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迫害法輪功遭報的
126名中共國級省部級高官

蘇榮

十年前藏匿逃亡 
十年後落入法網

蘇榮，副國級，中共

全國第十二屆政協副

主席。2017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蘇榮歷任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

青海省委書記、甘肅省委書記、中央

黨校副校長、江西省委書記等職，任

上述省份要職期間，公開詆毀法輪

功，親自參與洗腦迫害等。

  2004 年 11 月，時任甘肅省委書

記的蘇榮出訪贊比亞時，被海外法輪

功學員告上該國高等法院。蘇榮接到

傳票後，嚇得驚慌失措，在藏匿、逃

亡十天後，才輾轉回到中國大陸。

周永康

「政法委」頭子 
迫害法輪功的「前

台總指揮」

周永康，正國級，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常委、政法委書記。

2015 年 6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周掌管中共政法系統，瘋狂推

動迫害法輪功，主導並參與強摘

法輪功學員器官，是江澤民集團

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凶犯。

徐才厚

從軍委副主席到

「國妖」

徐才厚，副國級，

前中共政治局委

員、軍委副主席，上將軍銜。

2014 年 12 月 11 日，中共軍報

發表評論員文章，批徐才厚為「國

妖」。被起訴期間的 2015 年 3
月 15 日，因癌症病亡。

   徐是中共軍隊系統迫害法輪

功學員、參與強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主要責任人，是江澤民迫害

法輪功的主要幫凶。

令計劃

向海外輸出迫害的

操盤手

令計劃，副國級，

前中共政協副主

席、中央統戰部部長。 2016 年 7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令在任統戰部部長期間，加強

向海外輸出迫害法輪功政策，在港

台、美國等地控制特務組織變本加

厲地打壓法輪功。

薄熙來

迫害法輪功的主犯 
強摘器官的主謀

薄熙來，副國級，

中共前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2013 年 9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薄在任遼寧省大連市長、書

記、遼寧省長及重慶市委書記等

職期間，緊隨江澤民賣力迫害法輪

功，是迫害法輪功的主犯和強摘器

官的主謀。

郭伯雄

最大的「軍老虎」

郭伯雄，副國級，

中共前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軍事委

員委副主席，上將軍銜。 2016 年

7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追查國際的一系列調查表明，

在江澤民及後來的郭伯雄和徐才厚

領導下的中共軍隊，在強摘法輪功

學員的器官罪行中起著特殊重要的

作用，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主要

幫凶。

李東生

公安部副部長 
導演天安門自焚案

李在任中共中央防

範和處理 X 教問題領導小組副組

長、辦公室（即 610 辦公室）主

任及央視副台長等職時，負責全國

反法輪功宣傳和洗腦迫害，對大批

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關押、判

刑甚至被強摘器官負有直接責任。

蔣潔敏

前中共國務院國資

委主任。 2015 年

10月被判刑16年。

蔣在任職石油系統

高官期間，整個石油系統法輪功學

員受迫害的情況非常嚴重。

李崇禧

前中共四川省政協

主席、黨組書記。

2015 年 12 月被判

刑 12 年。

李緊隨江澤民、周永康迫害法輪功

學員，多次召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

迫害的全省公安局長祕密會議。四

川成迫害法輪功最嚴重地區之一，

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白恩培

中共前人大環境與

資源保護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 2016 年

10 月被判處死緩。

白任青海、雲南任省委書記時，

積極迫害法輪功，是雲南「轉化基

地」的推手。

申維辰

前中共科協黨組書

記，副主席、書

記處第一書記。

2016 年 10 月被判

處無期徒刑。

申任山西省委宣傳部長時，積極污

衊迫害法輪功。

朱明國

前中共廣東省政

協主席。 2016 年

11月被判處死緩。

朱曾在重慶市、海南省、廣東省三

個省市出任政法委書記，期間主管

迫害法輪功，被追查國際多次發通

告追查。

王立軍

前重慶市公安局

局長、副市長。

2012 年 9 月被判

刑 15 年。

王任職遼寧鐵嶺、錦州期間積極迫

害法輪功，涉嫌參與活體摘取法輪

功學員器官。

郭永祥

前中共四川省副省

長、省文聯主席、

祕書長，曾任四川

省委常委、省人大

副主任。 2015 年 10 月被判刑

20 年。

郭是周永康祕書，跟隨周 18 年，

期間積極追隨江、周迫害法輪功。

倪發科

前中共安徽省副省

長。 2015 年 2 月

被判刑 17 年。

倪 於 1999 年 10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六安市副書

記、書記等職，積極參與迫害法輪

功。

劉鐵男

前中共國家發改委

副主任、國家能源

局局長。 2014 年

12 月被判處無期徒

刑。

劉鐵男曾被明慧網點名參與迫害法

輪功。

王素毅

前中共內蒙古自治

區常委、統戰部

長。 2014 年 7 月

被判處無期徒刑。

2009 年 1 月，時任巴彥淖爾市委

書記的王在媒體上詆毀法輪功。

季建業

前中共南京市委

副書記、市長。

2015 年 4 月被判

刑 15 年。

季建業任揚州市市長、南京市長、

市委副書記期間，積極追隨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

李達球

前中共廣西壯族自

治區政協副主席。

2014 年 10 月被判

刑 15 年。

李在玉林、賀州期間積極參與了

對法輪功的迫害。即便在其升任

政協副主席後，他還在前往賀州

督查工作時，要求下屬賣力迫害

法輪功學員。

王永春

前中國石油天然氣

集團公司副總經

理。 2015 年 10
月被判刑 20 年。

王任大慶油田任職期間，因為大慶

油田迫害法輪功學員嚴重，在追查

國際的惡人榜上多次留名。王永春

利用中石油巨額資金，從帳內為周

永康迫害法輪功提供資金。

冀文林

前中共海南省副省

長。 2016 年 3 月

被判刑 12 年。

冀曾任四川省委常委辦公室副主

任、祕書，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

祕書，中央維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

室副主任、祕書，協助周永康殘酷

迫害法輪功。

廖少華

前中共貴州省委常

委、遵義市委書

記，被稱貴州「首

虎」。 2015 年 4
月被判刑 16 年。

廖因迫害法輪功被列入追查國際的

追查名單。

陳安眾

前中共江西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

2015 年 6 月被判

刑 12 年。

陳任江西省九江市委書記期間，對

九江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負有直接責

任。

祝作利

前中共陝西省政協

副主席。 2015 年

11月被判刑11年。

祝 2002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

任陝西省委副祕書長，對迫害法輪

功負有直接責任。

郭有明

前中共湖北省副省

長。 2015 年 12 月

被判刑 15 年。

郭在任湖北宜昌市

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期間，

積極執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政

策，誣蔑、詆毀和迫害法輪功學

員。

童名謙

前中共湖南省政協

副主席。 2014 年

8 月被判刑 5 年。

童 2000 年後先後任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委書記、邵陽市委書記、

衡陽市委書記等職，對湖南多地的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負有直接責任。

金道銘

前中共山西省人大常

委會副主任。 2016
年 10 月被判處無期

徒刑。

金擔任山西省委副書記時，兼任山西

省「維穩領導小組組長」，又曾兼任

該省政法委書記，期間積極迫害法輪

功。

姚木根

前中共江西省副省

長。 2015 年 12
月被判刑 13 年。

姚任江西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副

祕書長、辦公廳主任、省政府副省

長等職時，對江西省法輪功學員的

迫害負有直接責任。

沈培平

前中共雲南省副省

長。 2015 年 12
月被判刑 12 年。

沈培平在普洱市任職十年，眾多

的法輪功學員被強制送入洗腦班

迫害，很多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

押、勞教、判刑，是普洱市迫害

法輪功的主要責任人。

宋林

前中共華潤集團董

事長、黨委書記。

2014 年 4 月被調

查，2017 年 2 月

被認定貪污受賄，正待宣判。

宋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在香

港的重要心腹及特工人員，也是中

共在香港的地下黨主要負責人，在

香港利用青年關愛協會迫害法輪功。

譚棲偉

前中共重慶市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

2016 年 1 月被判

刑 12 年。

譚任南坪區書記期間，對當地法輪

功學員迫害致死、非法判刑、勞教

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小兵

前中共青海省委常

委、西寧市委書

記。 2016 年 1 月

受審，或將被判處

死緩。

毛對西寧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負有直

接責任。

趙智勇

前中共江西省委

常委、祕書長。

2014 年 6 月被從

副省級降為科員，

7 月被開除黨籍。

趙 2007 年任九江市市委書記期

間，對法輪功學員迫害不遺餘力。

韓先聰

前中共安徽省政協

副主席。 2016 年

11月被判刑16年。

韓 2002 年擔任安徽省安慶市市長

期間，積極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

功。

陳鐵新

前中共遼寧省政協

副主席。 2016 年

11 月被判刑 13 年

9 個月。

陳擔任丹東市長、市委書記及朝陽

市委書記等期間，積極追隨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

武長順

前中共天津市政協副

主席、公安局局長。

2017 年 3 月 29 日

受審認罪。

武是天津市政法委、公安局頭目，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群體滅絕性迫

害。

陽寶華

前中共湖南省政協

前副主席。 2015
年 11 月被判刑 11
年。

陽曾任長沙市市委書記，對法輪

功學員實施群體滅絕性迫害。

杜善學

前中共山西省委

常委、副省長。

2016 年 12 月被

判處無期徒刑。

杜擔任山西省「維穩領導小組副組

長」期間，積極迫害法輪功。

張田欣

前中共雲南省委常

委、昆明市委書

記。 2014 年由副

部級降為副處級非

領導職務。

張在任職期間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

功。

萬慶良

前中共廣東省委常

委、廣州市委書

記。 2016 年 9 月

被判處無期徒刑。

萬任廣東省團委書記和揭陽市委書

記及廣州市委書記期間，大肆打壓

法輪功，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

譚力

前中共海南省委

常委、副省長。

2016 年 10 月被判

處無期徒刑。

譚在 2001 年 3 月至 2004 年 1 月

任四川廣安市委書記期間，非法關

押、勞教當地法輪功學員，並將大

量法輪功學員關押在洗腦班折磨。

陳川平

前中共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書

記。 2016 年 12
月被判刑 6 年半。

陳任太鋼董事長期間，1999 年以

來與其他數名太鋼官員一直配合江

澤民集團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指

使太鋼電視台、太鋼日報社編造了

大量誣衊法輪大法的電視節目、報

紙及書籍。

王敏

前中共山東省委常

委、濟南市委書記。

2016 年 9 月被判刑

12 年。

王任職期間，利用電視台、報紙等

媒體污衊迫害法輪功，積極參與迫

害法輪功。

秦玉海

前中共河南省人大常

委會黨組書記、副主

任。 2016 年 11 月

被判刑 13 年半。

秦任職河南副省長兼省公安廳廳長

期間，參與迫害法輪功。

隋鳳富

前中共黑龍江省人

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6 年 12 月被判

刑 11 年。

隋是建三江司法公安系統迫害法輪

功學員及多名維權律師的主要責任

人之一。

孫鴻志

前中共國家工商總

局副局長。 2017
年 2 月被判刑 18
年。

孫任吉林省松原市委副書記、市

長期間，對法輪功學員遭非法抓

捕、判刑及迫害致死負有直接責

任。

韓學鍵

前中共黑龍江省委

常委、大慶市委書

記。 2016 年 11
月被判刑12年半。

2004 年 12 月韓學鍵任大慶市長

時，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關

押、判刑、迫害致死等負有直接責

任。

馬建

原前中共國安部副

部長。 2014 年落

馬，2016 年末被

雙開。

馬負責國安部第十局，監控和偵

查境外法輪功學員的活動。其大

部分派遣海外的間諜屬於這個系

統。

梁濱

前中共河北省委常

委、組織部長。

2016 年 11 月被

判刑 8 年。

梁是中共江派人物，曾追隨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其落馬與任職山西時

期問題有關。

陸武成

前中共甘肅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

2016 年 11 月被

判刑 12 年半。

陸先後任甘肅金昌市委副書記、

市長、市委書記期間，是金昌市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最嚴重時期。

景春華

前中共河北省委

常委、祕書長。

2016 年 12 月被

判刑 18 年。

景春華任河北省衡水市委書記期

間，曾積極迫害當地的法輪功學

員。

楊衛澤

前中共江蘇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書

記。 2016 年 12
月被判刑12年半。

楊任蘇州市市長期間，積極迫害法

輪功，被列入被追查的惡人名單。

斯鑫良

前中共浙江省政協

副主席。 2016 年

12月被判刑13年。

斯追隨江派，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

功。

仇和

前中共雲南省委

副書記。 2016 年

12 月被判刑 14 年

半。

仇在宿遷、昆明任市委書記期間，

都積極迫害法輪功學員。

栗智

前中共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 2016 年

11月被判刑12年。

栗是中共前新疆書記、周永康馬仔

王樂泉的親信，對新疆法輪功學員

遭到迫害負有責任。

徐建一

前中國第一汽車集

團董事長、黨委書

記。 2017 年 2 月

被判刑 11 年半。

徐曾公開稱要「對法輪功要嚴厲打

擊」，任職期間當地非法抓捕和迫

害法輪功學員十分嚴重。

徐鋼

前福建省副省長。

2016 年 12 月被

判刑 13 年。

1999 年 12 月 至      
2003 年 2 月，徐曾任莆田市市委

常委、副市長、省政府副祕書長、

泉州市委書記等職，對迫害法輪功

負有直接責任。

劉志庚

前中共廣東省副省

長。 2016 年 12
月被訴。

   劉是東莞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主要責任人。其在東莞市任職的七

年，當地迫害法輪功學員非常嚴

重，眾多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迫害。

王陽

前中共遼寧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

2016 年 3 月被宣

布受查。

   王任鞍山市市長期間，與時任

鞍山市委書記谷春立搭班，瘋狂地

迫害當地法輪功學員，是遼寧地區

迫害法輪功的主要責任人之一。

蓋如垠

前中共黑龍江省

人大常委會黨組

書記、副主任。

2017 年 1 月被判

刑 14 年。

蓋主政大慶期間，因追隨江澤民殘

酷迫害法輪功，被追查國際列入追

查名單。

趙黎平

前中共內蒙古自治

區政協副主席。

2017 年 3 月被判

死刑。

   趙在內蒙公安系統追隨江、周

迫害法輪功的主要頭目之一。其多

次在公開場合詆毀法輪功，在其任

職期間，很多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勞

教和遭受酷刑。

白雪山

前中共寧夏回族自

治區政府副主席。

2017年3月受審。

   被稱「寧夏首虎」的白雪山，

在任銀川市委常委、銀川郊區黨委

書記和吳忠市委書記等職期間，當

地成為迫害法輪功學員最嚴重的

地區，大批法輪功學員遭綁架、關

押、判刑等。

呂錫文

前中共北京市委副

書記。 2017 年 2
月被判刑 13 年。

   呂任北京西城區區長、區委書

記期間，竭力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

功學員。其把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所

謂「轉化率」當成政治資本，極力

往上爬，並攻擊法輪功。

谷春立

前中共吉林省副省

長。 2017 年 3 月

31日被判刑12年。

   谷任職所在地區都是江氏集團

迫害法輪功最嚴重地區，其最大的

所謂「政績」就是迫害法輪功學員。

蘇宏章

前中共遼寧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

2017年3月受審。

蘇接任遼寧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後，瘋狂迫害法輪功學員，是近年

來遼寧省迫害法輪功的主要責任人

之一。

吳天君

前中共河南省委前

常委、政法委書

記。 2017 年 1 月

被雙開。

吳曾任新鄉市市長、市委書記、鄭

州市委書記、河南省政法委書記等

職，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陳雪楓

前中共河南省委常

委、洛陽市委書

記。 2016 年 1 月

接受調查。

   陳任洛陽市委書記期間，洛陽

成為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地區。

楊魯豫

前中共山東省濟南

市委副書記、市

長。 2017 年 3 月

受審。

楊在任期間曾積極追隨江澤民集

團，參與迫害法輪功修煉者。

虞海燕

前中共甘肅省委

常委，副省長。

2017 年 1 月被公

布受查。

時任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被列為參

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責任人。

李嘉

前中共廣東省委常

委、珠海市委書

記。 2016 年 3 月

被宣布受查。

李任職廣東省梅州與珠海市期間，

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劫持到洗腦班和

非法勞教、判刑的迫害案件屢有發

生。梅州監獄成為廣東省監獄系統

迫害法輪功的六大魔窟之一。

張越

前中共河北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

2016 年 4 月被宣

布受查。

張任中共公安部「二十六局」（反 X
教局）局長、河北省委政法委書記、

省公安廳廳長等職期間，成為江澤

民、周永康團伙在公安系統內殘酷迫

害法輪功學員的直接幫凶。

陳旭

前中共上海檢察院

檢察長。 2017 年

3 月被宣布受查。

陳旭一直在上海政法系統工作，還

曾任上海市高級法院副院長、上海

政法委副書記等職，因追隨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被追查國際列入追查名

單。

李文科

前中共遼寧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

2017 年 2 月被宣

布受查。

李任遼寧省鐵嶺書記時，因追隨江

澤民迫害法輪功被追查國際列入追

查名單。

衣俊卿

前中共中央編譯局

局長。 2013 年 1
月被免職。

衣是江派的筆桿子，任黑龍江大學

校長期間即開始積極參與迫害法輪

功。

谷俊山

前中共軍方總後勤

部副部長，中將

軍銜。 2012 年落

馬，2015 年 8 月

被判死緩。

谷追隨江澤民、徐才厚等人迫害法

輪功，涉嫌參與「強摘器官」罪行。

傅曉光

前中共黑龍江前副

省長。 2004 年被

免職。

傅任黑龍江省副省長期間，曾參與

迫害法輪功。黑龍江是鎮壓法輪功

的最嚴重省份，據不完全統計，至

少527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全國最多。

吳永文

前中共湖北省人大

副主任。 2013 年

1 月被押往北京受

查。

吳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兼湖北省公安廳廳長、「610」副

組長、荊門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公

安局局長等職。長期追隨周永康、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奚曉明

前中共最高法院副

院長。 2017 年 2
月被判無期徒刑。

奚曾長期在最高法院工作，曾任

最高法院副院長一職 11 年之久，

2004 年 6 月起任最高法院黨組成

員、副院長，是江澤民在最高法院

的代理人。

米鳳君

前中共吉林省人大

副主任。 2010 年

5 月被判處死緩。

米在任長春市委書記期間，追隨江

澤民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非法鎮壓及

殘酷迫害，其罪惡在明慧網曾多次

被曝光。

楊慶才

前中共吉林省副省

長。 2007 年初被

雙規後撤職。

1999 年 7 月 20 日后，楊頻頻到

遼源、白城、四平、吉林市等地發

號施令，侮辱和攻擊法輪大法，並

多次命令全省官員毆打、辱罵和強

行轉化法輪功學員。

鄭少東

前中共公安部黨委

委員、部長助理。

2009 年 1 月被雙

規，後被雙開，傳

曾試圖自殺，次年

8 月被判處死緩。

鄭還曾擔任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

局長，任職公安部期間賣力迫害法

輪功。

尹海林

前中共天津市副市

長。 2016 年 8 月

被免職。

尹任天津市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副

書記期間，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

功，成為天津市迫害法輪功的主要

責任人之一。

周鎮宏

前中共廣東省委統

戰部長。 2014 年

2 月被判死緩。

周曾任中共廣東省茂名市市長、市

委書記，賣力迫害法輪功，後由李

長春直接提拔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統

戰部長。

夏勇

前中共國務院法制

辦副主任。 2016
年5月被宣布受查。

夏任職社科院期間，參與了江澤民

集團對法輪功的迫害，做出了各種

各樣「反法輪功」的理論研究、學

術報告等等，並向全社會散布。

田學仁

前中共吉林省前常

務副省長。 2013
年 11 月被判處無

期徒刑。

田任吉林市委書記、延邊自治州委

書記、吉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期間，主抓迫害法輪功，多次指使

公、檢、法、司和「610」惡徒對

法輪功學員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

致死、致殘數百人，非法判刑、勞

教數千人。

王建平

前中共中央軍委聯

合參謀部副參謀

長、武警部隊司令

員，上將。 2016
年 12 月被立案偵

查。

大陸多個省市包括大部分軍隊、武

警醫院的器官移植機構涉嫌活體摘

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以供移植謀利，

主官王建平難辭其咎。 2012 年被

追查國際列入追查名單。

韓桂芝

前中共黑龍江省政

協主席，黑龍江省

委副書記。 2005
年12月被判死緩。

韓在其分管黑龍江省政法部門工作

期間，手上沾滿了法輪功學員的鮮

血。該省成為全國迫害法輪功第二

嚴重的省份，其落馬前被證實的就

有342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張秋陽

中共前黑龍江省委

常委、祕書長。

2004 年 10 月被

免職。

張在任牡丹江市長期間，曾稱「對

法輪功怎麼做都不過」，要用對待

反革命、刑事犯的手段對待法輪

功學員，造成多名法輪功學員被

打殘，11 位法輪功學員被折磨致

死，數十人被非法判刑，上百人被

非法勞教。

樂大克

前中共西藏自治區

人大常委會副主

任。 2016 年 12
月被判刑 13 年。

被稱「西藏首虎」的樂大克曾長期

任職中共國安系統，歷任江西省公

安廳九處副處長，省國安廳黨委委

員、副廳長，西藏國安廳黨委書

記、廳長。樂被指是曾慶紅心腹，

派出大批特務配合迫害法輪功。

吳振漢

中共前湖南省高級

法院院長。 2006
年 11 月被判處死

緩。

吳涉嫌操縱、指揮湖南省官員迫害

法輪功。湖南省成為法輪功遭受

迫害較為嚴重的省份之一，截至

2004 年 12 月 7 日，確認被迫害

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達 27 名，對此

他負有直接責任。

周本順

中共前河北省委書

記、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前政法委祕

書長。 2017 年 2
月被判刑 15 年。

周進入中央政法委後，作為中共迫

害法輪功的打手，一直參與推動全

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惡。他也是

中共地方官員中積極追隨江澤民、

周永康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而被提

拔的代表人物之一。

魏宏

前中共四川省委

副書記、省長。

2016 年 2 月從正

部級降為副廳級非

領導職務，隨後被罷免人大代表

職務。

魏宏的落馬，是其長期追隨江澤

民、周永康迫害法輪功的惡果。其

在任四川省組織部副部長期間，公

開詆譭法輪功，作為四川省迫害法

輪功的主要責任人，曾多次被海外

明慧網曝光，並被列入惡人榜。

徐有芳

前中共黑龍江省省

委書記，兼任省人

大常委會主任。

2003年3月被免職。

徐任職期間鎮壓法輪功不遺餘力，

哈爾濱萬家勞教所、哈爾濱戒毒

所、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大慶勞教

所、大慶紅衛星洗腦基地等成為迫

害法輪功的黑據點。2001年的「萬

家特大慘案」，15 位法輪功女學員

險些同時失去生命，徐難脫干係。

蘇樹林

前中共福建省委

副書記、省長。

2015 年 10 月被

宣布受查。

蘇在大慶油田和福建兩地任職期間

竭力參與打壓法輪功。所在的兩大

石油企業使用上百種酷刑對法輪功

學員進行血腥迫害，成為大慶市迫

害法輪功的重災區；任職福建省長

期間，繼續實施迫害政策。

王

前中共全國人大教

科文衛委副主任委

員、遼寧省委書記。

2016 年 8 月被中共

高檢立案偵查。

王積極追隨江澤民、周永康迫害法

輪功，在江蘇、吉林、遼寧三省任

職期間，至少有 166 名法輪功學

員被迫害致死，是江蘇、吉林、遼

寧迫害法輪功的主要責任人。

高昌禮

前中共司法部長。

2000 年末被立案

調查後就地撤職。

高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來積極

參與迫害活動，樹立馬三家女子勞

教所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典型，將

至少 18 個女學員扒光衣服投進男

監，並向全國推廣。曾下令全國的

律師一律不許接法輪功申訴案。

黃興國

前中共天津市委

代書記、市長。

2016 年 9 月落

馬，2017 年 1 月

被移送司法機關。

黃任職寧波、天津期間，詆毀法輪

功，對迫害法輪功學員負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

劉志軍

前中共鐵道部黨

組書記、部長。

2011 年 2 月被查

處落馬，2013 年

7 月被判死緩。

劉為江澤民集團重要成員，曾參與

迫害法輪功。

劉方仁

前中共貴州省委書

記、省人大主任、

中央委員，2004
年 6 月被判無期徒

刑。

劉任職期間曾在貴州省積極推行迫

害法輪功。

王懷忠

前中共安徽省副省

長，2004 年 2 月

被執行死刑。

王任阜陽市委書記期間﹐曾有名言

「查嫖娼就是破壞投資環境」，鎮

壓法輪功十分積極。

范廣舉

前中共黑龍江省人

大常委會副主任。

2004 年 10 月被

免職。

范任職期間，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徐衍東

中共前黑龍江省

高等法院院長。

2004 年 10 月被

雙開。

徐發跡於五營林業局，為了個人仕

途，曾不遺餘力對法輪功學員進行

電話、網絡、街道人員監控。

丁鑫發

前中共江西省公安

廳廳長、江西省

檢察院檢察長。

2006 年 1 月被判

刑 17 年。

丁任職期間，江西省眾多法輪功學

員遭受迫害，被非法抓捕、起訴、

勞教、判刑，多人被迫害致死，對

此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慕綏新

前中共瀋陽市委副

書記、瀋陽市市

長。 2001 年 10
月被判處死緩，後

患癌症於 2002 年 3 月 2 日死亡。

慕對瀋陽市利用公安局、看守所、

拘留所、教養院、精神病院等機構

和場所迫害大法弟子負有主要責

任。

徐發

中共前黑龍江省人

民檢察院檢察長。

2004 年被免職，

次年 3 月被「雙

開」，同年 8 月 13 日跳樓自殺。

徐參與迫害法輪功。他在任期間，

黑龍江省是死難法輪功學員人數最

多的省份；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

員中，因判刑致死人數為 28 人。

何洪達

前中共鐵道部黨組

成員、政治部主任

兼部直屬機關黨

委書記。 2009 年

11月被判刑14年。

何曾任哈爾濱鐵路局局長，曾參與

迫害法輪功。

劉知炳

前中共廣西壯族自

治區常委、區政

府常務副主席。

2002 年 6 月被判

刑 15 年。

劉曾任柳州市副市長、市長、市委

書記。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荊福生

前中共福建省委常

委、宣傳部長。

2007 年 9 月被判

無期徒刑。

荊曾任中共寧德市兩任市委書記，

是緊跟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急先

鋒。

李寶金

前中共天津市高

級檢察院院長。

2006 年被雙規，

2007 年 12 月被

判死緩。

李曾任中共天津市政法委副書記，

主管迫害法輪功。

侯伍傑

前中共山西省委副

書記。 2004 年被

雙開，2006 年 9
月被判刑 11 年。

侯曾任山西省委宣傳部長、太原市

委書記，賣力迫害法輪功。

陳少勇

前中共福建省委

常委、祕書長。

2008 年被雙規，

2010 年 1 月被判

無期徒刑。

陳曾任中共寧德市委書記，直接指

揮迫害法輪功。

王華元

前中共浙江省委常

委、紀委書記。

2009 年被雙規，

2010年被判死緩。

王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期間，視

察省第二戒毒勞教所、省三水勞教

所及省婦教所，直接布置迫害。

梁春祿

前中共廣西政協副

主席。 2010 年 9
月被免職。

梁任中共百色市委書記期間，參與

迫害法輪功，在當地策劃洗腦班、

綁架法輪功學員進行強制轉化。

丘廣鐘

前中共福建省副省

長。 2001 年 11
月被免職。

丘在任期間福建省法輪功學員遭到

殘酷迫害：多人致死致殘、被非法

勞教、送精神病院摧殘，其罪責難

逃。

陳紹基

前中共廣東省政協

主席、省委副書

記，2009 年被雙

規，次年 7 月被判

處死緩。

任中共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公安

廳長等數職的陳紹基，直接領導

610 辦公室賣力實施洗腦轉化和

打擊政策，手段殘酷，情節嚴重；

至 2005 年至少 64 名廣東法輪功

學員被迫害致死，其負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

張宗海

前中共重慶市委常

委、宣傳部長。

2005 年 5 月被判

刑 15 年。

張任職期間參與迫害法輪功，如

2002 年重慶市委宣傳部曾製作污

蔑法輪功的話劇《夢醒時分》。

許宗衡

前中共廣東省深圳

市長。 2009 年被

雙規，2011 年 5
月被判死緩。

許深圳任職期間，法輪功被迫害嚴

重。如深圳對法輪功學員長期電話

監聽、監視、「回訪」、跟蹤，預

謀綁架法輪功學員人數難以統計；

還綁架香港法輪功學員非法判刑。

李嘉廷

前中共雲南省委

副書記、省長。

2003 年 5 月被判

死緩，關押在秦城

監獄。

李在任期間緊跟江澤民殘酷迫害法

輪功，許多雲南法輪功學員被非法

關押、勞教、判刑、殘酷毒打、折

磨致殘致死。

張國光

前中共湖北省委副

書記、省長、中

央委員。 2004 年

12月被判刑11年。

張曾公開表態支持鎮壓法輪功，並

且操縱、指揮湖北省迫害法輪功，

對其在任期間該省所有被迫害致死

的法輪功學員案件，負有難以推卸

的直接責任。

程維高

前中共河北省委書

記、省人大主任，

中央委員。 2003
年 8 月被降級，

2010年12月病亡。

程是江澤民密友，追隨江在其主政

的河北省賣力迫害法輪功，1999
年後幾年內，河北省至少有 85 名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王昭耀

前中共安徽省委副

書記、副省長。

2007 年 1 月被判

處死緩。

王分管政法委工作，賣力迫害法輪

功。

于幼軍

前中共廣東省委常

委。 2008 年 9 月

被免職和處分。

于曾任深圳市長，賣力迫害法輪

功，被追查國際列為追查對象。

叢福奎

前中共河北省省委

常委、常務副省

長。 2001 年 10
月被查處，2003
年 6 月被判死緩。

叢在任期間，是緊跟江澤民迫害法

輪功的急先鋒。

李春城

前中共四川省委副

書記。 2015 年 10
月被判刑 13 年。

李任成都市副市長、瀘州市委書

記、成都市市長、市委書記、四川

省委書記等職時，對法輪功學員迫

害手段殘酷，情節極其嚴重。

張立昌

中共前天津市市委書

記。 2008 年 1 月

10 日突然死亡，黨

媒新華網只宣布其因

病醫治無效。

張是天津市迫害法輪功的首惡之

一：從 1999 年 4 月直至 2007 年，

緊跟江澤民，親自撰文誣衊法輪

功，並指揮天津市有關部門「嚴厲

打擊」法輪功——抓捕、毆打、勞

教、洗腦迫害，致使多名學員被迫

害致死。

宋平順

前中共天津政法委

書記、公安局長。

2007 年 6 月涉嫌

犯罪被查，3 日被

發現死於辦公室內，據信是因掌握

江氏集團太多罪狀而被滅口。

宋把持天津公安、政法系統長達

二十多年，主導迫害法輪功，是策

劃實施 1999 年 4 月「天津事件」

的主要責任人。此事件直接引發

「四二五」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

上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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