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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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编号: 116577   (序号：1) 

姓名: 黄铭福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36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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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79   (序号：2) 

姓名: 温益雄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0   (序号：3) 

姓名: 周雄 

职务: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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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1   (序号：4) 

姓名: 梁展威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2   (序号：5) 

姓名: 陈文兰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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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3   (序号：6) 

姓名: 蒋北莲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4   (序号：7) 

姓名: 闵家爱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6   (序号：8) 

姓名: 梁素贞 

职务: 教育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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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7   (序号：9) 

姓名: 吕登云 

职务: 教育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22412   (序号：10) 

姓名: 周武 

职务: 副局长 (原钦北区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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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413   (序号：11) 

姓名: 苏锡春 

职务: 国安支队政委 (已退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2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14   (序号：12) 

姓名: 陈香仁 

职务: 刑侦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16   (序号：13) 

姓名: 陆计基 

职务: 所长 (原任职钦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红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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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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18   (序号：14) 

姓名: 覃家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19   (序号：15) 

姓名: 雷务展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20   (序号：16) 

姓名: 黄云桂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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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22   (序号：17) 

姓名: 黄本儒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23   (序号：18) 

姓名: 覃文华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1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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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法轮功学员杨家业被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 

编号: 122424   (序号：19) 

姓名: 梁永深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灵山县公安局 

      邮编：5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1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法轮功学员杨家业被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 

编号: 122425   (序号：20) 

姓名: 潘从凯 

职务: 法轮功专管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南宁强制隔离戒毒所（广西第一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2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法轮功学员杨家业被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 

编号: 122427   (序号：21) 

姓名: 麦斌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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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1 

编号: 122429   (序号：22) 

姓名: 黄克章 

职务: 镇政法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高德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1 

编号: 122430   (序号：23) 

姓名: 冯锦杰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高德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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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432   (序号：24) 

姓名: 李继寿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靖海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1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1 

编号: 122434   (序号：25) 

姓名: 刘承斌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龙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1 

编号: 122435   (序号：26) 

姓名: 陆炳华 

职务: 党委书记、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 34 号  公安厅 

      邮编：5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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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参与广西贵港市印制诽谤法轮功宣传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7 

编号: 122437   (序号：27) 

姓名: 萧启明 

职务: 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6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参与广西贵港市印制诽谤法轮功宣传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7 

编号: 122439   (序号：28) 

姓名: 王健扬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0   (序号：29) 

姓名: 宁正广 

职务: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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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1   (序号：30) 

姓名: 廖煜 

职务: “610办公室”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2   (序号：31) 

姓名: 黄常英 

职务: 第十二监区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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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3   (序号：32) 

姓名: 何小林 

职务: 第十九监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4   (序号：33) 

姓名: 陈春富 

职务: 第七监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5   (序号：34) 

姓名: 陆家锡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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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6   (序号：35) 

姓名: 黄可明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7   (序号：36) 

姓名: 阮振兴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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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423   (序号：37) 

姓名: 卢震 

职务: 北海桂新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北海转送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北海桂新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北海市广东路 8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22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1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73   (序号：38) 

姓名: 陈卫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柳州桂新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柳州市三中路 8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76   (序号：39) 

姓名: 唐治安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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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华盛集团桂盛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广西鹿寨县雒容镇南庆村（桂中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79   (序号：40) 

姓名: 付宁 

职务: 西华盛集团新宇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宜州监狱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新宇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城西开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8 

      广西宜州监狱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82   (序号：41) 

姓名: 李启善 

职务: 华盛集团金海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钦州监狱企业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金海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钦州市钦北区北营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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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钦州监狱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85   (序号：42) 

姓名: 廖梅华 

职务: 华盛集团新桥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西江监狱党委副书记、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新桥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贵港市根竹乡 324 国道北侧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4 

      广西西江监狱（平南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88   (序号：43) 

姓名: 唐仁旺 

职务: 华盛集团金钟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钟山监狱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金钟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钟山县钟山镇北环东路 35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7 

      广西钟山监狱 

      广西贺州市钟山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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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91   (序号：44) 

姓名: 黄志坚 

职务: 华盛集团南宁东环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广西南宁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南宁东环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厢竹大道 4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8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94   (序号：45) 

姓名: 潘宏盛 

职务: 华盛集团金港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贵港监狱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金港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贵港市金港大道东段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3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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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96   (序号：46) 

姓名: 胡涛 

职务: 华盛集团廖平糖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黎塘监狱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廖平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艾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5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499   (序号：47) 

姓名: 黄强 

职务: 华盛集团南宁弘悦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南宁弘悦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长岗路 18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8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南宁转送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长岗路 18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9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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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02   (序号：48) 

姓名: 兰一翔 

职务: 华盛集团北海裕泰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北海裕泰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市银海区平阳镇银滩大道 66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05   (序号：49) 

姓名: 梁凤云 

职务: 西华盛集团达信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达信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盘龙路 10 号办公大楼二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08   (序号：50) 

姓名: 蒋富有 

职务: 华盛集团露塘糖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柳州监狱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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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华盛集团露塘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县洛满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7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监狱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11   (序号：51) 

姓名: 蒋何军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桂林新桂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银锭路１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14   (序号：52) 

姓名: 莫国瑛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桂林英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横塘路７４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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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17   (序号：53) 

姓名: 唐瞻瞩 

职务: 中渡监狱党委副书记、华盛集团兴渡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兴渡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鹿寨镇龙田路１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6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渡监狱 

      广西自治区鹿寨县中渡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19   (序号：54) 

姓名: 盘朝晖 

职务: 华盛集团桂中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桂中监狱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桂中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车园横二路 8 号监管指挥中心五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18 

      广西桂中监狱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地区鹿寨县雒容镇秀水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7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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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22   (序号：55) 

姓名: 梁金才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桂林绮织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横塘路 2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24   (序号：56) 

姓名: 范永忠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华盛集团茅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新岸路３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761   (序号：57) 

姓名: 赵志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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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政法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 创业大厦 6 楼 610 室 桂林市政法委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2   (序号：58) 

姓名: 唐恢豪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 创业大厦 6 楼 610 室 桂林市政法委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7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3   (序号：59) 

姓名: 李文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中园路 113  荔浦市公安局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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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4   (序号：60) 

姓名: 叶年俊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中园路 113  荔浦市公安局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5   (序号：61) 

姓名: 刘向正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中园路 113  荔浦市公安局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6   (序号：62) 

姓名: 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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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滨江南路 2 号  荔浦市法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7   (序号：63) 

姓名: 张举武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滨江南路 2 号  荔浦市法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8   (序号：64) 

姓名: 刘明香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滨江南路 2 号  荔浦市法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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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69   (序号：65) 

姓名: 秦树旺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滨江南路 2 号  荔浦市法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70   (序号：66) 

姓名: 潘险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荔城镇中园路 441 号  荔浦市检察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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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771   (序号：67) 

姓名: 吕坤学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荔城镇中园路 441 号  荔浦市检察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4772   (序号：68) 

姓名: 黄巧英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市荔城镇中园路 441 号  荔浦市检察院  

       邮编：54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桂林市荔浦县法院对姚德焕、潘梦芬、罗桂芬等 4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重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60 

编号: 127247   (序号：69) 

姓名: 胡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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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凯--2020（第 0032 号）-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7 

编号: 127248   (序号：70) 

姓名: 高涛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凯--2020（第 0032 号）-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7 

编号: 127249   (序号：71) 

姓名: 徐彦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凯--2020（第 0032 号）-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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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251   (序号：72) 

姓名: 秦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第二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凯--2020（第 0032 号）-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