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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75769 
姓名: 骞风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中京街  宁城县公安分局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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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9 
序号：1 

编号: 75771 
姓名: 韩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哈河大街 40 号  宁城县检察院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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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1 
序号：2 

编号: 75772 
姓名: 祁峰 
职务: 批捕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哈河大街 40 号  宁城县检察院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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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2 
序号：3 

编号: 75776 
姓名: 胡小亮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五化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五化镇  五化派出所 
      邮编：0242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6 
序号：4 

编号: 75777 
姓名: 侯天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五化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五化镇  五化派出所 
      邮编：0242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7 
序号：5 

编号: 75778 
姓名: 刘庆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五化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五化镇  五化派出所 
      邮编：0242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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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8 
序号：6 

编号: 82446 
姓名: 史广海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政法委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6 
序号：7 

编号: 82449 
姓名: 马洪升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政法委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5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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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维稳办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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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9 
序号：8 

编号: 82453 
姓名: 阎晓林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铁南派出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铁南派出所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3 
序号：9 

编号: 82455 
姓名: 吕鹏举（2）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中段  红山区检察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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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5 
序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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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2456 
姓名: 崔强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中段  红山区检察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6 
序号：11 

编号: 82457 
姓名: 青根宝音 
职务: 公诉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中段  红山区检察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7 
序号：12 

编号: 82458 
姓名: 卢晓燕 
职务: 侦监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中段  红山区检察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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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8 
序号：13 

编号: 82460 
姓名: 刘洪军（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三道西街三西街  红山区法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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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0 
序号：14 

编号: 82461 
姓名: 胡亚强 
职务: 行政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三道西街三西街  红山区法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1 
序号：15 

编号: 82462 
姓名: 霍俊彤 
职务: 立案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三道西街三西街  红山区法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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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2 
序号：16 

编号: 82463 
姓名: 张力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三道西街三西街  红山区法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3 
序号：17 

编号: 82465 
姓名: 梁晨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检察院 
      地址 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全宁街   赤峰市检察院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昭乌达路   赤峰市检察院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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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5 
序号：18 

编号: 82467 
姓名: 王德华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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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 72 号  赤峰市中级法院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7 
序号：19 

编号: 82469 
姓名: 李文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看守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看守所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69 
序号：20 

编号: 87308 
姓名: 马永胜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街 61 号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邮编：01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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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08 
序号：21 

编号: 87309 
姓名: 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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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狱政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09 
序号：22 

编号: 95402 
姓名: 王亚昕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法院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中京街   宁城县法院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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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2 
序号：23 

编号: 95403 
姓名: 宁兆会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法院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中京街   宁城县法院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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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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3 
序号：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