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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1 责任人 - 地区: 河南;  

编号: 74732 
姓名: 邓志辉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2 
序号：1 

编号: 74733 
姓名: 史建伍 
职务: 副局长 (分管国内安全保卫)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3 
序号：2 

编号: 74734 
姓名: 张小辉 
职务: 国保和反恐支队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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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4 
序号：3 

编号: 74735 
姓名: 陈一多 
职务: 国保和反恐副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5 
序号：4 

编号: 74736 
姓名: 刘建福 
职务: 民族宗教与反邪教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6 
序号：5 

编号: 74737 
姓名: 白峰涛 
职务: 民族宗教与反邪教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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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7 
序号：6 

编号: 74739 
姓名: 范庆霖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9 
序号：7 

编号: 74740 
姓名: 马国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0 
序号：8 

编号: 74741 
姓名: 谢国仁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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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1 
序号：9 

编号: 74742 
姓名: 谢全成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2 
序号：10 

编号: 74743 
姓名: 王湘宁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3 
序号：11 

编号: 74744 
姓名: 张伟民 
职务: 社区警务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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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4 
序号：12 

编号: 74745 
姓名: 范向前（2）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5 
序号：13 

编号: 74746 
姓名: 董正跃 
职务: 社区警务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6 
序号：14 

编号: 74747 
姓名: 张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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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社区警务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7 
序号：15 

编号: 74748 
姓名: 黄金栓 
职务: 社区警务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8 
序号：16 

编号: 74749 
姓名: 赵云雷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49 
序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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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4750 
姓名: 关永斌 
职务: 案件侦办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  光明路派出所 
      邮编：46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50 
序号：18 

编号: 74757 
姓名: 郑秀奇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东风路东段 湛河区法院  
      邮编：467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5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57 
序号：19 

编号: 76934 
姓名: 赵文峰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政法委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源大道  市委、政法委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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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4 
序号：20 

编号: 76937 
姓名: 杨俊杰（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中段  驻马店市公安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7 
序号：21 

编号: 76939 
姓名: 张社军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东段  市中级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9 
序号：22 

编号: 76940 
姓名: 段桂东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东段  市中级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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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0 
序号：23 

编号: 76941 
姓名: 马国中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东段  市中级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1 
序号：24 

编号: 76942 
姓名: 赵全贵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东段  市中级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2 
序号：25 

编号: 76944 
姓名: 张娟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路西段 1099 号 驿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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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4 
序号：26 

编号: 76945 
姓名: 王纪峰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路西段 1099 号 驿城区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5 
序号：27 

编号: 76946 
姓名: 刘志杰（2）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路西段 1099 号 驿城区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6 
序号：28 

编号: 76948 
姓名: 聂旭光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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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检察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中华路西段  驿城区检察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8 
序号：29 

编号: 76953 
姓名: 许志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西园派出所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路 西园派出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3 
序号：30 

编号: 76954 
姓名: 吴小丽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西园派出所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路 西园派出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4 
序号：31 

编号: 76960 
姓名: 付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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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淮河路 10 号  漯河市政法委  
      邮编：46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0 
序号：32 

编号: 76962 
姓名: 赵成栓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法院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海河路中段  郾城区法院  
      邮编：46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2 
序号：33 

编号: 76964 
姓名: 陈德山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 861  郾城区检察院  
      邮编：46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4 
序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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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6968 
姓名: 詹贵朝 
职务: 副监狱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监狱（新密监狱） 
      河南省新密市嵩山大道东段 61 号新密邮政 841 信箱 
      邮编: 4523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8 
序号：35 

编号: 80810 
姓名: 常春旭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邮编：4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0 
序号：36 

编号: 80811 
姓名: 李海强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邮编：4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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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1 
序号：37 

编号: 80812 
姓名: 杨红来 
职务: 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邮编：4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2 
序号：38 

编号: 80813 
姓名: 孙昊兵 
职务: 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派出所 
      邮编：4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3 
序号：39 

编号: 80814 
姓名: 刘志国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 904 号 卫东区法院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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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4 
序号：40 

编号: 80815 
姓名: 周刚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 904 号 卫东区法院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5 
序号：41 

编号: 80816 
姓名: 王红伟（1） 
职务: 起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检察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 94 号  卫东区检察院 
      邮编：4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7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6 
序号：42 

编号: 80817 
姓名: 马东京 
职务: 起诉科科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检察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 94 号  卫东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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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7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17 
序号：43 

编号: 83609 
姓名: 赵振宏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一路 44 号    许昌市政法委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0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09 
序号：44 

编号: 83612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南环路   许昌市公安局 
       邮编：4611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许由路西段 480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2 
序号：45 

编号: 83615 
姓名: 刘明（2）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1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政法委 
      地址 1: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天宝西路与北关大街交叉口   魏都区政法委 
       邮编: 461000     
        
       地址 2: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路 22 号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5 
序号：46 

编号: 83616 
姓名: 王文辉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天宝西路与北关大街交叉口   魏都区政法委 
       邮编: 461000     
        
       地址 2: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路 22 号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6 
序号：47 

编号: 83618 
姓名: 尚云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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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8 
序号：48 

编号: 83619 
姓名: 凌晨 
职务: 刑侦二队中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9 
序号：49 

编号: 83620 
姓名: 李丽敏 
职务: 丁庄小区中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0 
序号：50 

编号: 83622 
姓名: 王珂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西段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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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 32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2 
序号：51 

编号: 83623 
姓名: 王东方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西段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 32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3 
序号：52 

编号: 83624 
姓名: 郑建业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西段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 32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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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4 
序号：53 

编号: 83625 
姓名: 刘贡献 
职务: 批捕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西段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 32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5 
序号：54 

编号: 83627 
姓名: 张玉华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法院 
       邮编: 461001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路 36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7 
序号：55 

编号: 83628 
姓名: 郭艳 
职务: 少审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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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法院 
       邮编: 461001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路 36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8 
序号：56 

编号: 83629 
姓名: 邢博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法院 
       邮编: 461001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路 36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9 
序号：57 

编号: 83631 
姓名: 王丽娟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看守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柏冢村西    许昌市看守所 
       邮编: 4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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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1 
序号：58 

编号: 87435 
姓名: 宋占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党政综合大楼（禹王大道东段）禹州市政法委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5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35 
序号：59 

编号: 87436 
姓名: 崔国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公安局 
      地址 1: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华夏大道 2 号 （与轩辕大道交口）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 461670 
        
       地址 2: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和平路 28 号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36 
序号：60 

编号: 87437 
姓名: 李红伟（2）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公安局 
      地址 1: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华夏大道 2 号 （与轩辕大道交口）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 46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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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和平路 28 号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4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37 
序号：61 

编号: 87438 
姓名: 罗栋峻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公安局 
      地址 1: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华夏大道 2 号 （与轩辕大道交口）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 461670 
        
       地址 2: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和平路 28 号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4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38 
序号：62 

编号: 87439 
姓名: 张拥军 
职务: 控申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禹王大道  禹州市检察院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5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39 
序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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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8606 
姓名: 周建超 
职务: 副市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政府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路 186 号 新郑市政府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0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06 
序号：64 

编号: 88608 
姓名: 赵建武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市人民路 186 号 新郑市政法委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08 
序号：65 

编号: 88609 
姓名: 刘慧霞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市人民路 186 号 新郑市政法委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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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09 
序号：66 

编号: 88615 
姓名: 朱秋国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司法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县衙街 9 号 新郑市司法局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5 
序号：67 

编号: 88617 
姓名: 朱海新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 
      地址 1：河南省新郑市玉前路与溱水路交叉口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00 
        
       地址 2：河南省新郑市黄水路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7 
序号：68 

编号: 88618 
姓名: 范洪斌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 
      地址 1：河南省新郑市玉前路与溱水路交叉口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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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河南省新郑市黄水路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6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8 
序号：69 

编号: 88620 
姓名: 李广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检察院 
      河南省新郑市郑韩路  新郑市检察院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0 
序号：70 

编号: 88621 
姓名: 李剑波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检察院 
      河南省新郑市郑韩路  新郑市检察院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1 
序号：71 

编号: 88622 
姓名: 张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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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检察院 
      河南省新郑市郑韩路  新郑市检察院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2 
序号：72 

编号: 88624 
姓名: 魏磊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法院 
      河南省新郑市金城路中段 新郑市法院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4 
序号：73 

编号: 88625 
姓名: 郭文凯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法院 
      河南省新郑市金城路中段 新郑市法院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5 
序号：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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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8626 
姓名: 唐莹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法院 
      河南省新郑市金城路中段 新郑市法院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6 
序号：75 

编号: 95483 
姓名: 苏红娟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政法委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行政街 2 号  市政法委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3 
序号：76 

编号: 95484 
姓名: 李明昌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平安街 5 号  
       邮编： 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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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4 
序号：77 

编号: 95485 
姓名: 王太吉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平安街 5 号  
       邮编： 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5 
序号：78 

编号: 95486 
姓名: 杨红卫 
职务: 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拘留所 
      河南安阳市林州市城关镇沙岗村   市看守所、拘留所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6 
序号：79 

编号: 95487 
姓名: 肖文吉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拘留所 
      河南安阳市林州市城关镇沙岗村   市看守所、拘留所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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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7 
序号：80 

编号: 95489 
姓名: 钟剑秋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原康派出所 
      河南省林州市原康镇   原康派出所 
       邮编: 45658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9 
序号：81 

编号: 95490 
姓名: 常宝亮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原康派出所 
      河南省林州市原康镇   原康派出所 
       邮编: 45658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0 
序号：82 

编号: 95491 
姓名: 刘华亮 
职务: 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原康派出所 
      河南省林州市原康镇   原康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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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45658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1 
序号：83 

编号: 95492 
姓名: 魏守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看守所（韩陵山看守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龙泉镇文昌大道 南 300 米  安阳市看守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2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2 
序号：84 

编号: 95512 
姓名: 胡文立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 
      地址 1:  河南省安阳市红旗路 149 号    安阳市公安局  
       邮编:  455000 
        
       地址 2: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红旗路 35 号  
       邮编：455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2 
序号：85 

编号: 95513 
姓名: 冯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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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政法委 
      河南省安阳市解放路 安阳县政府院内 县政法委 
       邮编: 4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3 
序号：86 

编号: 95514 
姓名: 王永峰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安阳市解放路 安阳县政府院内 县政法委 
       邮编: 4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4 
序号：87 

编号: 95515 
姓名: 张利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灯塔路中段路北   安阳县公安局 
       邮编: 455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7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5 
序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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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517 
姓名: 呼雪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检察院 
      河南省安阳市中华路中段  安阳县检察院 
       邮编: 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7 
序号：89 

编号: 95519 
姓名: 景瑞红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法院 
      河南省安阳市长青街 22 号   安阳县人民法院  
       邮编: 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9 
序号：90 

编号: 95520 
姓名: 张永平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法院 
      河南省安阳市长青街 22 号   安阳县人民法院  
       邮编: 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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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0 
序号：91 

编号: 95521 
姓名: 李贺峰 
职务: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法院 
      河南省安阳市长青街 22 号   安阳县人民法院  
       邮编: 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1 
序号：92 

编号: 95523 
姓名: 曹文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蒋村派出所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花园路 35 号 安阳县蒋村派出所  
       邮编: 4551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3 
序号：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