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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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编号: 96151   (序号：1) 

姓名: 王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2   (序号：2) 

姓名: 梅泽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3   (序号：3) 

姓名: 李兵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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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4   (序号：4) 

姓名: 于国辉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5   (序号：5) 

姓名: 张志超 

职务: 起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武清区检察院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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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6   (序号：6) 

姓名: 刘斌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7   (序号：7) 

姓名: 刘毅（3）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58   (序号：8) 

姓名: 王舜 

职务: 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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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6160   (序号：9) 

姓名: 张鹏（1）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派出所 

      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梅丰路 5 号 

       邮编：3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20 

 

编号: 99043   (序号：10) 

姓名: 沈中阳 

职务: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武警总医院器官

移植研究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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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中国大陆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涉案医院及个人的通告（首批）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 

 

编号: 99044   (序号：11) 

姓名: 郑虹 

职务: 副院长、国际肝移植学会会员、天津市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会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45   (序号：12) 

姓名: 邓永林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国际肝移植学会会员、天津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会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46   (序号：13) 

姓名: 潘澄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国际肝移植学会会员、天津市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会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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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47   (序号：14) 

姓名: 宋文利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肾移植及胰腺移植科主任、天津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48   (序号：15) 

姓名: 蒋文涛 

职务: 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移植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49   (序号：16) 

姓名: 高伟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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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0   (序号：17) 

姓名: 杨涛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1   (序号：18) 

姓名: 蔡金贞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2   (序号：19) 

姓名: 张雅敏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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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4   (序号：20) 

姓名: 淮明生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5   (序号：21) 

姓名: 田大治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6   (序号：22) 

姓名: 禇志强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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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7   (序号：23) 

姓名: 高宇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8   (序号：24) 

姓名: 张威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59   (序号：25) 

姓名: 张闻辉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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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0   (序号：26) 

姓名: 郑建明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1   (序号：27) 

姓名: 冯钢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2   (序号：28) 

姓名: 史晓峰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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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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3   (序号：29) 

姓名: 孙纪三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4   (序号：30) 

姓名: 曾志贵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5   (序号：31) 

姓名: 孙丽莹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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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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6   (序号：32) 

姓名: 张玮晔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7   (序号：33) 

姓名: 郭庆军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8   (序号：34) 

姓名: 魏林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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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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69   (序号：35) 

姓名: 崔子林 

职务: 肝胆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0   (序号：36) 

姓名: 吴娜 

职务: 眼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1   (序号：37) 

姓名: 张蕊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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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2   (序号：38) 

姓名: 孙丰源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3   (序号：39) 

姓名: 唐东润 

职务: 眼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4   (序号：40) 

姓名: 高颖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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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5   (序号：41) 

姓名: 刘燕英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7   (序号：42) 

姓名: 刘建实 

职务: 主任医师、教授、副院长、心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胸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79   (序号：43) 

姓名: 李彤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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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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81   (序号：44) 

姓名: 朱爱军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82   (序号：45) 

姓名: 于洪泉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84   (序号：46) 

姓名: 刘晓程 

职务: 院长、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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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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85   (序号：47) 

姓名: 靖文斌 

职务: 外科主任医师、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86   (序号：48) 

姓名: 陈铁男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现任外二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99087   (序号：49) 

姓名: 郭志鹏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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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1489   (序号：50) 

姓名: 闵志镰 

职务: 泌尿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空军天津医院（天津 46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48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1490   (序号：51) 

姓名: 宋金亮 

职务: 外一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空军天津医院（天津 46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48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1491   (序号：52) 

姓名: 张斌 (1) 

职务: 外一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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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空军天津医院（天津 46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48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44   (序号：53) 

姓名: 李辉 

职务: 肾脏病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器官移植学会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45   (序号：54) 

姓名: 刘维如 

职务: 肾脏病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46   (序号：55) 

姓名: 王平 

职务: 肾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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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47   (序号：56) 

姓名: 宋洁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48   (序号：57) 

姓名: 张晓东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49   (序号：58) 

姓名: 李瑛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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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50   (序号：59) 

姓名: 石理华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51   (序号：60) 

姓名: 王伟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52   (序号：61) 

姓名: 李静 (2)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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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153   (序号：62) 

姓名: 李成文 

职务: 肾脏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教育,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250   (序号：63) 

姓名: 宋力 

职务: 外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公安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49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251   (序号：64) 

姓名: 苏大军 

职务: 外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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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公安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49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0   (序号：65) 

姓名: 刘懿禾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移植 ICU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1   (序号：66) 

姓名: 王智平 

职务: 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2   (序号：67) 

姓名: 刘航 

职务: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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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3   (序号：68) 

姓名: 宋红丽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器官移植中心肝病、肾病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4   (序号：69) 

姓名: 付迎欣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5   (序号：70) 

姓名: 郭雪西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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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6   (序号：71) 

姓名: 张海明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7   (序号：72)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8   (序号：73) 

姓名: 史源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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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39   (序号：74) 

姓名: 王兴强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0   (序号：75) 

姓名: 曲伟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1   (序号：76) 

姓名: 史瑞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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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2   (序号：77) 

姓名: 刘俊铎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3   (序号：78) 

姓名: 崔玉军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4   (序号：79) 

姓名: 裴广辉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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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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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5   (序号：80) 

姓名: 王永磊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6   (序号：81) 

姓名: 马楠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7   (序号：82) 

姓名: 吴斌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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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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8   (序号：83) 

姓名: 吴迪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49   (序号：84) 

姓名: 李延钧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0   (序号：85) 

姓名: 董冲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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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1   (序号：86) 

姓名: 饶伟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2   (序号：87) 

姓名: 孙晓叶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3   (序号：88) 

姓名: 康永振 

职务: 第一中心临床学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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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4   (序号：89) 

姓名: 张坚磊 

职务: 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5   (序号：90) 

姓名: 方振宇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6   (序号：91) 

姓名: 腾大洪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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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7   (序号：92) 

姓名: 孟醒初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8   (序号：93) 

姓名: 张全胜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59   (序号：94) 

姓名: 唐兆贺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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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0   (序号：95) 

姓名: 侯建存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1   (序号：96) 

姓名: 王金山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2   (序号：97) 

姓名: 王峪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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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3   (序号：98) 

姓名: 明宇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4   (序号：99) 

姓名: 王建（2）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5   (序号：100) 

姓名: 张帆（2）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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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6   (序号：101) 

姓名: 薛芳箐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7   (序号：102) 

姓名: 王浩（2）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8   (序号：103) 

姓名: 于立新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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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69   (序号：104) 

姓名: 刘蕾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0   (序号：105) 

姓名: 杜洪印 

职务: 副院长、麻醉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全国麻醉学会器官移植学组

（筹备）副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1   (序号：106) 

姓名: 郑卫萍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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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2   (序号：107) 

姓名: 王洪海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3   (序号：108) 

姓名: 王连江 

职务: 肝胆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4   (序号：109) 

姓名: 唐缨 

职务: 超声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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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5   (序号：110) 

姓名: 谢炎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6   (序号：111) 

姓名: 涂金鹏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7   (序号：112) 

姓名: 张淑英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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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8   (序号：113) 

姓名: 朱丛中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79   (序号：114) 

姓名: 蔡文娟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0   (序号：115) 

姓名: 李卉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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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1   (序号：116) 

姓名: 印志琪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2   (序号：117) 

姓名: 王政禄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3   (序号：118) 

姓名: 门贺伟 

职务: 临床学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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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4   (序号：119) 

姓名: 杨龙 

职务: 临床学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5   (序号：120) 

姓名: 康美尼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6   (序号：121) 

姓名: 李斌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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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7   (序号：122) 

姓名: 李林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8   (序号：123) 

姓名: 张梁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89   (序号：124) 

姓名: 姜然然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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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0   (序号：125) 

姓名: 李俊杰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1   (序号：126) 

姓名: 孔祥荣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心血管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2   (序号：127) 

姓名: 吴建辉 

职务: 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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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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3   (序号：128) 

姓名: 徐子强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4   (序号：129) 

姓名: 周文辉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5   (序号：130) 

姓名: 马洪顺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天津器官移植学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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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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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6   (序号：131) 

姓名: 刘谦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7   (序号：132) 

姓名: 刘光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8   (序号：133) 

姓名: 马庆彤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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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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899   (序号：134) 

姓名: 姚世杰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0   (序号：135) 

姓名: 白志杰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1   (序号：136) 

姓名: 王海峰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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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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2   (序号：137) 

姓名: 杨世强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3   (序号：138) 

姓名: 赵杰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4   (序号：139) 

姓名: 张纪军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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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5   (序号：140) 

姓名: 赵英奇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6   (序号：141) 

姓名: 张勇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7   (序号：142) 

姓名: 黎玮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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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8   (序号：143) 

姓名: 李代红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09   (序号：144) 

姓名: 张弋 

职务: 主治药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0   (序号：145) 

姓名: 张卫东 

职务: 胸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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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1   (序号：146) 

姓名: 王旭晖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2   (序号：147) 

姓名: 李明明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3   (序号：148) 

姓名: 胡振华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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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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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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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4   (序号：149) 

姓名: 郭健 

职务: 胸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5   (序号：150) 

姓名: 王旭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6   (序号：151) 

姓名: 李明江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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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5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8   (序号：152) 

姓名: 张鹏（2） 

职务: 心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空港国际医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19   (序号：153) 

姓名: 魏勇青 

职务: 心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0   (序号：154) 

姓名: 任炳洲 

职务: 心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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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1   (序号：155) 

姓名: 薛梅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2   (序号：156) 

姓名: 彭民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3   (序号：157) 

姓名: 程蕊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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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4   (序号：158) 

姓名: 张辉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5   (序号：159) 

姓名: 彭杰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6   (序号：160) 

姓名: 强万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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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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7   (序号：161) 

姓名: 韓树楠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8   (序号：162) 

姓名: 朱理玮 

职务: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普外科主任、外科教授、天津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29   (序号：163) 

姓名: 刘彤 

职务: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普通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外科教研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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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0   (序号：164) 

姓名: 王鹏志 

职务: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天津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1   (序号：165) 

姓名: 田伟军 

职务: 普通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2   (序号：166) 

姓名: 王浩（3） 

职务: 普通外科学教授、国际移植学会会员、《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编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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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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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3   (序号：167) 

姓名: 张柏 

职务: 普通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4   (序号：168) 

姓名: 李姗霓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5   (序号：169) 

姓名: 史秀茹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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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6   (序号：170) 

姓名: 颜华 

职务: 党委书记、眼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7   (序号：171) 

姓名: 许瀛海 

职务: 眼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8   (序号：172) 

姓名: 姚宝群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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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39   (序号：173) 

姓名: 张静楷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0   (序号：174) 

姓名: 赫天耕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1   (序号：175) 

姓名: 王秀芳 

职务: 运城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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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6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2   (序号：176) 

姓名: 杨翠芳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3   (序号：177) 

姓名: 刘志刚 

职务: 副院长、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4   (序号：178) 

姓名: 郭牧 

职务: 心内科重症监护室(CCU)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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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5   (序号：179) 

姓名: 贾志 

职务: CCU 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6   (序号：180) 

姓名: 张云强 

职务: CCU 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7   (序号：181) 

姓名: 宋昱 

职务: CCU 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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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48   (序号：182) 

姓名: 梁海青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8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0   (序号：183) 

姓名: 吴长利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移植免疫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4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2   (序号：184) 

姓名: 龙刚 

职务: 肾脏病主任医师、肾脏病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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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3   (序号：185) 

姓名: 吴谊青 

职务: 肾脏病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4   (序号：186) 

姓名: 王少艳 

职务: 肾脏病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5   (序号：187) 

姓名: 毕会 

职务: 肾脏病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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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7   (序号：188) 

姓名: 陶鹭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天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59   (序号：189) 

姓名: 马林 

职务: 眼表疾病专业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0   (序号：190) 

姓名: 贾桂芹 

职务: 眼表疾病专业主任医师、教授、曾任天津市眼库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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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1   (序号：191) 

姓名: 冯金玲 

职务: 眼表疾病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2   (序号：192) 

姓名: 穆祥云 

职务: 角膜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3   (序号：193) 

姓名: 齐顺来 

职务: 角膜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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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4   (序号：194) 

姓名: 刘毅（4） 

职务: 角膜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5   (序号：195) 

姓名: 王军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6   (序号：196) 

姓名: 唐迎九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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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7   (序号：197) 

姓名: 薛均尘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8   (序号：198) 

姓名: 于大海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69   (序号：199) 

姓名: 王克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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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0   (序号：200) 

姓名: 张卫民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1   (序号：201) 

姓名: 朱争艳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0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3   (序号：202) 

姓名: 于斌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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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4   (序号：203) 

姓名: 刘德祥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5   (序号：204) 

姓名: 张庆皎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6   (序号：205) 

姓名: 任同悦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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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7   (序号：206) 

姓名: 王方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8   (序号：207) 

姓名: 陈健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79   (序号：208) 

姓名: 王业贵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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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02980   (序号：209) 

姓名: 强万党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9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编号: 112493   (序号：210) 

姓名: 张立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4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委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天津市市委书记张立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事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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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691   (序号：211) 

姓名: 白振江 

职务: 原天津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2765   (序号：212) 

姓名: 赵桂芬 

职务: 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2766   (序号：213) 

姓名: 靳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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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2767   (序号：214) 

姓名: 王则光 

职务: 副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编号: 112768   (序号：215) 

姓名: 赵志坚 

职务: 副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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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2769   (序号：216) 

姓名: 刘来久 

职务: 副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2770   (序号：217) 

姓名: 王清仁 

职务: 开发区海关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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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046   (序号：218) 

姓名: 田玉海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47   (序号：219) 

姓名: 陈实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48   (序号：220) 

姓名: 李京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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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49   (序号：221) 

姓名: 张斌（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50   (序号：222) 

姓名: 吕德培 

职务: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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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3051   (序号：223) 

姓名: 段传俊 

职务: 巡视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52   (序号：224) 

姓名: 仇润喜 

职务: 巡视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4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280   (序号：225) 

姓名: 冯志颖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安定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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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282   (序号：226) 

姓名: 陈静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8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699   (序号：227) 

姓名: 房凤友 

职务: 市委副书记、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委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0   (序号：228) 

姓名: 刘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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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委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1   (序号：229) 

姓名: 刘峰岩 

职务: 副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委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2   (序号：230) 

姓名: 李盛霖 

职务: 副书记、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委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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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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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3   (序号：231) 

姓名: 戴相龙 

职务: 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政府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4   (序号：232) 

姓名: 孙海麟 

职务: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法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政府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2 

      天津市政法委 

      地址 1：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天津市政法委  

      邮编：300042  

       

      地址 2：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编：3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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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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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5   (序号：233) 

姓名: 刘广炬 

职务: 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兼监狱局第一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司法局 

      地址 1：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52 号 

       邮编：300191 

        

       地址 2：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道常德道 119 号 天津市司法局 

       邮编：30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0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天津市市辖区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邮编：3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3706   (序号：234) 

姓名: 张柏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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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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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708   (序号：235) 

姓名: 李宝金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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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823   (序号：236) 

姓名: 吴国亮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824   (序号：237) 

姓名: 李文洪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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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825   (序号：238) 

姓名: 刘金明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826   (序号：239) 

姓名: 郑学斌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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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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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828   (序号：240) 

姓名: 焦梦华 

职务: 六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建新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4929   (序号：241) 

姓名: 郑金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0   (序号：242) 

姓名: 佟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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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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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二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1   (序号：243) 

姓名: 郎涛 

职务: 二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2   (序号：244) 

姓名: 李华（2） 

职务: 二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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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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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3   (序号：245) 

姓名: 宋秀峰 

职务: 二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4   (序号：246) 

姓名: 辛忠军 

职务: 二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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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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4935   (序号：247) 

姓名: 穆彤 

职务: 二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6   (序号：248) 

姓名: 郑俊洪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7   (序号：249) 

姓名: 刘永怀 

职务: 管教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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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8   (序号：250) 

姓名: 杨振武 

职务: 管教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39   (序号：251) 

姓名: 姚来春 

职务: 生产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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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40   (序号：252) 

姓名: 孟昭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41   (序号：253) 

姓名: 韩金喜 

职务: 三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42   (序号：254) 

姓名: 常建平 

职务: 四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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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 

 

编号: 114943   (序号：255) 

姓名: 刘晓红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劳教所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萍的不法分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 

 

编号: 114944   (序号：256) 

姓名: 韩金玲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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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劳教所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萍的不法分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 

 

编号: 114945   (序号：257) 

姓名: 李青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劳教所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萍的不法分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 

 

编号: 114946   (序号：258) 

姓名: 周选平 

职务: 主要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大港区政法委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劳教所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萍的不法分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 

 

编号: 114947   (序号：259) 

姓名: 刘恒起 

职务: 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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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大港区政法委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劳教所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萍的不法分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 

 

编号: 114948   (序号：260) 

姓名: 李全新 

职务: 主要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大港区政法委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劳教所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萍的不法分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 

 

编号: 115191   (序号：261) 

姓名: 韩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5 号 东丽分局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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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常万新、马玉起、刘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 

 

编号: 115192   (序号：262) 

姓名: 李文静 

职务: 二大队二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常万新、马玉起、刘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 

 

编号: 115193   (序号：263) 

姓名: 冠娜 

职务: 二大队二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常万新、马玉起、刘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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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194   (序号：264) 

姓名: 让莴娟 

职务: 二大队二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常万新、马玉起、刘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 

 

编号: 115195   (序号：265) 

姓名: 王国焕 

职务: 二大队二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常万新、马玉起、刘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