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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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国家机关 

编号: 71182 
姓名: 甘荣坤 
职务: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94 号 
      邮编：1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80 

      黑龙江省政法委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千山路 99-1 号  黑龙江省政法委 
      邮编：15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82 
序号：1 

编号: 71213 
姓名: 黄学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公安局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恒州南街 23 号  
      邮编 : 050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13 
序号：2 

编号: 71259 
姓名: 田红 (2) 
职务: 区政法委书记、区群工部部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法委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 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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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9 
序号：3 

编号: 71261 
姓名: 田益群 
职务: 夷陵区公安分局局长、原长阳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正安街 1 号  
      邮编：443100  
       
      地址 2: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东湖大道 8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0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7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8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5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1 
序号：4 

编号: 71292 
姓名: 李传萍 
职务: 太湖县副县长、司法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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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0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司法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长河路 76 号 太湖县司法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2 
序号：5 

编号: 71871 
姓名: 苗剑 
职务: 副书记 （原河池学院所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百旺路 17 号 行政办公中心二楼 河池市委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1 
序号：6 

编号: 72306 
姓名: 赖旭刚 （2）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政府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 6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4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 28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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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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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6 
序号：7 

编号: 72636 
姓名: 杨慧文 
职务: 盂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县政府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秀水西街 005 号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2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59 号  盂县公安局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6 
序号：8 

编号: 72867 
姓名: 周斌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 
      江西省新余市逾水区抱石大道东路 32 号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4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政法委 
      江西省新余市逾水区抱石大道东路 32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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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7 
序号：9 

编号: 73056 
姓名: 刘珠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新建大道 239 号  新建区委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6 
序号：10 

编号: 73190 
姓名: 杨令生 
职务: 区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 118 号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0 
序号：11 

编号: 73191 
姓名: 孙剑楠 
职务: 常务副区长（主管公安、司法）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 118 号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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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1 
序号：12 

编号: 73237 
姓名: 胡超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政法委 
      湖北省十堰市北京路行政中心  市政法委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7 
序号：13 

编号: 74300 
姓名: 程正华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7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0 
序号：14 

编号: 74304 
姓名: 牟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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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3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 2088 号  罗湖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 
      邮编：518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2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4 
序号：15 

编号: 74390 
姓名: 曾湃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6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0 
序号：16 

编号: 74393 
姓名: 华振强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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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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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10388 号  南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3 
序号：17 

编号: 74406 
姓名: 王延奎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5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区政府大楼 9 楼  区政法委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6 
序号：18 

编号: 74413 
姓名: 官尔杰 
职务: 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1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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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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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3 
序号：19 

编号: 74565 
姓名: 李鹏业 
职务: 党工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信访局局长、司法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党工委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金马路管委会 704 号  金普新区工作委员会 
      邮编：11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62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政法委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迎湖街 1 号  金普新区政法委  
      邮编：1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64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综治办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迎湖街 1 号  金普新区政法委  
      邮编：1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96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司法局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民主街 14 号  金普新区司法局  
      邮编：1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9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65 
序号：20 

编号: 74623 
姓名: 陈如桂 
职务: 书记 (原任、现任深圳市代市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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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3 
序号：21 

编号: 74624 
姓名: 陈明德 
职务: 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市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9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4 
序号：22 

编号: 74626 
姓名: 王华 
职务: 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6 
序号：23 

编号: 74786 
姓名: 马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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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原恒山区法院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大常务委会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红旗路 17 号  市人大常务委会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8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86 
序号：24 

编号: 75112 
姓名: 高宏彬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抚顺市委 
      （市委、政法委、稳定办）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永安路 21 号 
      邮编：113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12 
序号：25 

编号: 75384 
姓名: 马东坤 
职务: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2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公安局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嶍峨路 138 号  峨山县公安局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3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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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4 
序号：26 

编号: 75443 
姓名: 汪一光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3 
序号：27 

编号: 75527 
姓名: 赵秀光 
职务: 局长、兼任抚宁区副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公安局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抚宁镇察院口 154 号  抚宁区公安局 
      邮编：0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6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政府 
      （抚宁区委、区政府）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金山大街 2 号 
      邮编：0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7 
序号：28 

编号: 75561 
姓名: 黄万民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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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58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政法委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中街 58 号  县政法委 
      邮编：065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61 
序号：29 

编号: 75972 
姓名: 高大伟 
职务: 区委书记、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委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一路 1 号  松北区委 
      邮编：15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6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政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一路 1 号  松北区委 
      邮编：15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7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72 
序号：30 

编号: 75976 
姓名: 马明仁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政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一路 1 号  松北区委 
      邮编：15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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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一路 49 号  松北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75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76 
序号：31 

编号: 76272 
姓名: 曾湘澜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政府 
      广东省汕头市跃进路 28 号  汕头市政府办公室 
      邮编：515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0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 
      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黄河路 88 号  汕头市公安局  
      邮编： 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2 
序号：32 

编号: 76789 
姓名: 黄权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785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公安局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昌盛街  市公安局 
      邮编：11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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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789 
序号：33 

编号: 77471 
姓名: 于可弟 
职务: 主任 (原任、现任秦淮区信访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 1 号 
      邮编：21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1 
序号：34 

编号: 77715 
姓名: 李桂平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3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安局 
      广东省韶关乐昌市碧桂路 1 号  乐昌市公安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5 
序号：35 

编号: 77981 
姓名: 蹇彪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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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朝阳市委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 7  
      邮编：12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6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81 
序号：36 

编号: 78022 
姓名: 张炎 
职务: 副市长、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政府 
      江苏省海门市北京中路 600 号  市政府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0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政法委 
      江苏省海门市政法南路 99 号  市政法委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5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公安局 
      江苏省海门市江海路 56 号  海门市公安局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2 
序号：37 

编号: 78113 
姓名: 黄建安 
职务: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政府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解放西路 1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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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湘汉路 18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3 
序号：38 

编号: 78317 
姓名: 陈本宇 
职务: 政法委书记、区委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1 

      北京市东城区委 
      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 6 号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17 
序号：39 

编号: 78526 
姓名: 李树存 
职务: 绥中县委书记、东戴河新区党工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委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中央路一段 12 号  
      邮编：1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2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东戴河新区管委会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辽宁东戴河新区管委会 
      邮编：1252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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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526 
序号：40 

编号: 79264 
姓名: 谢继烔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委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金凤街 105 号县政府办公楼 
      邮编：0577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6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64 
序号：41 

编号: 80181 
姓名: 胡立山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0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1 
序号：42 

编号: 80424 
姓名: 李志远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县委 
      （县委）河北省保定地区唐县仁厚镇光明路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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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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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72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82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424 
序号：43 

编号: 81127 
姓名: 陈曦 
职务: 副区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25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公安局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联峰北路 北戴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06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26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27 
序号：44 

编号: 82008 
姓名: 杜平 
职务: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委 
      （县政府）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路 69 号  县政府  
       邮编：11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06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政法委 
      （县政法委 610 办）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府路 
      邮编：11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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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08 
序号：45 

编号: 82048 
姓名: 刘强（4） 
职务: 副市长、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252 号 
      邮编：40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0 

      重庆市政法委 
      重庆市渝北区红石路 241 号  重庆市政法委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48 
序号：46 

编号: 82125 
姓名: 肖秀懿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政府 
      （什邡市政府）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蓥峰北路 1 号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3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公安局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永宁街 6 号   什邡市公安局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5 
序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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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3026 
姓名: 路鹤联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委 
       (区委 区政府)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兴东路 6 号  
      邮编：154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69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政法委 
       (区委 区政府)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兴东路 6 号  
      邮编：154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6 
序号：48 

编号: 84816 
姓名: 王晓龙 
职务: 佳木斯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府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2666 号  市政府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8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路 100 号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8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816 
序号：49 

编号: 85939 
姓名: 刘庆生 
职务: 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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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938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4018 号 深圳市公安局 
      邮编：51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939 
序号：50 

编号: 86568 
姓名: 王大为（2） 
职务: 县政法委书记、常务副县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法委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路  法库县政法委 
      邮编：1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1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府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正阳街兴法东路 58 号综合服务中心 B 区 7 层  邮编：1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6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68 
序号：51 

编号: 86569 
姓名: 刘成 
职务: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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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69 
序号：52 

编号: 86570 
姓名: 周小龙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府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正阳街兴法东路 58 号综合服务中心 B 区 7 层  邮编：1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67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龙山东路 47 号 法库县公安局 
      邮编：1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2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70 
序号：53 

编号: 87283 
姓名: 陈志刚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82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公安局 
      辽宁省瓦房店市西长春路 1 段 7 号 瓦房店市公安局 
       邮编：11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83 
序号：54 

编号: 87683 
姓名: 龚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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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校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党校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69 号 天河区党校 
       邮编：5106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3 
序号：55 

编号: 87684 
姓名: 邓穗涛 
职务: 副校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党校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69 号 天河区党校 
       邮编：5106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4 
序号：56 

编号: 88094 
姓名: 陈勇（4） 
职务: 执法监察室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纪委监察局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府前大街  新泰市纪委/新泰市监察委员会 
       邮编：27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9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94 
序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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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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编号: 94495 
姓名: 林锦明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泉州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91 

      福建省泉州市政法委 
      福建省泉州市庄府巷 24 号 泉州市委政法委 
       邮编：36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9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5 
序号：59 

编号: 95377 
姓名: 杨建东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76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公安局 
      地址 1: 河北省昌黎县北山路原昌黎师范院内 昌黎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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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066600  
        
       地址 2: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汇文路 34 号 
       邮编:  06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65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77 
序号：60 

编号: 95542 
姓名: 陈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委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县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6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2 
序号：61 

编号: 95544 
姓名: 闫亚军 
职务: 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常委、分管公安局）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政府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府办公室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4 
序号：62 

编号: 95643 
姓名: 肖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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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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信访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政通路 8 号 
       邮编: 510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3 
序号：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