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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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编号: 115619   (序号：1) 

姓名: 王志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锦桥路   旗政法委 

       邮编：02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20   (序号：2) 

姓名: 吴刚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锦桥路   旗政法委 

       邮编：02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21   (序号：3) 

姓名: 孙景艳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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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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锦桥路   旗政法委 

       邮编：02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22   (序号：4) 

姓名: 阎洪君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锦桥路   旗政法委 

       邮编：02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24   (序号：5) 

姓名: 温胜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看守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锦山看守所    

       邮编：02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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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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25   (序号：6) 

姓名: 李志勇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看守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锦山看守所    

       邮编：02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27   (序号：7) 

姓名: 李文明 

职务: 村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   五家镇派出所     

       邮编：024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志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90 

编号: 115689   (序号：8) 

姓名: 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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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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戒毒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教养管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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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15690   (序号：9) 

姓名: 杨富荣 

职务: 副所长 (专管法轮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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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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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691   (序号：10) 

姓名: 魏玉智 

职务: 教育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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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15692   (序号：11) 

姓名: 赵乃威 

职务: 管理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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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693   (序号：12) 

姓名: 沙慧铭 

职务: 出入所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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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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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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694   (序号：13) 

姓名: 赵乃东 

职务: 出入所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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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15695   (序号：14) 

姓名: 杜向光 

职务: 出入所队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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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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15696   (序号：15) 

姓名: 王东雪 

职务: 一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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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697   (序号：16) 

姓名: 刘红军 

职务: 二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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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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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698   (序号：17) 

姓名: 张保文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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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699   (序号：18) 

姓名: 杜向职 

职务: 三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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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700   (序号：19) 

姓名: 邹岩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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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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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701   (序号：20) 

姓名: 韩志刚 

职务: 副书记 (原正蓝旗旗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6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03   (序号：21) 

姓名: 杨树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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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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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04   (序号：22) 

姓名: 陈元生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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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06   (序号：23) 

姓名: 韩赤锐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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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07   (序号：24) 

姓名: 黄国梁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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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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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08   (序号：25) 

姓名: 包连华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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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09   (序号：26) 

姓名: 彭秀英 

职务: 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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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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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0   (序号：27) 

姓名: 包化翔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1   (序号：28) 

姓名: 斯琴毕力格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2   (序号：29) 

姓名: 崔建国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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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3   (序号：30) 

姓名: 王建忠（3）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4   (序号：31) 

姓名: 巴特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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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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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5   (序号：32) 

姓名: 毕力贡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6   (序号：33) 

姓名: 李峰 

职务: 书记办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7   (序号：34) 

姓名: 梁志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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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19   (序号：35) 

姓名: 额日恒巴雅尔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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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21   (序号：36) 

姓名: 温宝峥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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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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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22   (序号：37) 

姓名: 王凤山 

职务: 旗交警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24   (序号：38) 

姓名: 王凤山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哈毕日噶镇交警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25   (序号：39) 

姓名: 胡格吉拉 

职务: 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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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哈毕日噶镇交警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727   (序号：40) 

姓名: 安富来 

职务: 居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哈毕日噶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2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东戈、韩志刚、韩赤锐、王建忠等人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9 

编号: 115939   (序号：41) 

姓名: 阎国山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7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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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 

编号: 115940   (序号：42) 

姓名: 高苏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6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 

编号: 115941   (序号：43) 

姓名: 宣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663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万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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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942   (序号：44) 

姓名: 王冬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 

编号: 115943   (序号：45) 

姓名: 戚义忠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 

编号: 116348   (序号：46) 

姓名: 赵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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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万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 

编号: 116349   (序号：47) 

姓名: 王国印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3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政法委 

      (区委 区政府)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 908 号（区政府综合大楼）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万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6350   (序号：48) 

姓名: 张力（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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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万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 

编号: 116351   (序号：49) 

姓名: 朱翠梅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万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 

编号: 119257   (序号：50) 

姓名: 夏聪伶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 帅家营村（呼市监狱西 50 米）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小敏、杜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 

编号: 119258   (序号：51) 

姓名: 池艳霞 

职务: 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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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 帅家营村（呼市监狱西 50 米）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小敏、杜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 

编号: 119259   (序号：52) 

姓名: 王彦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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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0   (序号：53) 

姓名: 郭立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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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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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1   (序号：54) 

姓名: 赵坚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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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2   (序号：55) 

姓名: 邰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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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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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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3   (序号：56) 

姓名: 肖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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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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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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4   (序号：57) 

姓名: 张伟利（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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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5   (序号：58) 

姓名: 康伟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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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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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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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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19266   (序号：59) 

姓名: 曹桂香 

职务: 刑事犯人（死缓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19267   (序号：60) 

姓名: 赵琪 

职务: 刑事犯人（诈骗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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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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19268   (序号：61) 

姓名: 王金燕 

职务: 刑事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19269   (序号：62) 

姓名: 杨晓梅 

职务: 刑事犯人（贩毒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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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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9270   (序号：63) 

姓名: 谢素青 

职务: 刑事犯人（死缓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19271   (序号：64) 

姓名: 刘苹 

职务: 刑事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19272   (序号：65) 

姓名: 李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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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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19273   (序号：66) 

姓名: 高秀云 

职务: 刑事犯人（杀人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2 

编号: 120683   (序号：67) 

姓名: 徐连臣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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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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河西新区政务一街党政综合办公大楼  扎兰屯市委/政法委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3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84   (序号：68) 

姓名: 马庆巨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政法委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河西新区政务一街党政综合办公大楼  扎兰屯市委/政法委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4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编号: 120685   (序号：69) 

姓名: 韩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河西新区      扎兰屯市公安局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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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86   (序号：70) 

姓名: 王文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河西新区      扎兰屯市公安局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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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87   (序号：71) 

姓名: 张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河西新区      扎兰屯市公安局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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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88   (序号：72) 

姓名: 王宇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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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河西新区      扎兰屯市公安局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89   (序号：73) 

姓名: 齐力 

职务: 特警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河西新区      扎兰屯市公安局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91   (序号：74) 

姓名: 陈大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繁荣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繁荣派出所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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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0693   (序号：75) 

姓名: 李保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检察院    

       邮编：162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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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慧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33 

编号: 122021   (序号：76) 

姓名: 闫立华 

职务: 镇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的责任人闫立华、张世斌、德能山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2 

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镇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青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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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1 

编号: 122022   (序号：77) 

姓名: 姜恩武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旗政法委  610 办)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旗中央街 

       邮编 ：16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的责任人闫立华、张世斌、德能山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2 

追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镇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青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7 

追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1 

编号: 122023   (序号：78) 

姓名: 刘福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大街  莫旗公安局 

       邮编：1628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94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  街西派出所 

       邮编：1654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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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的责任人闫立华、张世斌、德能山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2 

追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1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编号: 122024   (序号：79) 

姓名: 敖力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大街  莫旗公安局 

       邮编：1628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94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  街西派出所 

       邮编：1654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的责任人闫立华、张世斌、德能山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2 

追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1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编号: 122025   (序号：80) 

姓名: 王宝娟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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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大街  莫旗公安局 

       邮编：1628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94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  街西派出所 

       邮编：1654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的责任人闫立华、张世斌、德能山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2 

追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1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编号: 122027   (序号：81) 

姓名: 吕文起 

职务: 政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林业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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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宇新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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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28   (序号：82) 

姓名: 李树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29   (序号：83) 

姓名: 张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0   (序号：84) 

姓名: 胡跃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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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1   (序号：85) 

姓名: 史文惠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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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2   (序号：86) 

姓名: 齐艳辉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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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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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3   (序号：87) 

姓名: 刘晓亮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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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4   (序号：88) 

姓名: 王爱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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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5   (序号：89) 

姓名: 马英（2）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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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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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6   (序号：90) 

姓名: 吉日木图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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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7   (序号：91) 

姓名: 李国庆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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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8   (序号：92) 

姓名: 杨瑞勇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58 号  公安局科区分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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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39   (序号：93) 

姓名: 鲍国庆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政法委 

      (区委 区政府)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 908 号（区政府综合大楼）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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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22040   (序号：94) 

姓名: 邓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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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 区政府)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 908 号（区政府综合大楼）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22041   (序号：95) 

姓名: 邢立军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 区政府)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 908 号（区政府综合大楼）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防范办、公安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芳及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6 

编号: 122042   (序号：96) 

姓名: 刘涧波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河西看守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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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43   (序号：97) 

姓名: 杜玉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河西看守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44   (序号：98) 

姓名: 谷青东 

职务: 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河西看守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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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45   (序号：99) 

姓名: 张振和 

职务: 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河西看守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46   (序号：100) 

姓名: 崔立杰 

职务: 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河西看守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47   (序号：101) 

姓名: 梁福忠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河西看守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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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2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49   (序号：102) 

姓名: 王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铁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艳梅、韩乃军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8 

编号: 122050   (序号：103) 

姓名: 高运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东) 559 号  市公安局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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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51   (序号：104) 

姓名: 张黎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市政法委 

       邮编：02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0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3   (序号：105) 

姓名: 杨磊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4   (序号：106) 

姓名: 刘国春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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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5   (序号：107) 

姓名: 刘大伟（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6   (序号：108) 

姓名: 周岩（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7   (序号：109) 

姓名: 常勇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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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8   (序号：110) 

姓名: 韩桂香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 

编号: 122059   (序号：111) 

姓名: 柴建忠 

职务: 教育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戒毒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教养管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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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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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060   (序号：112) 

姓名: 邸风荣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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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编号: 122061   (序号：113) 

姓名: 周玉红（2）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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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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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62   (序号：114) 

姓名: 曲庆武 

职务: 生产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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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编号: 122063   (序号：115) 

姓名: 丁夏喜 

职务: 后勤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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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编号: 122064   (序号：116) 

姓名: 朱志朋 

职务: 护卫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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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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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编号: 122065   (序号：117) 

姓名: 陆志民 

职务: 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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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66   (序号：118) 

姓名: 汪宏星 

职务: 女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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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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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编号: 122067   (序号：119) 

姓名: 周丽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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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4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68   (序号：120) 

姓名: 管立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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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3)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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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69   (序号：121) 

姓名: 傅爱力 

职务: 男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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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0   (序号：122) 

姓名: 罗尽芸 

职务: 二中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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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1   (序号：123) 

姓名: 马洪云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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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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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2   (序号：124) 

姓名: 李可明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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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3   (序号：125) 

姓名: 罗树新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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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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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4   (序号：126) 

姓名: 王洪志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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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5   (序号：127) 

姓名: 曲庆国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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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6   (序号：128) 

姓名: 孟庆财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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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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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7   (序号：129) 

姓名: 王怡平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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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8   (序号：130) 

姓名: 扬杰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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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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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79   (序号：131) 

姓名: 赵建国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80   (序号：132) 

姓名: 翟树河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图牧吉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376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4 

编号: 122082   (序号：133) 

姓名: 白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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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编号: 122083   (序号：134) 

姓名: 马英（3）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5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编号: 122084   (序号：135) 

姓名: 孙绍伟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5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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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编号: 122085   (序号：136) 

姓名: 赵立实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编号: 122086   (序号：137) 

姓名: 王清海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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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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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87   (序号：138) 

姓名: 韩晓刚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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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编号: 122088   (序号：139) 

姓名: 安庆源 

职务: 国保大队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编号: 122089   (序号：140) 

姓名: 周长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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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编号: 122090   (序号：141) 

姓名: 张振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编号: 122091   (序号：142) 

姓名: 陈燕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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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宇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2 

追查内蒙古满洲里市以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 

编号: 122092   (序号：143) 

姓名: 赵德永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6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1 

编号: 122093   (序号：144) 

姓名: 席治江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6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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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94   (序号：145) 

姓名: 李树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关镇诺尔路 80 号  

       邮编：0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1 

编号: 122095   (序号：146) 

姓名: 戚建设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关镇诺尔路 80 号  

       邮编：0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1 

编号: 122096   (序号：147) 

姓名: 张宝泉 

职务: 市委副书记、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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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3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3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097   (序号：148) 

姓名: 刘政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37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098   (序号：149) 

姓名: 陈正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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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099   (序号：150) 

姓名: 程玺军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7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0   (序号：151) 

姓名: 曲洪利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公安局  

       邮编：022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1   (序号：152) 

姓名: 齐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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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公安局  

       邮编：022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2   (序号：153) 

姓名: 于文举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公安局  

       邮编：022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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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4   (序号：154) 

姓名: 王南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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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5   (序号：155) 

姓名: 张静涛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3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6   (序号：156) 

姓名: 孟根（2）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3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7   (序号：157) 

姓名: 林海青 

职务: “610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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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8   (序号：158) 

姓名: 刘振玉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09   (序号：159) 

姓名: 王蒙生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0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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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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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牙克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宝泉、曲洪利、刘政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8 

编号: 122110   (序号：160) 

姓名: 王东雷 

职务: 四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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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1   (序号：161) 

姓名: 赵乃卫 

职务: 管理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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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2   (序号：162) 

姓名: 李海鹰 

职务: 一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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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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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3   (序号：163) 

姓名: 锺志远 

职务: 二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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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4   (序号：164) 

姓名: 沈雁生 

职务: 二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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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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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5   (序号：165) 

姓名: 刘兵 

职务: 二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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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6   (序号：166) 

姓名: 王继高 

职务: 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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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7   (序号：167) 

姓名: 王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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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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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8   (序号：168) 

姓名: 杨扬 

职务: 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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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19   (序号：169) 

姓名: 刘军男 

职务: 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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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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20   (序号：170) 

姓名: 刘思哲 

职务: 四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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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编号: 122121   (序号：171) 

姓名: 刘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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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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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23   (序号：172) 

姓名: 布仁巴雅尔 

职务: 党委副书记、法定代表人、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0 

编号: 122124   (序号：173) 

姓名: 王东生 

职务: 党委副书记、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0 

编号: 122125   (序号：174) 

姓名: 张六斤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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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0 

编号: 122126   (序号：175) 

姓名: 记工 

职务: 作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0 

编号: 122128   (序号：176) 

姓名: 莫德格 

职务: 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0 

编号: 122129   (序号：177) 

姓名: 李树成（2） 

职务: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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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贡格尔大街 16 号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瑞环一家九口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1 

编号: 122130   (序号：178) 

姓名: 张戴河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贡格尔大街 16 号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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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瑞环一家九口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1 

编号: 122131   (序号：179) 

姓名: 杨立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贡格尔大街 16 号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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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瑞环一家九口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1 

编号: 122132   (序号：180) 

姓名: 殷守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铁南派出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铁南派出所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瑞环一家九口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1 

编号: 122134   (序号：181) 

姓名: 白杰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瑞环一家九口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1 

编号: 122135   (序号：182) 

姓名: 鲍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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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政法委 610 办）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路１号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36   (序号：183) 

姓名: 图布信 

职务: 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37   (序号：184) 

姓名: 刘志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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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38   (序号：185) 

姓名: 崔凤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39   (序号：186) 

姓名: 白秀珍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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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40   (序号：187) 

姓名: 张玉珍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1   (序号：188) 

姓名: 刘建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2   (序号：189) 

姓名: 蔡福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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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3   (序号：190) 

姓名: 姜海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4   (序号：191) 

姓名: 杜敏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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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5   (序号：192) 

姓名: 燕春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6   (序号：193) 

姓名: 张惠彬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7   (序号：194) 

姓名: 王吉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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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8   (序号：195) 

姓名: 李井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49   (序号：196) 

姓名: 张凤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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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50   (序号：197) 

姓名: 邢树新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旗政法委 旗 610）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大街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3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152   (序号：198) 

姓名: 闫建中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监狱（内蒙古第四监狱， 赤峰市第四监狱） 

      地址 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木兰街西段 1 号 

       邮编：024005 

        

       地址 2: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四监狱胡同 赤峰市第四监狱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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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连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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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53   (序号：199) 

姓名: 王洪彬（1）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监狱（内蒙古第四监狱， 赤峰市第四监狱） 

      地址 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木兰街西段 1 号 

       邮编：024005 

        

       地址 2: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四监狱胡同 赤峰市第四监狱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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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连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39 

编号: 122931   (序号：200) 

姓名: 许竹青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巴彦淖尔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政府（临磴线出口 11 公里路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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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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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38   (序号：201) 

姓名: 倪荣香 

职务: 雅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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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雅新工贸有限公 司（注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帅家营村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37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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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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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40   (序号：202) 

姓名: 春风 

职务: 呼和浩特女子服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呼和浩特女子服饰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昭乌达路南口西侧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39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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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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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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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943   (序号：203) 

姓名: 宫德文 

职务: 锡林浩特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锡林浩特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锡林浩特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东二环西侧锡林浩特监狱综合一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2 

      内蒙古锡林浩特监狱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中央大街 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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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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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46   (序号：204) 

姓名: 白吉任乃玛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辰泰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长青村张家梁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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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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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48   (序号：205) 

姓名: 越春育 

职务: 鄂尔多斯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鄂尔多斯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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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恒正集团鄂尔多斯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罕台村七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7 

      内蒙古鄂尔多斯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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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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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51   (序号：206) 

姓名: 顾雪明 

职务: 团伊金霍洛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伊金霍洛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伊金霍洛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旗乌兰木伦镇李家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0 

      内蒙古伊金霍洛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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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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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54   (序号：207) 

姓名: 于水忠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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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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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恒正集团乌塔其水电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乌塔其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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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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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57   (序号：208) 

姓名: 王文全 

职务: 呼和浩特第一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浩特第一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呼和浩特第一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玉泉区政府西侧 100 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6 

      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 0.5 公里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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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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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62   (序号：209) 

姓名: 王乾坤 

职务: 乌塔其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乌塔其监狱监狱长、包头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头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乌塔其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乌塔其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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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塔其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53 

      内蒙古恒正集团包头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河东镇包头监狱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9 

      内蒙古包头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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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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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65   (序号：210) 

姓名: 史杰兵 

职务: 乌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乌兰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乌兰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乌兰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4 

      内蒙古乌兰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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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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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67   (序号：211) 

姓名: 韩万平 

职务: 保安沼第一工贸有限公司、保安沼农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监狱局东部分局局长、保安

沼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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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保安沼第一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66 

      内蒙古恒正集团保安沼农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乌塔其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2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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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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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2972   (序号：212) 

姓名: 曹学泉 

职务: 扎兰屯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扎兰屯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扎兰屯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扎兰屯市成吉思汗牧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1 

      内蒙古扎兰屯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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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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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98   (序号：213) 

姓名: 杨卫平 

职务: 萨拉齐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鑫屹砖厂总经理、萨拉齐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萨拉齐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东果园（呼包公路 666 公里路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97 

      内蒙古鑫屹砖厂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东果园（呼包公路 666 公里路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3 

      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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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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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01   (序号：214) 

姓名: 顾晨明 

职务: 呼和浩特第四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浩特第四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呼和浩特第四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坝口子村（呼和浩特第四监狱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0 

      内蒙古呼和浩特第四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坝口子村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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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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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06   (序号：215) 

姓名: 李永青 

职务: 呼和浩特卫冠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呼和浩特卫冠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5 

      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赛罕区金桥开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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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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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09   (序号：216) 

姓名: 冯国军 

职务: 呼和浩特第三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浩特第三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呼和浩特第三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燕山营乡冯彦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8 

      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三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燕山营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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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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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1   (序号：217) 

姓名: 王洪彬（2） 

职务: 团呼和浩特第二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恒正集团呼和浩特第二工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二道河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1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二监狱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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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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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76   (序号：218) 

姓名: 孙继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井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63 

编号: 124877   (序号：219) 

姓名: 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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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井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63 

编号: 124878   (序号：220) 

姓名: 胡大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法院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法院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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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井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63 

编号: 124879   (序号：221) 

姓名: 唐伟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检察院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西城区契丹大街路南 巴林左旗检察院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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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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井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63 

编号: 124880   (序号：222) 

姓名: 田志军 

职务: 法医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看守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东段 巴林左旗看守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井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63 

编号: 125681   (序号：223) 

姓名: 武海明 

职务: 副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委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县党政综合楼   林西县委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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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682   (序号：224) 

姓名: 王宇东 

职务: 防范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5683   (序号：225) 

姓名: 韦常青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长乐街 118 号  林西镇派出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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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684   (序号：226) 

姓名: 古桂明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5685   (序号：227) 

姓名: 宁殿国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编号: 125686   (序号：228) 

姓名: 贺艳峰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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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5688   (序号：229) 

姓名: 于景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拘留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拘留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5689   (序号：230) 

姓名: 林何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拘留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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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5691   (序号：231) 

姓名: 高宏生 

职务: 林西镇北街社区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北街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编号: 125692   (序号：232) 

姓名: 解利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北街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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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秀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9 

编号: 126081   (序号：233) 

姓名: 郭玉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路１号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6082   (序号：234) 

姓名: 张恩芹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 帅家营村（呼市监狱西 50 米）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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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6084   (序号：235) 

姓名: 任贵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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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长乐街 118 号  林西镇派出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6085   (序号：236) 

姓名: 包德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长乐街 118 号  林西镇派出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6 

编号: 126903   (序号：237) 

姓名: 谭剑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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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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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04   (序号：238) 

姓名: 邹本生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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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05   (序号：239) 

姓名: 王文斌 

职务: 教育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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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06   (序号：240) 

姓名: 吕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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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一监区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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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07   (序号：241) 

姓名: 郝元利 

职务: 二监区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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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08   (序号：242) 

姓名: 刘畅 

职务: 一监区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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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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09   (序号：243) 

姓名: 席国辉 

职务: 二分监区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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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编号: 126910   (序号：244) 

姓名: 丁凤才 

职务: 一监区教育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监狱 

       邮编:  1376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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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剑-2019（第 0099 号）- 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沼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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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213   (序号：245) 

姓名: 王大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二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大勇-2020（第 0026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二龙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4 

编号: 127214   (序号：246) 

姓名: 刘佳彬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中京街  宁城县公安分局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大勇-2020（第 0026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二龙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4 

编号: 127215   (序号：247) 

姓名: 白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中京街  宁城县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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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大勇-2020（第 0026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二龙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4 

编号: 127216   (序号：248) 

姓名: 钱荣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政法委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大宁路  宁城县政法委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大勇-2020（第 0026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二龙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4 

编号: 127217   (序号：249) 

姓名: 包恒广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公安局（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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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包恒广-2020（第 0051 号）-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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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海杰-2020（第 0082 号）- 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0 

编号: 127218   (序号：250) 

姓名: 张洪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公安局（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81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包恒广-2020（第 0051 号）-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22 

编号: 127220   (序号：251) 

姓名: 王双全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伊尔施派出所（伊尔施边境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1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包恒广-2020（第 0051 号）-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2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海杰-2020（第 0082 号）- 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0 

编号: 127222   (序号：252) 

姓名: 宫启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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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包恒广-2020（第 0051 号）-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22 

编号: 127224   (序号：253) 

姓名: 于海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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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包恒广-2020（第 0051 号）-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2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海杰-2020（第 0082 号）- 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0 

编号: 127788   (序号：254) 

姓名: 徐建斌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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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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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佳文 -2020（第 0076 号）-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5 

编号: 127833   (序号：255) 

姓名: 施建春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公安局（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8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海杰-2020（第 0082 号）- 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