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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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区: 吉林 

编号: 71701 
姓名: 鲍根利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拘留所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拘留所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7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701 
序号：1 

编号: 71834 
姓名: 姜鑫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林大街 76 号 政法委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4 
序号：2 

编号: 71835 
姓名: 孙哲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千山路 丰满分局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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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5 
序号：3 

编号: 71839 
姓名: 郭芮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丰东路 333 号  区法院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9 
序号：4 

编号: 71840 
姓名: 王学涛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丰东路 333 号  区法院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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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0 
序号：5 

编号: 71841 
姓名: 付玉龙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丰东路 333 号  区法院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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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1 
序号：6 

编号: 71842 
姓名: 孔魏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丰东路 333 号  区法院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2 
序号：7 

编号: 72122 
姓名: 李炳辉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紫气大路  四平市公安局 
      邮编：1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2 
序号：8 

编号: 72126 
姓名: 任贵利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紫气大路  四平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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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迎宾街 163 号  四平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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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6 
序号：9 

编号: 72129 
姓名: 张莹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政法委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镇南大路 14 号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9 
序号：10 

编号: 72131 
姓名: 姚广宇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公安局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1 
序号：11 

编号: 72132 
姓名: 丁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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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纪检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公安局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2 
序号：12 

编号: 72133 
姓名: 张喜昆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公安局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3 
序号：13 

编号: 72136 
姓名: 张爱钧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检察院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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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6 
序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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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137 
姓名: 姜彤辉 
职务: 公诉科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检察院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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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7 
序号：15 

编号: 72138 
姓名: 王志国 （2）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检察院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8 
序号：16 

编号: 72139 
姓名: 符建军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法院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梨树县法院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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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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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9 
序号：17 

编号: 72141 
姓名: 王海波 （2）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看守所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平东大街  （平东火车站对过）  四平市看守所 
      邮编︰1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41 
序号：18 

编号: 72142 
姓名: 申友和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看守所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平东大街  （平东火车站对过）  四平市看守所 
      邮编︰1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42 
序号：19 

编号: 72544 
姓名: 高洋 
职务: 八监区六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女子监狱（原吉林省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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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4 
序号：20 

编号: 72559 
姓名: 高煜文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895 号  柳河县公安局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5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59 
序号：21 

编号: 72561 
姓名: 孙京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振兴大街 1 号  柳河县检察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1 
序号：22 

编号: 72562 
姓名: 金鹏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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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振兴大街 1 号  柳河县检察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2 
序号：23 

编号: 72564 
姓名: 孙明伟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61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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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4 
序号：24 

编号: 72565 
姓名: 艾鹏飞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61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5 
序号：25 

编号: 72566 
姓名: 邵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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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61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6 
序号：26 

编号: 72567 
姓名: 岳百信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61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7 
序号：27 

编号: 72568 
姓名: 刘洪文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61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8 
序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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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569 
姓名: 张研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61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9 
序号：29 

编号: 73827 
姓名: 刘辉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610 办）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 7 号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7 
序号：30 

编号: 73828 
姓名: 张文学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610 办）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 7 号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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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8 
序号：31 

编号: 73830 
姓名: 康芳冬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公安局 
      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 255 号  延吉市公安局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0 
序号：32 

编号: 73832 
姓名: 李柱善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法院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343 号  延吉市法院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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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2 
序号：33 

编号: 73833 
姓名: 朴文哲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法院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343 号  延吉市法院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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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3 
序号：34 

编号: 73834 
姓名: 金英玉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法院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343 号  延吉市法院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4 
序号：35 

编号: 73835 
姓名: 张银慧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法院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343 号  延吉市法院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5 
序号：36 

编号: 73836 
姓名: 赴延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法院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343 号  延吉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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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6 
序号：37 

编号: 73838 
姓名: 全鸿一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检察院 
      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 27 号  延吉市检察院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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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8 
序号：38 

编号: 73839 
姓名: 金莲花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检察院 
      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 27 号  延吉市检察院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9 
序号：39 

编号: 73841 
姓名: 宋吉男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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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延吉市河南派出所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柳花园 6 号楼  河南派出所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1 
序号：40 

编号: 73842 
姓名: 赵文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河南派出所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柳花园 6 号楼  河南派出所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2 
序号：41 

编号: 73843 
姓名: 杨榆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河南派出所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柳花园 6 号楼  河南派出所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3 
序号：42 

编号: 73844 
姓名: 王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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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河南派出所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柳花园 6 号楼  河南派出所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4 
序号：43 

编号: 73845 
姓名: 金庚哲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河南派出所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柳花园 6 号楼  河南派出所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5 
序号：44 

编号: 73846 
姓名: 李占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吉市河南派出所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柳花园 6 号楼  河南派出所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46 
序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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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6005 
姓名: 徐刚（2）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新月路 1000 号 
      邮编：130052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大街 177 号  宽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51 
       
      地址 3：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嫩江胡同西广小区 11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05 
序号：46 

编号: 76009 
姓名: 时庆龙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新街 137 号  凯旋路派出所 
      邮编：130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09 
序号：47 

编号: 77224 
姓名: 金锐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政法委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人民路 21 号  大安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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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4 
序号：48 

编号: 77228 
姓名: 窦海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公安局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北街 44 号  大安市公安局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8 
序号：49 

编号: 77230 
姓名: 张华（2）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检察院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白南街 53 号  大安市检察院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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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0 
序号：50 

编号: 77231 
姓名: 陈亚富 
职务: 公诉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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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检察院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白南街 53 号  大安市检察院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1 
序号：51 

编号: 77233 
姓名: 赵树杰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法院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白南街 51 号  大安市法院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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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3 
序号：52 

编号: 77235 
姓名: 赵德平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司法局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人民路 21 号  大安市司法局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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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5 
序号：53 

编号: 79192 
姓名: 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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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626 号 长春市政法委 
      邮编：13004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78 号  
      邮编：1300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2 
序号：54 

编号: 79198 
姓名: 崔国年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新月路 1000 号 
      邮编：130052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大街 177 号  宽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51 
       
      地址 3：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嫩江胡同西广小区 11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0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8 
序号：55 

编号: 79200 
姓名: 吕彬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大街 3800 号  兰家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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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0 
序号：56 

编号: 79201 
姓名: 王俊民 
职务: 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大街 3800 号  兰家派出所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1 
序号：57 

编号: 79202 
姓名: 钟亚明 
职务: 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大街 3800 号  兰家派出所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2 
序号：58 

编号: 79203 
姓名: 潘成明 
职务: 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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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大街 3800 号  兰家派出所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3 
序号：59 

编号: 79205 
姓名: 袁金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955 号 高新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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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5 
序号：60 

编号: 79208 
姓名: 王建红（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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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8 
序号：61 

编号: 79209 
姓名: 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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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审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9 
序号：62 

编号: 79210 
姓名: 胡亮 
职务: 主审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10 
序号：63 

编号: 79214 
姓名: 金宇虹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第四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 5277 号（在第二看守所院内） 
      邮编：1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14 
序号：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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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9216 
姓名: 宋起伟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拘留所 
      吉林省长春市兴隆山镇苇子沟村 拘留所 
      邮编：13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16 
序号：65 

编号: 80329 
姓名: 田国峰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3298 号 南关区分局 
      邮编：130025 或 1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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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9 
序号：66 

编号: 80330 
姓名: 郭桂玲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法院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 8058 号 
      邮编：130028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大马路 1646 号  南关区法院 
      邮编：13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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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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30 
序号：67 

编号: 80331 
姓名: 孙剑波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法院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 8058 号 
      邮编：130028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大马路 1646 号  南关区法院 
      邮编：13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1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31 
序号：68 

编号: 81099 
姓名: 姚健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626 号 长春市政法委 
      邮编：13004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78 号  
      邮编：1300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099 
序号：69 

编号: 81100 
姓名: 刘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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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0 
序号：70 

编号: 81101 
姓名: 王云鹏（2）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1 
序号：71 

编号: 81102 
姓名: 杨春得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2 
序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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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1103 
姓名: 宋今东（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岭东路交汇处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3 
序号：73 

编号: 81104 
姓名: 尹彦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岭东路交汇处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4 
序号：74 

编号: 81105 
姓名: 周志滨 
职务: 预审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岭东路交汇处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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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5 
序号：75 

编号: 81106 
姓名: 孙润先 
职务: 国保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岭东路交汇处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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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6 
序号：76 

编号: 81107 
姓名: 林长辉（2） 
职务: 国保队长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岭东路交汇处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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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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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7 
序号：77 

编号: 81108 
姓名: 杨玉富 
职务: 国保队长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岭东路交汇处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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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8 
序号：78 

编号: 81109 
姓名: 刘志民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3358 号  二道区检察院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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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9 
序号：79 

编号: 81110 
姓名: 李玉玉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 3358 号  二道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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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10 
序号：80 

编号: 81111 
姓名: 齐兆云（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6233 号  二道区法院 
      邮编：1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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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11 
序号：81 

编号: 83009 
姓名: 祁桂东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政法委 
      吉林省九台市九台大街 33 号  九台市政法委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09 
序号：82 

编号: 83010 
姓名: 常贵 
职务: 预审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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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公安局 
      地址 1: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中央大街  九台市公安局  
       邮编: 1305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大街 55 号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0 
序号：83 

编号: 83011 
姓名: 孙凤尧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公安局 
      地址 1: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中央大街  九台市公安局  
       邮编: 1305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大街 55 号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7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1 
序号：84 

编号: 83012 
姓名: 王浩洪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公安局 
      地址 1: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中央大街  九台市公安局  
       邮编: 1305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大街 55 号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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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2 
序号：85 

编号: 83013 
姓名: 李洪文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公安局 
      地址 1: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中央大街  九台市公安局  
       邮编: 1305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大街 55 号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7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3 
序号：86 

编号: 83014 
姓名: 李序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检察院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中央大街 1 号  九台市检察院 
       邮编：13500      
        
       地址 2：吉林省九台市宏声路 33 号  九台市检察院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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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4 
序号：87 

编号: 83015 
姓名: 张纹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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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法院 
      吉林省九台市九台大街 98 号  九台市法院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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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5 
序号：88 

编号: 83016 
姓名: 魏剑平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看守所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6 
序号：89 

编号: 83017 
姓名: 孙宪忠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看守所   
       邮编：13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7 
序号：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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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3019 
姓名: 刘景峰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政府西门   其塔木派出所 
       邮编：1305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19 
序号：91 

编号: 83021 
姓名: 杨富满 
职务: 村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邮编：1305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1 
序号：92 

编号: 83022 
姓名: 王兵（2） 
职务: 村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邮编：1305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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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2 
序号：93 

编号: 83023 
姓名: 刘忠义 
职务: 村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邮编：1305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3 
序号：94 

编号: 83024 
姓名: 霍文成 
职务: 村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其塔木镇 
       邮编：1305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4 
序号：95 

编号: 83025 
姓名: 张德友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超达大街 3999 号 
      邮编：1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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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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25 
序号：96 

编号: 95441 
姓名: 李艳福 
职务: 防邪办（“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松江中路 87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32012 
        
       地址 2：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松江路 127 号   船营区政法委员会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1 
序号：97 

编号: 95442 
姓名: 高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吉林省吉林市解放大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地址 2: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51 号 
       邮编：1320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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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2 
序号：98 

编号: 95444 
姓名: 黄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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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南京街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东宁胡同 5 号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4 
序号：99 

编号: 95445 
姓名: 尹宝安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南京街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东宁胡同 5 号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5 
序号：100 

编号: 95526 
姓名: 张习庆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政法委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长白山大街 3766 号  白山市委 /政法委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6 
序号：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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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527 
姓名: 裴凯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大街 276 号  白山市公安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7 
序号：102 

编号: 95528 
姓名: 范作华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大街 276 号  白山市公安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8 
序号：103 

编号: 95530 
姓名: 王少勇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司法局 
      吉林省白山市白山大街 2466 号  浑江区司法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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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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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0 
序号：104 

编号: 95531 
姓名: 时开典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司法局 
      吉林省白山市白山大街 2466 号  浑江区司法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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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1 
序号：105 

编号: 95533 
姓名: 于长城 
职务: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法院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北安大街 2056 号    浑江区法院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3 
序号：106 

编号: 95535 
姓名: 乐大为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浑江大街 226   新建分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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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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5 
序号：107 

编号: 95536 
姓名: 张勇（3）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浑江大街 226   新建分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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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6 
序号：108 

编号: 95537 
姓名: 卫子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浑江大街 226   新建分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7 
序号：109 

编号: 95538 
姓名: 毛崇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浑江大街 226   新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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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8 
序号：110 

编号: 95539 
姓名: 王喜成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红旗分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红旗街 19 号  公安红旗分局 
       邮编: 1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39 
序号：111 

编号: 95739 
姓名: 初永春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政法委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39 
序号：112 

编号: 95740 
姓名: 张启华 
职务: 常务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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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政法委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0 
序号：113 

编号: 95741 
姓名: 刘树才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政法委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1 
序号：114 

编号: 95742 
姓名: 封晓良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政法委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2 
序号：115 

编号: 95744 
姓名: 李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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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4 
序号：116 

编号: 95745 
姓名: 张进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5 
序号：117 

编号: 95746 
姓名: 钟宝山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6 
序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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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747 
姓名: 朱大成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二道街东首    靖宇县公安局 
       邮编：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7 
序号：119 

编号: 95748 
姓名: 刘忠山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二道街东首    靖宇县公安局 
       邮编：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8 
序号：120 

编号: 95749 
姓名: 杨宝才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二道街东首    靖宇县公安局 
       邮编：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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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9 
序号：121 

编号: 95750 
姓名: 柳明洋 
职务: 法制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二道街东首    靖宇县公安局 
       邮编：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50 
序号：122 

编号: 95752 
姓名: 杨学武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检察院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406 号 
       邮编：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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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52 
序号：123 

编号: 95753 
姓名: 武自月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检察院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406 号 
       邮编：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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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53 
序号：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