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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抚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综述

明慧地方期刊（北京市、抚顺市、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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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抚顺七旬王淑兰被老虎台矿派出所
冤狱9年、工资被扣 77岁老人反迫害初
新年期间3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八日】（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据明慧网报
道数据统计，二零一七年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5人、非法判刑
11人、非法庭审14人、非法拘留46人，被绑架40人，被勒索12人，共被勒
索金额327200元，至少有260多人被骚扰。

明慧地方期刊（河北省、北京市、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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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迫害致死案例：田彩英、杜景芹、郑玉、刘孝明、刘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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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次绑架

四年冤狱

杜景芹含冤离世

至今为止所有文章
选择时间区间
:

杜景琴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杜景琴女士，六十七岁，原在抚顺县县志办公室工
作。杜景琴修炼前曾一身病，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变得健康。杜景琴因不
愿放弃信仰，继续修炼，她曾四次被绑架，并被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四
年，遭残酷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含冤离
世。
杜景琴遭受的迫害情况详见明慧网报道：《四次绑架 四年冤狱 抚顺杜
景芹含冤离世》
（二）抚顺田彩英女士含冤离世
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田彩英女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在抚顺看守
所里被非法关押七个多月，原本健康的身体，被折磨患淋巴结核、肝肾都
不好，身体浮肿。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含冤离开人世。

田彩英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田彩英女士遭受的精神上的摧残、身体上的折
磨和经济上的掠夺，详情请见明慧网报道：《辽宁抚顺田彩英女士含冤离
世（图）》。
（三）多次遭绑架迫害

女教师郑玉含冤离世

抚顺市石油一厂技校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郑玉，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
后身心受益，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后，她多
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致使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九岁。她遭受
的迫害详情见明慧网报道：《多次遭绑架迫害 辽宁抚顺女教师郑玉含冤
离世》。
（四）遭九年牢狱折磨

刘孝明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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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抚顺市葛布街法轮功学员刘孝明，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判刑九年，被非
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期间，抵制做奴工，遭到狱警残酷迫害。出狱后身
体一直难以恢复，近几年来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中，刘孝明于二零一七年七
月三日不幸离世，年六十六岁。
刘孝明遭受的迫害详见明慧网报道：《遭九年牢狱折磨 辽宁抚顺刘孝明
含冤离世》。
（五）遭种种残忍迫害

善良农妇刘艳琴离世

抚顺市清原县善良农妇刘艳琴，坚持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曾多次
被绑架、骚扰、抄家，被迫流离失所二年，二次被非法劳教共五年，遭受
到吊挂、电击、老虎凳、毒打、烟插鼻孔等残忍的酷刑折磨。从劳教所回
家时，刘艳琴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双手指不能弯曲，生活不能自
理，还遭当地警察骚扰。长期的迫害与高压，使刘艳琴的精神长年处于高
度紧张之 中，身体和精神承受达到了极限，二零一七年初出现了精神恍
惚，三月二十六日不慎从七楼坠下，于三月二十八日离世，终年六十一
岁。
刘艳琴遭受的残忍迫害，详见明慧网报道：《遭种种残忍迫害 辽宁清原
县善良农妇刘艳琴不幸离世》。
二、被非法判刑案例
二零一七年抚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1人，见下表
2017年抚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统计表
姓名

被非法判刑年限法院

彭洁

三年六个月

抚顺中级法院二审

都兴贵二年六个月

抚顺中级法院二审

孔繁孝三年

顺城区法院

陈艳宇二年

抚顺中级法院二审

孙国军一年半

清原县法院

刘艳杰三年

新宾县法院

刘云

三年

顺城区法院

孟秀娥三年

顺城区法院

张玉霞三年零三个月

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

赵光宇三年零三个月

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

韩玉凤三年

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

部份被非法判刑、庭审案例：
被非法判刑三年

抚顺孔繁校上诉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抚顺法轮功学员都兴贵被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
孔繁校旁听。庭后，孔繁校陪同都兴贵分别到顺城分局及戈布派出所递送
都兴贵的辩护材料。十一月十八日，河东派出所突然要都兴贵和孔繁校到
派出所了解情况，二人去后即被扣押，据说是因为他二人在十一月十日给
顺城分局送都兴贵辩护材料的事。随即，孔繁校家被抄。都兴贵因坚决不
配合而回家，孔繁校被送进抚顺看守所。
孔繁校被抓后，他媳妇及岳母和小孙女，整日以泪洗面，小孙女更是思念
姥爷忧患成疾，在医院挂点滴二十多天，女儿也因此精神恍惚，女婿也为
岳父到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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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顺城区法院对孔繁校非法庭审，律师为他辩
护。三月十八日，律师接到孔繁校的判决书，他被判刑三年。孔繁校上
诉，抚顺中级法院维持原判。
抚顺刘云老人被非法判刑三年
抚顺市望花区六十七岁的老太太刘云，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被抚顺顺
城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三年，处罚罚金一千元。刘云提起上诉。
刘云老太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在抚顺高湾集市向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
便衣盯住，十点四十五分被抚顺市国保警察魏振兴和三个便衣警察绑架。
这是刘云第二次被绑架，遭市国保构陷。六月十二日开始，刘云的将近九
十岁的老母，一直坚持每天到顺城公安分局找大队长王向阳，可王向阳根
本不理，王向阳强调说：刘云的案子已经报上去了，上面管，你们找我没
用。还威胁刘云的小女儿说：你要是炼法轮功的，也把你抓起来。
二 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刘云老太被抚顺顺城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
刑三年，处罚罚金一千元，主审法官是车全忠。
张玉霞、赵光宇、韩玉凤在南京被非法判刑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张玉霞二零一六年八月在南京探亲，与亲家
赵光宇、韩玉凤被非法抓捕、构陷，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被非法庭审。
现得知赵光宇、张玉霞被非法判三年零三个月、韩玉凤被非法判三年，每
人各被勒索罚金三万元。
张玉霞的女儿是赵光宇和韩玉凤夫妇的儿媳，因为生孩子，所以他们到南
京市去看望。二零一六年八月二日在闲暇时，他们在雨花台区（原宇花
区）的一个小区给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铁心桥派出所警察非法抓
走。后三人遭构陷，所谓“案件”被移交到南京雨花台区检察院。韩玉凤于二
零一六年九月九日取保候审回家。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南京雨花台区法院非法庭审韩玉凤、赵光宇和张
玉霞。法庭违法没有让家属参加旁听。庭审结束时没有宣布结果，韩玉凤
（取保候审）当天已回家。
二 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对被关押一年多的新宾县
赵光宇、张玉霞、韩玉凤（取保候审在家）下判决书，赵光宇、张玉霞分
别被非法判三年零三 个月，每人各被判罚金三万元，韩玉凤被非法判三
年，被判罚金三万元。并通知韩玉凤去取判决书，韩玉凤在取判决书的当
天被扣押收监。
抚顺新宾刘静被两次非法庭审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院在抚顺市南沟看守所
对法轮功学员刘静（刘正荣）非法庭审。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中，新宾县法院的法官问律师：你说我们都犯罪了……
二零一六年九月间，刘静被新宾县国保大队、刑警队、永陵派出所的警察
在家中绑架。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新宾县法院在抚顺市沟看守所对刘静
非法庭审；十二月十二日再次庭审。
在两次非法庭审中，刘静家聘请的北京律师为刘静做有力的无罪辩护。
三、仍在狱中被迫害的案例
抚顺市胡国舰被迫害成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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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国舰在本溪中心医院住院八个月，已成
植物人，被本溪监狱收回。
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胡国舰由沈阳新入监狱分配到本溪监狱八监区。二
十天后，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晚，胡国舰突然昏迷不醒，生命垂
危，被送到本溪中心医院抢救，做了开颅手术。

胡国舰被送入本溪中心医院时的照片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本溪市中心医院通知胡国舰妻子，认为胡国舰目
前生命体征平稳，深昏迷，呈植物存活状态。建议下步康复治疗，并开具
了出院通知书。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胡国舰在抚顺市新华街一法轮功学员家，参加
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抚顺市公安一处（国保支队）的警察绑架，被抚顺国
保警察刑讯逼供后， 被抚顺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十六日出狱后，胡出现脑血栓病状，曾多次晕倒，在抚顺中心医院做了脑
CT ，诊断为多发性脑梗和脑萎缩。详情见明慧网报道《制作真相资料 胡
国舰遭中共十年冤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胡国舰在发放、粘贴真相资料时，被东洲区阿金沟
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办案警察：夏建英）。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在抚顺
市第一看守所（地址：南沟）。检察院公诉人王媛、周子琪将案卷移送到
法院。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抚顺市东洲区法院在南沟看守所非法庭审
胡国舰，胡国舰及家属聘请的律师当庭指出了公诉人对胡国舰的指控的证
据不足和逻辑上的荒谬之处。当庭没有宣判。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家属得到胡国舰被非法判刑四年的通知（办案
人：东洲区法官刘晖）。据内部透露，法院说了不算。（即：法院对法轮
功案没有独立裁决权，其实是政法委在操纵）。
经过多方打听，家属在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才知道胡国舰已从沈阳监狱
被分配到本溪监狱。
当胡的妻子在五月二十三日（接见日）去本溪监狱见到丈夫时，丈夫简直
是另外一个人了，原来体重九十多公斤的他，已不足五十公斤，走路吃
力，已经完全成为脑血栓拐筐状态。问他怎么变成这样？ 他说：在抚顺南
沟看守所被犯人折磨的，不让吃饭、睡觉，又用手比划一下脖子，说掐脖
子……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刷刷的往下掉。当时胡国舰关押在南沟看守所
19号监室，此监室管教员：李铎。
胡国舰刚被捕时，家属拿着胡国舰多发性脑梗和脑萎缩的病历，先后到东
洲派出所、东洲公安分局、南沟看守所、东洲检察院、东洲法院五个单位
递交病历，并口述胡的病情已不适合羁押，但五个单位都拒绝、推托此
事，说不归他们管。由于五个单位的拒绝和推托，导致胡被非法刑拘在南
沟看守所十一个月，期间遭受种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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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非法勒索案例
据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七年抚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勒索12人 被勒索金额
总计：327200

见下表。

2017年抚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勒索统计表（勒索金额总计327，200元）
姓名

所住地区勒索单位

勒索金额（元）

李X三姐妹望花区

抚顺国保

50000

刘秀琴

望花区

抚顺国保

30000

都兴贵

顺城区

抚顺市中级法院1000

郑云兰

新抚区

抚顺国保

50000

刘玉坤

新宾县

红庙子派出所

200

包艳

清原县

沈阳公安

100000

孙国军

清原县

清原县法院

5000

张玉霞

新宾县

南京法院、公安30000

赵光宇

新宾县

南京法院、公安30000

韩玉凤

新宾县

南京法院、公安30000

刘云

望花区

顺城区法院

1000

部份案例
清原县包艳被抢劫大量现金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在抚顺市清原县，沈阳市皇姑区新乐派出所赵
姓等警察在清原县国保警察配合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包艳，抢走包艳家
里的大量私有财物，其中有电脑、大量现金（十多万元）、多个银行卡、
工资卡、身份证等。
望花区古城子大法弟子刘秀琴家被国保警察抄家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点钟，辽宁抚顺望花区古城子大法弟子刘
秀琴家被国保警察抄家，由彭越带队，魏振兴还有一个警察手持脚镣手
铐，准备绑架人，刘秀琴家中百个真相小册子抄走，彭越向家人敲诈两千
四百元。
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郑云兰被绑架、勒索五万元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下午4点多，在抚顺新隆嘉门前停一辆黑色轿车，郑
云兰走到车前，送给车里的人真相资料，车内坐着公安局长，正在办案。
郑云兰被绑架，勒索5万，已交，被非法拘留10天。
抚顺市古城子派出所绑架李姓三姐妹

勒索五万元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辽宁抚顺市古城子派出所非法闯入李姓三姐妹住处
将他们绑架。家属前去要人，各被讹诈勒索五万元钱。后来，三家共凑齐5
万元。交给国保队长彭越，彭越亲自收钱。接近八点钟，三人各自被家人
接回。
张玉霞、赵光宇、韩玉凤在南京被非法判刑

三人各被非法罚款三万元

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张玉霞二零一六年八月在南京探亲，与亲家赵光
宇、韩玉凤被非法抓捕、构陷，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被非法庭审。赵光
宇、张玉霞被非法判三年零三个月、韩玉凤被非法判三年，每人各被勒索
罚金三万元。
五、被骚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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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零一七年三月中旬开始，辽宁省610（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
立的非法组织）操控各地公安警察违法骚扰当地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
员。
新宾县“敲门行动”骚扰162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七年四月份至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公安局及各乡镇派出所警察
以走访、调查为名，到新宾县及各乡镇村法轮功学员家中，强行入户查
看，或电话骚扰，还有少数社区人员及村干部配合警察参与骚扰。他们以
来看望学员为借口，拿着一个表格，统计学员信息及还炼不炼法轮功等内
容。他们带着执法记录仪，拍照、录像、非法询问、笔录及要求签字、摁
手印、化验血等。
据悉，这次进户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被称为“敲门行动”，是按照一九九九年
前修炼法轮功学员名单逐户骚扰，九九年以后有的人不学了，也被骚扰
了。据不完全统计，已知新宾县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的有144人，不包括电话
被骚扰的有7人、不学的有11人。此非法行为仍在持续进行。
清原县70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二零一七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份以来，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各个派出所警
察、片警持续骚扰法轮功学员，还有少数社区人员及村干部配合警察参与
骚扰。
有的是警察闯到家里，带着执法记录仪，拍照、录像、非法询问、笔录及
要求签字；有的打骚扰电话、有的要法轮功学员新住宅门牌号，有的让法
轮功学员到派出所去……
警察的这一系列违法行为，公然践踏宪法及法律，涉嫌犯有侵犯公民信仰
自由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滥用职权罪等，严重干扰了法轮功学员及家人
的正常生活，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了心理压力与伤害。
有的法轮功学员的邻居表示很反感警察的这种骚扰行为，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有70人被骚扰。到目前骚扰行为仍未停止。
抚顺市区及抚顺县各派出所也大量骚扰法轮功学员
据统计，抚顺站前派出所、千金派出所、福民派出所等许多派出所警察到
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手段及形式与上述基本相同，福民派出所对1999年以
前修炼的法轮功所有学员都进行了骚扰，包括已经不修炼的学员。抚顺县
一些派出所也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走访”，有的学员被带到派出所询问一些
修炼的事情。
六、被绑架、拘留的法轮功学员部份案例
抚顺髙湾法轮功学员赵丽辉，在一月十六日11点左右，因贴不干胶，被方
大社区人员举报、在髙湾派出所非法关押。
抚顺市海浪乡前楼村法轮功学员陈乃芝，男，70多岁，讲真相，被不明真
相人举报，二零一七年2月6日被抚顺海浪派出所在家中被非法带走。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清原县夏家堡法轮功学员孙雅丽和弟弟（未修炼
法轮功）去清原县公安局打听父亲孙国君（孙国君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发真相台历遭绑架，随后被非法批捕）的消息。在公安局门卫室，
接通公安局法制科的韩智勇电话，韩说孙国君的“案子”没在他们科。此前听
说孙国君的案子已经从县检察院退回公安局法制科。后来，门卫人员接 一
个电话，门卫告诉孙雅丽姐弟俩等一会儿，结果清源镇派出所来了几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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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把孙雅丽他们劫持到清源镇派出所，派出所警察以询问为名做笔录，
孙雅丽拒绝回答 一切询问。晚上五点多，派出所警察告诉孙雅丽的弟弟，
孙雅丽被非法拘留15天，没有任何手续。
抚顺法轮功学员李玉梅二月二十二日晚7点多在家被绑架，家被查抄。她是
石油医院的大夫，家住雷锋体育场附近的石化小区，实施绑架的是国保魏
振兴等六人，非法抄走大法书籍近50本，另有学习笔记若干。李玉梅被送
将军派出所，非法行政拘留15天。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法轮功学员郑云兰在裕民附近讲真相被抓，讲到
公安局长了，被绑架、关押在拘留所。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抚顺市三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通读法轮功著作，
抚顺国保警察魏振兴带人用事先偷来的钥匙开门，绑架、抄家，最后，三
位法轮功学员被勒索五万元，回到家中。当天上午十点多钟，抚顺国保警
察魏振兴带队，伙同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用钥匙将门打开，闯进来七八个
男警察和一个女警察。四、五个人拿着相机，对着三名法轮功学员拍照。
魏振兴用手指着一位法轮功学员叫出她的名字，又指着另一位法轮功学员
说：你叫李××。法轮功学员问他：“你们怎么有我这儿的钥匙，怎么随 便的
开门进来呢？”魏说：“你们没锁门。”一学员说：“你们有钥匙，我听见拿钥
匙开门的声音了。”魏不说话了。紧接着，他们就开始乱翻东西，把大法的
书籍全部拿走了，包括《明慧周刊》、护身符、真相资料、六箱复印纸、
切纸刀、影碟机等都抢走了。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戴上手铐，分两辆车，带
到望花区古城子派出所。进去后，开始非法搜身、照相等。警察把三人分
别关进三个房间非法审问。同时，三位法轮功学员家被非法抄家。下午五
点多钟，三人被带到市局。市局国保向三家属索要五万元钱，否则不放
人，家属无奈，三家凑合五万元，交给国保队长彭越，彭越亲自收钱。接
近八点钟，三人各自被家人接回。
抚顺市育才中学教师李俊田，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育才中学被
抚顺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彭越等人绑架，后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公安分局
非法关押到和平区分局的看守所。据悉，所谓“原因”是使用微信来传播法轮
功的信息。据悉，那个微信的群，有广州、北京的还有其它地区的法轮功
学员都被中共安全部门监视，下令辽宁省公安厅将散发法轮功资料信息的
法轮功学员都绑架。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抚顺市望花区六十七岁的刘云，在抚顺高湾集
市向人讲法轮功真相，被市国保警察魏振兴等便衣警察绑架，将案件转到
顺城区分局，并构陷到顺城法院，办案官仍是车全忠。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上午，清原县南山城法轮功学员刘玉在集市上讲真
相，被南山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晚上，被非法关在清原县大沙沟看
守所，家属得知被刑事拘留。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多钟，新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赵连科
领着一男一女（女的叫张恩秀），还有红庙子乡派出所所长，领着三 个警
察闯入新宾县红庙子乡法轮功学员刘玉坤家。他们进屋就抄家，翻到了一
些《明慧周刊》和大法书籍，还有李洪志老师的法像。在派出所里，他们
就开始审问，问《明慧周刊》和大法书是哪来的？刘玉坤不配合他们，就
问他们我在家看书犯哪条法了？你看看我们的大法书里面写的内容犯哪条
法了？大法叫我们堂堂正正的做人，你们抓我都不敢穿警服，你们才是在
犯法。你们到家搜查，连搜查证都没有，你们想将我家的大法搜走，你们
才是执法犯法。红庙子派出所的所长说：我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
人，没办法，我也不愿意管，给你送进去拘留十天就回来。刘玉坤在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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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派出所关押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在红升乡派出所又关了两个多小时，傍
晚送到抚顺南沟看守所。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抚顺市张世英、杜秀莲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
绑架、抄家。杜秀莲的女儿没有修炼法轮功，也与母亲一起被绑架。目前
张世英、邢桂芝、杜秀莲及其女儿还被非法关押在抚顺看守所。王玉峥、
刘芳、宏老太、刘景生先后被释放。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包艳在她母亲家里遭抓
捕，其中有清原县国保队长郑志文。
九月二十日下午，抚顺望花建设地区法轮功学员刘芳被强行带到工农派出
所，家被翻。
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下午二点多，抚顺法轮功学员王秀兰、丁淑梅二位老
太，在抚顺客运站附近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人恶告。抚顺顺城区河
东派出所出警，将二 位老人绑架。丁淑梅家属连夜去河东派出所，要求放
人。警察调取身份证号查到家住地址，连夜到两家录像、搜查，没找到任
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丁淑梅体检不合格看守所不收留。丁淑梅被按手印，
被抽血。王秀兰由亲属朋友帮忙释放，二老人第二天晚上九点到家。
后语
纵观人类历史，迫害正信者没有一个好下场，大量的恶报事例已屡见不
鲜，曾经在抚顺任职的苏宏章、刘强、王阳等均已遭到恶报，表面看起来
是贪腐，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其实是迫害法轮功遭到的应有的报应，这几
个人都是积极追随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打压法轮功修炼者，以此积累“政
绩”，坐到中共的领导岗位的。天理昭彰，报应如影随形，也奉劝抚顺那些
还在执迷不悟的人，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赶快停止作恶，迷途知
返，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要为了小利从而失去生命的永远，为你，
也为你们的家人留一条后路。
附录：
2018年辽宁抚顺市27名冤狱的法轮功学员统计表
统计时间：2018年3月15日
抚顺 19

性别 时龄 冤判年限 绑架时间

刑期截止日期 非法关押地点

于寿荣

女

60

4年

2014. 07. 07 2018.07.06

辽宁女子监狱

许桂琴

女

—

3年

2015. 11. 10 2018.11.09

辽宁女子监狱

李力

女

62

4年6个月 2014. 06. 20 2018.12.19

辽宁女子监狱

李丽珍

女

2年6个月 2016. 05. 06 2019. 01. 12

辽宁女子监狱

段淑霞

女

3年

辽宁女子监狱

张显胜

男

3年6个月 2015. 09. 01 2019. 02. 29

辽宁省监狱分监
队

胡国舰

男

31

4年

2015. 07. 07 2019.07.06

辽宁本溪监狱

王鹏义

男

66

4年

2015. 09. 02 2019.09. 01

沈阳东陵监狱

赫立中

女

70

3年

2016. 04. 15 2019. 04. 15

辽宁女子监狱

赵静

女

68

5年

2016. 04. 15 2020. 04. 14

辽宁女子监狱

张文卿

女

47

4年

2016. 06. 07 2021. 04. 14

辽宁女子监狱

魏少敏

女

72

7年6个月 2014. 06. 20 2021.12.19

辽宁女子监狱

彭杰

女

3年6个月 2016. 07. 22 2022. 01. 21

辽宁女子监狱

刘凤玲

女

5年6个月 2016. 07. 22 2022. 01. 21

辽宁女子监狱

齐会书

女

47

14年

2008. 05. 24 2022.05.23

辽宁女子监狱

唐红艳

女

52

8年

2014. 06. 20 2022.06.19

辽宁女子监狱

2016. 01. 13 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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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宇

女

2年

2016. 09. 15 2018.09.14

辽宁女子监狱

孔繁校

男

3年

2016. 11. 18 2019.11.17

辽宁本溪监狱

刘云

女

3年

2017．06. 23 2020. 06. 22

辽宁女子监狱

2015. 05. 28 2018. 05. 27

杭州市监狱

45

清原县 3
刘艳香

女

—

3年

金凤芝

女

—

3年6个月 2015. 04. 24 2018. 10. 23

辽宁女子监狱

张守慧

女

—

4年

2015. 04. 24 2019. 04. 23

辽宁女子监狱

马思媛

女

—

4年

2014. 04. 12 2018 。04. 11 辽宁女子监狱

张国友

男

—

3年

2015. 06. 26 2018. 06. 25

吉林省公主岭监
狱

邓玉清

男

—

3年

2015. 06. 26 2018. 06. 25

吉林省公主岭监
狱

闫广玲

女

—

3年

2015. 06. 26 2018. 06. 25

吉林女子监狱

张富春

男

—

3年6个月 2015. 06. 26 2018. 12. 25

新宾县 5

吉林省公主岭监
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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