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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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教育;  

编号: 115635   (序号：1) 

姓名: 袁晓帆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云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 

编号: 115636   (序号：2) 

姓名: 游世成 

职务: “610办公室”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云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 

编号: 115637   (序号：3) 

姓名: 刘德万 

职务: “610办公室”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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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云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 

编号: 115639   (序号：4) 

姓名: 吴发碧 

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杨家镇小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云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 

编号: 116169   (序号：5) 

姓名: 鲍冰源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教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依兰县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鲍冰源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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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171   (序号：6) 

姓名: 陈万仁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珠山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7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依兰县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鲍冰源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 

编号: 116173   (序号：7) 

姓名: 刘宏光（3）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宏克力中心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72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依兰县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鲍冰源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 

编号: 116218   (序号：8) 

姓名: 卿顺弟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进修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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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翟占一、唐永良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 

编号: 116219   (序号：9) 

姓名: 代长志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进修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1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翟占一、唐永良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 

编号: 116421   (序号：10) 

姓名: 李国光 

职务: 教务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第一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2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德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 

编号: 116565   (序号：11) 

姓名: 项阳（2） 

职务: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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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宗教局纪勤、教育处项阳、沿江公安分局周国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 

编号: 116753   (序号：12) 

姓名: 李小鲁 

职务: 高教厅主管副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省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合群三马路省委大院 4 号楼 2 楼  

      邮编：51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59   (序号：13) 

姓名: 袁文俊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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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0   (序号：14) 

姓名: 彭说龙 

职务: 主管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1   (序号：15) 

姓名: 罗文标 

职务: 保卫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2   (序号：16) 

姓名: 冯穗中 

职务: 保卫处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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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3   (序号：17) 

姓名: 陈伟兴 

职务: 政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4   (序号：18) 

姓名: 姚志民 

职务: 政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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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765   (序号：19) 

姓名: 莫磊 

职务: 政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6   (序号：20) 

姓名: 刘继红 

职务: 政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7   (序号：21) 

姓名: 符和强 

职务: 政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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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768   (序号：22) 

姓名: 刘志延 

职务: 政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华南理工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 

编号: 116830   (序号：23) 

姓名: 马春 

职务: 保卫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航天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29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9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鲜明珍、李芳玲、施兰芳、沈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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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本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 

编号: 116831   (序号：24) 

姓名: 毕云 

职务: 保卫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航天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29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鲜明珍、李芳玲、施兰芳、沈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 

编号: 116832   (序号：25) 

姓名: 王伟（3） 

职务: 保卫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航天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29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鲜明珍、李芳玲、施兰芳、沈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 

编号: 116833   (序号：26) 

姓名: 杜培 

职务: 保卫处员工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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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航天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29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鲜明珍、李芳玲、施兰芳、沈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 

编号: 116834   (序号：27) 

姓名: 张军 (2) 

职务: 保卫处员工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航天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29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鲜明珍、李芳玲、施兰芳、沈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 

编号: 116840   (序号：28) 

姓名: 张成彦 

职务: 保卫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39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本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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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854   (序号：29) 

姓名: 黄蓉生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55   (序号：30) 

姓名: 张跃光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56   (序号：31) 

姓名: 宋乃庆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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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57   (序号：32) 

姓名: 李明（2）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58   (序号：33) 

姓名: 石耀初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59   (序号：34) 

姓名: 黎小龙 

职务: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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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60   (序号：35) 

姓名: 何向东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61   (序号：36) 

姓名: 陈时见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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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62   (序号：37) 

姓名: 李胜元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南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5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西南师范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 

编号: 116867   (序号：38) 

姓名: 顾国祥 

职务: 数理信息学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12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生欢、张宇霞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 

编号: 116878   (序号：39) 

姓名: 郑晓燕 

职务: 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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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编号: 116879   (序号：40) 

姓名: 金本 

职务: 文字主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编号: 116880   (序号：41) 

姓名: 廖晶晶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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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881   (序号：42) 

姓名: 雨亭 

职务: 封面设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编号: 116882   (序号：43) 

姓名: 韩盈 

职务: 插图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编号: 116883   (序号：44) 

姓名: 万立正 

职务: 版式设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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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编号: 116884   (序号：45) 

姓名: 余心言 

职务: 序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编委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 

编号: 116887   (序号：46) 

姓名: 路钢 

职务: 主任委员、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88   (序号：47) 

姓名: 徐金山 

职务: 副主任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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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89   (序号：48) 

姓名: 杨再隋 

职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0   (序号：49) 

姓名: 胡原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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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1   (序号：50) 

姓名: 彭水成 

职务: 委员、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2   (序号：51) 

姓名: 曾庆宏 

职务: 湖北省教育厅督导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3   (序号：52) 

姓名: 秦志章 

职务: 湖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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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4   (序号：53) 

姓名: 赵泽刚 

职务: 湖北省教育厅监察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5   (序号：54) 

姓名: 胡明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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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896   (序号：55) 

姓名: 方正平 

职务: 湖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7   (序号：56) 

姓名: 石必汉 

职务: 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8   (序号：57) 

姓名: 史绍典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特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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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9   (序号：58) 

姓名: 高兰生 

职务: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0   (序号：59) 

姓名: 彭咏松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特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1   (序号：60) 

姓名: 秦在东 

职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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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2   (序号：61) 

姓名: 朗盛新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特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3   (序号：62) 

姓名: 袁善琦 

职务: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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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4   (序号：63) 

姓名: 胡济良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5   (序号：64) 

姓名: 严家华 

职务: 湖北省水果湖高中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6   (序号：65) 

姓名: 胡婴 

职务: 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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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78   (序号：66) 

姓名: 张满堂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7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滨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3 

编号: 117117   (序号：67) 

姓名: 王和金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1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市中少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编著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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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120   (序号：68) 

姓名: 徐国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中少教育科学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市中少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编著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 

编号: 117122   (序号：69) 

姓名: 禹鸿斌 

职务: 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21 

责任系统: 教育,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市中少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编著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 

编号: 117138   (序号：70) 

姓名: 史超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高石镇农建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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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 

编号: 117139   (序号：71) 

姓名: 杨国彬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高石镇农建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3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 

编号: 117141   (序号：72) 

姓名: 刘显友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聋哑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4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 

编号: 117362   (序号：73) 

姓名: 陈丽君 

职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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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特殊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361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九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2 

编号: 117631   (序号：74) 

姓名: 王玉志 

职务: 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6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实验中学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朝阳路 11 号  县实验中学 

      邮编：27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2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德建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 

编号: 117918   (序号：75) 

姓名: 闫朝辉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级技工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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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3 

编号: 117919   (序号：76) 

姓名: 高勇 

职务: 保卫处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级技工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1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3 

编号: 118061   (序号：77) 

姓名: 高灵爽 

职务: 洗脑班成员（邢台市第九中学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邢台市“洗脑班” （邢台市法制教育中心）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新兴东大街 邢台市法制教育中心 

      邮编：05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0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邢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5 

编号: 118171   (序号：78) 

姓名: 贾兆发 

职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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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7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廊坊市奕乡派出所、廊坊市第十中学迫害法轮功学员武廷文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8 

编号: 118172   (序号：79) 

姓名: 王福强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7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廊坊市奕乡派出所、廊坊市第十中学迫害法轮功学员武廷文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8 

编号: 118463   (序号：80) 

姓名: 孙增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 

      山东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山东中医药大学 

       邮编：2503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6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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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山东中医药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9 

编号: 118669   (序号：81) 

姓名: 楚新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670   (序号：82) 

姓名: 李立光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671   (序号：83) 

姓名: 毕增法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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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672   (序号：84) 

姓名: 王书敬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674   (序号：85) 

姓名: 王子谦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联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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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8675   (序号：86) 

姓名: 王瑞忠 

职务: 行政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联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676   (序号：87) 

姓名: 陶庆申 

职务: 业务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联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7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719   (序号：88) 

姓名: 尹燕金 

职务: 校长 (前任，现已退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山东特教中专） 

      山东省济南市济微路 96 号 

       邮编：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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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特殊教育中专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宁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 

编号: 118720   (序号：89) 

姓名: 李继刚 

职务: 副校长、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山东特教中专） 

      山东省济南市济微路 96 号 

       邮编：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特殊教育中专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宁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 

编号: 118802   (序号：90) 

姓名: 鲁世旭 

职务: 常务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市委党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80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莱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青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 

编号: 118803   (序号：91) 

姓名: 王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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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常务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市委党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80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莱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青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 

编号: 118969   (序号：92) 

姓名: 于永渠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五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少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6 

编号: 118970   (序号：93) 

姓名: 周文梅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五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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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少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6 

编号: 118971   (序号：94) 

姓名: 宫敏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五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少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6 

编号: 118972   (序号：95) 

姓名: 汤天江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五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少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6 

编号: 118974   (序号：96) 

姓名: 王春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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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少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6 

编号: 118975   (序号：97) 

姓名: 姜代坤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7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少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6 

编号: 119000   (序号：98) 

姓名: 陈紧锋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9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六一零”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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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9001   (序号：99) 

姓名: 邱志平 

职务: 教育人事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9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六一零”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8 

编号: 119030   (序号：100) 

姓名: 张同彭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2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顺德市等市公安、“六一零”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9 

编号: 119095   (序号：101) 

姓名: 王培林 

职务: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天河学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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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汪宏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18 

编号: 119096   (序号：102) 

姓名: 周玉霜 

职务: 董事会董事、院党总支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汪宏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18 

编号: 119097   (序号：103) 

姓名: 刘良桂 

职务: 党总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9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汪宏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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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9118   (序号：104) 

姓名: 吕小明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环境保护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1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丽玲一家六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9 

编号: 119119   (序号：105) 

姓名: 赖仁歆 

职务: 保卫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环境保护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1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丽玲一家六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9 

编号: 119120   (序号：106) 

姓名: 陈先铸 

职务: “610”小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环境保护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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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丽玲一家六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9 

编号: 119255   (序号：107) 

姓名: 胡远清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沙口镇平丰小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5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英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宗波、段友如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2 

编号: 119321   (序号：108) 

姓名: 修朋月 

职务: 党委书记、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文化街 19 号 牡丹江师范学院 

      邮编：157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72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修朋月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20 

追查牡丹江迫害法轮功学员金宥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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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9322   (序号：109) 

姓名: 梦宪岭 

职务: 保卫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文化街 19 号 牡丹江师范学院 

      邮编：157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723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修朋月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20 

编号: 119346   (序号：110) 

姓名: 王曦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47   (序号：111) 

姓名: 葛芳琪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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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48   (序号：112) 

姓名: 吕世杰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49   (序号：113) 

姓名: 刘德芬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0   (序号：114) 

姓名: 张彩凤 

职务: 政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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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1   (序号：115) 

姓名: 李雷生 

职务: 工作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2   (序号：116) 

姓名: 周双忠 

职务: 政教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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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3   (序号：117) 

姓名: 高代忠 

职务: 保干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4   (序号：118) 

姓名: 邬存民 

职务: 保干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5   (序号：119) 

姓名: 李志勇 

职务: 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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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356   (序号：120) 

姓名: 黄跃斌 

职务: 年级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4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开除学生曹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2 

编号: 119428   (序号：121) 

姓名: 张少杰 

职务: 书记、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学府街 148 号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9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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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4 

编号: 119429   (序号：122) 

姓名: 王明（3） 

职务: 保卫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学府街 148 号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9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4 

编号: 119430   (序号：123) 

姓名: 王宇辰 

职务: 保卫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学府街 148 号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9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4 

编号: 119431   (序号：124) 

姓名: 梅学松 

职务: “610办公室”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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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学府街 148 号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4 

编号: 119432   (序号：125) 

姓名: 李长枫 

职务: “610办公室”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学府街 148 号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4 

编号: 119494   (序号：126) 

姓名: 闫绪功 

职务: 保卫部“610办公室”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9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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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大学 610 办公室闫绪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4 

编号: 119711   (序号：127) 

姓名: 衣俊卿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1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肖晋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1 

编号: 119712   (序号：128) 

姓名: 杨锐锋 

职务: 党委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1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肖晋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1 

编号: 119966   (序号：129) 

姓名: 郑庆国 

职务: 教导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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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第二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96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庆安二中教导主任郑庆国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2 

编号: 120551   (序号：130) 

姓名: 齐庆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局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大街驼宝山广场政务中心 7 号   西秀区教育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5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731   (序号：131) 

姓名: 郎法轩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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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2   (序号：132) 

姓名: 牛瑞英 

职务: 原基础部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3   (序号：133) 

姓名: 陈晨 

职务: 保卫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4   (序号：134) 

姓名: 吕路线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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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第二附属精神病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6   (序号：135) 

姓名: 邵金远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7   (序号：136) 

姓名: 朱海滨 

职务: 党委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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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0738   (序号：137) 

姓名: 窦启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9   (序号：138) 

姓名: 李联群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0   (序号：139) 

姓名: 张淑华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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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876   (序号：140) 

姓名: 肖雪梅 

职务: 老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蓝天幼儿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87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长利夫妇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1 

编号: 121177   (序号：141) 

姓名: 王金平 

职务: 洗脑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法治教育基地（南充市顺庆区西山洋人湾“洗脑班”）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育英路 42 号 

       邮编: 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78 

      西南石油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 8 号（成都地铁石油大学站） 

       邮编：61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9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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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勇、罗文荣、伏少林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0 

编号: 121223   (序号：142) 

姓名: 程中涛 

职务: 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蒙顶山镇中心小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22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国保大队队长迫害程思影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5 

编号: 121353   (序号：143) 

姓名: 康玲 

职务: 书记、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职业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52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正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9 

编号: 121405   (序号：144) 

姓名: 熊克容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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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昌均、严光碧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1 

编号: 121406   (序号：145) 

姓名: 马培高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昌均、严光碧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1 

编号: 121407   (序号：146) 

姓名: 张帆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昌均、严光碧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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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408   (序号：147) 

姓名: 周生平 

职务: 保卫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昌均、严光碧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1 

编号: 121410   (序号：148) 

姓名: 严家俊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米亭子小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昌均、严光碧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1 

编号: 121596   (序号：149) 

姓名: 何子卫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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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包健伟、陶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3 

编号: 121626   (序号：150) 

姓名: 王孟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820   (序号：151) 

姓名: 林建峰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1   (序号：152) 

姓名: 李斌 

职务: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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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2   (序号：153) 

姓名: 林建（2） 

职务: 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3   (序号：154) 

姓名: 翁建兰 

职务: 政治处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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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4   (序号：155) 

姓名: 伍晓萍 

职务: 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2185   (序号：156) 

姓名: 万建国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江玉留、石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4 

编号: 122186   (序号：157) 

姓名: 何华强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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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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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江玉留、石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4 

编号: 122216   (序号：158) 

姓名: 李庆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淮化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33   (序号：159) 

姓名: 潘敏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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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234   (序号：160) 

姓名: 陶爱珠 

职务: 党委副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306   (序号：161) 

姓名: 齐涛 

职务: 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教育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6 

编号: 122345   (序号：162) 

姓名: 刘胜扶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总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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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7   (序号：163) 

姓名: 蔡玉如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小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85   (序号：164) 

姓名: 张志刚（2）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6   (序号：165) 

姓名: 刘书瀚 

职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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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7   (序号：166) 

姓名: 杨洪涛 

职务: 学工部保卫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8   (序号：167) 

姓名: 杨富栓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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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9   (序号：168) 

姓名: 张国旺 

职务: 物流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0   (序号：169) 

姓名: 王侃 

职务: 物流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1   (序号：170) 

姓名: 赵帅 

职务: 物流管理系一年级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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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7669   (序号：171) 

姓名: 梁河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联和小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6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编号: 127829   (序号：172) 

姓名: 何福巨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第一小学 

      广东省兴宁市兴城镇教育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28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