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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2005 年 1 月 19 日） 

“彻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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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部分成员 

李岚清：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罗干：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

书记。 

丁关根：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宣传部部长。 

贾春旺：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原

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部长。 

许永跃：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王茂林：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中央 610 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共

中央宣传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2000 至

200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 年至 2003 年）。 

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部分成员（610 办公室，国务院防范

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王茂林：中央 610 办公室主任（见上） 

刘京：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2000 年 9 月至 2002 年底）。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原云南

省副省长（1996），海关总署副署长（1998）。 

袁隐：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2001）。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四局副局长（1997 至

1998），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1999 至 2000）。 

李东生：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2001 至 2002）。CCTV 副台长，党委书记。 

王晓翔：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2003 年 1

月）。原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主席（1999 年 10 月）。 

董聚法：中央 610 办公室（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巡视员（2001） 

高晓东：中央 610 办公室（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局长（2003） 

刘云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明办主任。原中央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主管全国有关镇压法轮功的宣传工作。李东生为其助手。 

“天安门自焚”伪案涉案人 
公安部：贾春旺(原公安部部长)、周永康(部长)、刘京(原公安部副部长) 、赵世强(公安部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案件侦查处处长) 

北京市公安局：刘德(原局长、党委书记)，马振川(局长) 

天安门分局：武顺发(局长) ，李丙恒(处长)，执勤民警：警号 051835（男），警号

051656（男），警号 051724（男） 

天安门地区分局中山公园派出所、文化宫派出所、故宫派出所、地铁分局天安门东站派出

所 

中央电视台：罗明副(台长)、张长明(副台长)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摄制组： 
陈虻 柏杨(制片人)，李玉强、 余伟利(编辑)，翟树杰(节目主持人)钟实 、张雪峰(摄像)，
孙宏(节目统筹)，李长胜（责任编辑），杜莲英 、姬雨、 马玉燕、 陈浩海（技术制作）；

杨涛洲 、肖静（合成），李挺、 张宝安（监制），罗明（节目总监）女采访人(采访过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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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荣、刘云芳) 
新华社：周锡生（网络中心主任）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吴达审（董事长），庞健（总经理） 
北京市急救中心：罗怡（急救科主任） 

北京积水潭医院：蔺锡候（院长）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李迟(副主任) 、海秀芳(护士)  

伪案中的“自焚未遂者”：刘葆荣 

伪案中的“自焚未遂者”：刘云芳（河南开封） 

伪案中的“自焚未遂者”：“王进东” 

伪案中的“自焚”死亡者陈果的四姨崔丽 

伪案中的“自焚”死亡者陈果母亲的好友郭清连 

伪案中的手持灭火器对向刘春玲的三名警察  

伪案中的走过穿军大衣的武警  

伪案中将刘思影抬上急救车的数人，其中有两名穿红坎肩白衣裤的女性 

“天安门自焚”伪案涉案人第二批取证人名单 

1、《天安门自焚者王前进东的女儿王娟专访》撰写人新华社记者江亚平、陆大生及报导中

提到的"王进东”的"女儿”王娟、"妻子”何海华； 

2、《天安门自焚事件参与者王进东的控诉》撰写人新华社记者王恒涛、 翟伟、责任编辑

李东帅及文中提到的何海华的妹妹何金菊； 

3、《在梦魇般的日子里——原"法轮功”痴迷者王进东一家的追忆》撰写人《光明日报》

记者王光荣； 

4、《天安门广场自焚者王进东、薛红军追述荒唐事》撰写人中新社记者潘旭临、编辑齐彬

及报道中提到的郑州监狱负责人； 

5、《"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撰写人（姓名待查，中国官方未予公

布）、为此文配图之新华社摄影记者晓宇； 

6、《王进东一家摆脱"法轮功”邪教控制前后》撰写人《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海洲、《人

民网》责任编辑臧文丽及报道中提到的王娟的男朋友王洋、日语辅导老师林奎成； 

7、《天安门武警官兵:自焚事件"导演”之说污蔑政府》撰写人《解放军报》记者岳双喜、

张建军及报道中提到的武警天安门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王强、原三中队六班长、现已退伍之

商建国、三中队指导员羊泉松、支队政委李风格； 

8、《春风化雨融坚冰——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王进东的妻子和女儿转化纪实》撰写者新华

社记者彭红、王恒涛、李丽静及文中提到的河南省女子劳教所第三大队干警、四大队大队

长王淑兰、管教刘宝兰、原"法轮功”练习者姚佩敏、秦银泮和常素真； 

9、《为了天安门的安宁--处置法轮功痴迷者自焚纪实》撰写者《北京晚报》记者杨昊及文

中提到的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 99 届毕业生小王、民警小杨、小孔、北京二警校 99 届毕业

生小袁； 

10、BBC 新闻《中国安排采访法轮功自焚者》撰写者。 

“浙江乞丐被杀案”栽脏案 
公安部：周永康(部长) 

苍南县公安局长:陈玉民(原在龙港镇)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浙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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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刑侦大队长:陈学超(原为龙港分局教导员) 

中央电视台：李玉强(记者) 

新华社:张奇志(原记者，浙江分社采访室副主任) ,张和平（温州支社社长）,邬焕庆（记

者） 

法制日报:李新会(记者) 

“重庆大学研究生魏星艳遭警察当众强暴案” 
重庆市政府、 

重庆市沙坪坝区 610 政委：虞斌 

重庆市沙坪坝区 610 队长：刘伟 

沙坪坝区“610 办公室” 

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 

副校长：唐一科、陈德敏、孙才新、罗国源、张四平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祝家麟 

副书记：赵修渝、郑平生 

重大研究生院院长：方祯云 

副院长：郑小林、刘 东、刘清才  

电气工程学院：袁 XX 

保卫处处长：王 XX 

保卫处工作人员：梅 XX 

天津市 
宋平顺(公安局长), 张立昌(市委书记), 房凤友(市委副书记，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胜玉(市委副书记),刘峰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李盛霖(党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九届全国

人大代表), 戴相龙(市长), 孙海麟(分管公安), 武长顺(公安局局长), 刘广炬(司法局局

长兼监狱局第一政委), 张柏峰(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宝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河南省省委及省政府官员 

李克强：现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陈奎元：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范钦臣：1995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第六届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副书记。2001 年 2 月

任第八届河南省政协副主席。2003 年 1 月在政协河南省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河南省政协

主席。 
王全书：河南省委副书记。 
李清林：河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张世军：现任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志斌：1994 年 10 月～2003 年 1 月河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国红：前省公安厅厅长、河南省司法厅厅长。 
秦玉海：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原焦作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刘宗豪：河南省劳教局副局长。是 2003 年 4 月开始在全省劳教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教

育转化集中攻坚行动”的主要执行人。 
李道民：1996 年 2 月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二级大法官。 
李学斌：原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现任省委委员、省民营经济维权发展促进会会长。 
孔玉芳: 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省社科联主席。 
李成玉： 2001 年 10 月任河南省委常委、副书记。2003 年 1 月任河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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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610 办公室（河南省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政府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要负责人 
张国臣：省委 610 办公室主任，省综治办主任，省政法委副书记。 

李承先：省委 610 办公室主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副厅长。 

李建中：省委 610 办公室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原省公安厅 12 处处长。 

广东省 610 系统 
张圣钦：广东省委 610 办公室主任（2001-4，省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广东

省政法委秘书长。是省委省政府主要执行迫害的人员。 

吕晓：广东省委 610 办公室副主任（2003-2，原广东省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茂名

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 

梁础石：广东省委 610 办公室副主任、省直机关党工委负责人。 

绑架江西万安县法轮功学员黄雄的不法份子 
江西省公安厅、上海市国安局、上海市公安局、江西省万安县公安局、吉安市看守所等列

为重点追查对象立案追查。 

福州儒江劳教所 
胡波(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 队长) 、五中队队长、九中队队长(警号：35111 号),二大队二

中队,李 XX（专管队），吴 XX（医务室副科长）, 狱警李某、郑某、陈某、林璋（副队长） 

原山东省淄博市王村劳教所 
毕华（所长,由于迫害法轮功，现升任山东省劳教局副局长）、代剑波（劳教处处长）、黄

家森（副所长）、绍清河(山东省劳教所三分所政委)、孙继银（副所长）、王××（劳教

处处长）、王加永（所长）、肖培民（副所长）赵惠民（副所长） 

一分所：所长：夏吉晶,于志蒂 

二分所：所长：辛秀忠，高存瑞 

三分所：所长：王加永（男，约五十二、三岁。淄博王村镇大尚村人。原为王村铝土矿职

工，后调入劳教所，现任三分所所长。） 

四分所：所长：王勇,张振国 

淄博王村劳教所改组后，成立的山东省第二劳教所 
(所长)孙即银、(副所长)辛秀忠、(政委)王加永、(副政委)李建维、张英民、张振国、王

毅等十来人，(九大队队长)靖绪盛、(副大队长)孙丰俊、(教导员) 彭绪标。恶警按邪恶程

度排列依次是：张涛、刘国伟、高成伟、刘永刚、刘宋浩、王新江、宋男、曹成涛、王

力, 孟宪常 

王村劳教所，博山秋谷劳教所, 青岛大山看守所，青岛市台西派出所，青岛大山拘留所，

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淄博王村劳教所劳教所第九大队郑万辛、绍正华章丘劳教所/山东省第

一劳教所, 岳楼看守所，齐都公安局、610 办公室主任石广庆, 山东省第二女劳教所（即

淄博王村女子劳教所）三大队王永红（三大队副大队长）、李爱文（三大队正大队长）、

李英（宋静的带班队长）及劳教人员刘晓燕、周中叶、张芳、徐立云、史伟琪、王兰香、

曲彩霞、杨通, 岱岳区山口镇派出所、泰安市看守所, 山东济南钢铁总厂不法警察, 古岘

派出所、即墨移风派出所, 云山镇信访办郭青林、云山镇政府与派出所高慧鹏、岳书记，

蟠桃洗脑班代玉刚, 昌乐劳教所、潍坊 610 办公室、潍坊电业局、不法警察王乐泉, 山东

临邑“610”办公室、临邑看守所, 王村劳教所张波（十一大队副大队长）、王云平、王

利、临朐“610”办公室,劳教犯人姜宁、王凤肖、郭洪亮, 临沂市兰山区水利工程公司,

即墨市 610 办公室人员、孙为彬（楼子疃书记）, 沂南县看守所, 邢台市 610 不法警察刘

XX、李 XX（610 骨干）、冠县不法警察王勇,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穆村镇公安, 山东省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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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灵山镇政府董全启（副镇长）、王显宏（副镇长）、林禄年、刘德军；灵山镇派出所鲁

友臻、崔元章, 寿光看守所, 昌乐劳教所，济南女子劳教所，莱钢新兴大厦洗脑班, 山东

济南刘长山劳教所三大队、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山东省胜利油田（现油田物质供应

处检验所），龙口市 610，东江派出所，李树强、王仁干、王琦、邹林, 王村劳教所张**

（主任）、韩**（科长）, 王村劳教所（济南官庄）十一大队, 莱芜市看守所，钢城区潘

西煤矿王德灵, 潍坊昌乐劳教所恶警邹锦田、朱伟乐、刘建光, 丁桂华, 郑万新(干警)、

李勤富(干警)、李公明(干警)、王新江(干警), 孙圣银(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所长)、梁俊业

(九大队长)、单伟业(十大队长)、山东省法制培训中心, 王惠丽(二大队大队长)、李悦(二

大队干警)、黄博(二大队干警)、房秀珍(二大队干警)、张春霞(二大队干警)、石伟(二大

队干警)、王银(二大队干警), 山东省济宁市“610”、济宁市看守所, 济宁市精神病医院,

蓬莱看守所,岳林镇(狱警)、杨澎(狱警), 周格庄派出所，莱西拘留所，青岛劳教所，胜利

油田滨海公安局, 十大队的郑万新（大队长）和十一大队的赵永明（大队长）, 文登看守

所, 青岛李村劳教所, 山东济南劳教所，山东省 610 洗脑班, 稻庄镇 610、通州市 610，山

东省滕州市八一矿办的洗脑班，滕州公安局 610 燕开全, 北京团河劳教，油气集输公司洗

脑班, 莱州市洗脑班, 济南章丘（劳教所名称不详，原王村劳教所迁移过去一部分）, 山

东华能德州市发电厂 

北京女子劳教所 
所长：李静 

三大队大队长：焦学先  

三大队副大队长：槐春红 

三大队干警：杨洁、杜敬彬 

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 

四大队干警：李子平 、国丽娜、徐燕玲 

五大队大队长：陈秀华 

五大队副大队长：杨静芳 

调遣处女队队长：沙雪梅 

管理科副科长：孙国强 

干警：刘廷鹅、张秋霞、苏向荣、鲁凤英、聂某某、吴清雅、宋丽丽、王宇、李秀英、霍

秀云、刘雅君、杨胜海(已退休) 、李子萍、李继荣 

原新安女子劳教所所长：马捷 

原新安女子劳教所二大队队长：李小芳、张然、张素敏 

原新安劳教所二队副队长：韩秀英 

原新安女子劳教所三大队队长：张瑞明 

五大队干警：魏秀红、林翠琼 

原新安女子劳教所大队队长：程翠娥、程莉 

原新安女子劳教所七大队长：王兆凤 

原新安女子劳教所管教科科长：申永盛、孙惠、赵丹、张清 

北京大兴县女子劳教所:罗金凤、刘凤芹、段惠芝、严玉清、张速、黄萍、姚明明、王诗

煜、黄霞、张翠芬 

北京女子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程××、副大队长刘丽萍), 柴国红("集训队”大队长)、李

秀英(副大队长)、赵丽君、张冬梅、吴清雅、丁秀琴、张倩、金秀, 

吸毒犯何玉华,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文化部官员 

孙家正: 中国文化部长,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主席(2003 至 2004 年)。兼任网络文明

工程组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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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伯: 文化部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原文化部副部长。现任中国数字图

书馆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赵进军: 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大使（2003 年 7 月至今），曾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公

使（1999 至 2002），外交部部长助理（2002 年至 2003 年 7 月），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

委会副主席(2003 至 2004 年) 

吴建民: 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2003 年 7 月至今)，原中国驻法兰西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1998 年至 2003 年 7 月），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2003 年至

2004 年) 

李 冰: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 

张佑才: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7 月），中法互办文化年

中方组委会成员，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长 

赵 实：广电总局副局长，广博会组委会副主席，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  

张 茅：北京市副市长，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 

王仲伟: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中法互办文化年上海组委会名誉主任 

郝铁川: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法互办文化年上海组委会副主任 

中国“反邪教协会”主要成员 
庄逢甘: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渝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馆馆长 

傅铁山：副理事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圣 辉：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龚育之：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何祚庥：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家铮：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道德

委员会主任 

王家福：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任法学所

所长。 

郭正谊：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王大珩，王绶棺，邹承鲁，张光斗，张 维，胡亚美，钱令希，梁守盘，梁思礼、司马南 

大庆石油管理局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官员 

苏树林：1999 年 1 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9 年 10 月被聘为大庆油田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树平：1997－2000 年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大庆市委副书记。2000－2001 年 2 月

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大庆市委副书记。2001 年 2 月起任省政协副主席。  

曾玉康：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2001 年 3 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

书记。 

唐振胜：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四厂纪检书记、大庆法制教育学校副校长。 

邓福平：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六厂副矿长、大庆法制教育学校教务处长。 

张国军：大庆石油管理局 610 办公室副主任、大庆法制教育学校校长。 

李庚成：大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书记。 

王贵忠：大庆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主任。 

周丽勇：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质装备总公司原党委书记、大庆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党委书

记。 

王屹立：大庆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 610 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刘观政：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资装备总公司团委书记。 

胡国军：大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德祥：大庆采油十厂供水大队大队长。原任采油十厂二矿矿长，在职期间威胁迫害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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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学员。 

张民：大庆采油十厂政保科干事。 

古锋林：大庆采油十厂农工商书记。  

大庆石油管理局“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常设办事机构“局 615 办公

室”之主要工作任务为负责中共中央、黑龙江省委和局党委关于处理法轮功问题，系实际

执行对法轮功的镇压与迫害单位。其主要成员，组长：于宝祥（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副组长：韩福魁（局党委常委、局宣传部部长）；吴印玺（局长助理）及局党群各

处室长。 

于宝祥：大庆石油管理局“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组长。1991 年起先后

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2001 年起担任大庆炼化公司党委

书记、副总经理。现为大庆炼化分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海关系统部分官员 
牟新生（海关总署署长）、唐麒麟（北京海关副关长、党组成员）、甄朴（北京海关关

长）、李庆祝（北京海关关长、党组书记）、王楚平(北京海关驻邮局办事处主任)、白振

江(原天津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副处长)、肖刚(上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印刷品监管科副科

长)、武士雄(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焦章兰(国家邮政局直

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冯新生(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前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党委书记)、马军胜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前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王观锠(上海市邮政局党委书记、局

长)、林金泉(原邮电部副部长)、黄文标(广东省邮政局局长)和张宗武(广东省邮政局副局

长) 

海关总署 
原海关总署署长，现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钱冠林 

办公厅主任: 黄胜强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鲁培军 

副署长: 龚正为、赵光华 

副署长兼广东分署主任、党组书记、广州海关关长: 孙松璞 

广东分署副主任:倪治安 

国际合作司司长: 朱高章 

缉私局海查处副处长: 张建平 

科技发展司司长: 李小刚 

政治部副主任、人教司司长: 白伟 

北京海关 
北京海关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秦志兴 

北京海关副关长: 陶济生 

北京海关副关长、党组成员:王均银、都平发、解进勇、邱月玲、孙方勇、王 永 

天津海关 
关长:赵桂芬  

副关长:靳晨光、王则光、赵志坚 、刘来久  

开发区海关关长:王清仁 

上海海关 
党组书记、关长:鲁培军、孙毅彪 

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谢春锦  

高等专科学校纪委书记:王培荣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关长:史文炎  

广东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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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主任、广州海关关长:刘文杰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高燮栋                    

关长:郗治安 

副关长:何力 

白云机场海关副关长:施宏图 

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邹志武 

深圳罗湖海关关长:曾华生  

其它地区海关 
重庆海关关长:裘希        

大连海关关长:孙松璞  

合肥海关关长:李蓝雪  

兰州海关关长:任六九  

南宁海关副关长:郭燕民、彭福庆  

太原海关关长、孙民富  

海南省海口海关现场业务处邮检科副科长:魏东江 

评剧《啼血杜鹃》的相关责任人 
北京市市委：强卫（副书记，“追查国际” 已于 2004 年 2 月 17 日发出了对其的通告） 
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梁士强（主任）、康莉 

北京市反邪教协会： 毕淑（主任）、刘阳（主任助理） 

中国评剧院：吴一平（院长）、齐建波（副院长）评剧院二团：宋丽（团长）、邹海群

（副团长） 

《啼血杜鹃》剧组：孙民（编剧）、齐建波（导演）、齐宁（导演）、黄兆龙（唱腔设

计）演员：张超群、于海全、郑岚、宋莉、杨奔等。 

首批被追查的“理论界”打手（*：为罪恶极大的重点追查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 

          组长：*李慎明（副院长） 

• 哲学所：*陈筠泉（研究员）， 

• 世界宗教所：*卓新平（所长），*富芳（研究员）、*戴康生（研究员、前副所长，

死于 2003 年）、*杨曾文（佛教研究室主任，已退休）、*魏道儒（研究员）、*习

五一（研究员）、*张新鹰（副研究员、副所长）、*石衡潭（博士） 

• 历史所：*李学勤（研究员、原所长） 

• 社会学所：*景天魁（所长、研究员） 

• 法学所：*辛之声、夏恿（所长、研究员）、冯军（副研究员）、建彦（研究员） 

• 心理所反邪教课题组： *王二平（副组长）、*吴瑞华（研究员）*傅小兰（研究

员）、*王文忠（博士）、曾苏东（书记、组长）、陈毅文、张雨青（副研究员） 

• 马列所：*李崇富（研究员）、孙凯飞 

• 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树平（博士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被当局吹捧为所

谓“重磅炸弹”） 

• 中国中医研究院：*张洪林（气功研究室主任，最先提出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

员，并和 610 配合到基层直接参与迫害）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赵展（教授） 

•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张彤玲（主任医师,此人明确用精神病院迫害）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 

•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刘大椿（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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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乔清举（教授） 

• 北京中医药大学：*宋天彬（教授） 

•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冯虞章（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刘福源（院长，反 X教协会副理事长） 

• 北京医院：*曾昭耆（心内科专家） 

• 北京安定医院：*蔡焯基（院长） 

• 回龙观医院：*张培琰（院长）何锋（信息科） 

•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原佛山专区精神病院）：*詹春云（医师，直接参与洗脑班迫

害，并协同省 610 参与迫害） 

• 韶关学院政治学系：*李传忠（教授，直接参与洗脑转化） 

• 中山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吴伟康（所长、教授） 

•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所：王道德（主任） 

• 广东省委党校：*张志湘（教授） 

• 广州中医药学院：*邱洪钟（教授） 

•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沈铭贤（研究员） 

• 上海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单怀海、*陶明毅、*虞一萍（利用精神病院迫害） 

•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徐光兴（教授） 

•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傅安球（教授） 

•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业露华（所长） 

• 上海市科协：陈积芳（副主席） 

• 长春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王志刚、*宋剑锋(编写洗脑教材，直接参与洗脑班迫害，

并给当局出谋划策) 

•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尹立（博士）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丹（所长，副研究员）、*涂秋生（副所长，副研究员） 

（反法轮功的材料获得了周永康的亲笔批示 ） 

• 福建中医学院：林榕发（教授）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陆幸国被迫害致死案 

川沙看守所、孙桥看守所、江苏大丰农场、张江看守所 
上海浦东新区 610 公安 
上海青浦第三劳教所 
中队长：项建中  警号：3130268 
朱队长  警号：3130671 
曾队长  警号：3130586 
劳教犯：张民、徐平、董伟、司导龙、隋伟、王大明、高敬东、顾海伦、余永怀、宋玉琦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杨学勤被迫害致死案 
上海电线电缆集团公司、徐汇区公安、上海 610、北京房山派出所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马新星被迫害致死案 
上海青浦劳教所（第三劳教所）、徐汇区警察、上海精神病院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李白帆被迫害致死案 
上海青东农场、江苏大丰农场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李玮红被迫害致死案 
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浦东新区警所、温州市法院、浙江温州公安、610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建斌被迫害致死案 
华东理工大学转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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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陈宝亮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双口劳教所 
犯人：吴国亮、李文洪、刘金明、郑学斌 
二大队队长：王彪（音）、孟队长 
郑指导员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白虹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警察：寇娜、高华超 
吸毒犯人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赵德文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郝姓警察、天津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李淑敏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五大队寇姓警察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王忆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南开分局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徐伟文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建新女子劳教所六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焦梦华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唐坚被迫害致死案 
嘉岭道派出所、学府派出所、洗脑班、双口劳教所：张队长、板桥劳教所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孟继祥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劳教所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被迫害致死案 
天津戒毒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