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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 地区: 山西;  

编号: 115629   (序号：1) 

姓名: 刘硕才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法院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和平西街 66 号   忻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0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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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晓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89 

编号: 115630   (序号：2) 

姓名: 智彦萍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检察院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利民西街 24 号   忻府区检察院   

       邮编：0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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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晓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89 

编号: 115682   (序号：3) 

姓名: 袁润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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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公安局 

      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新阳西街  阳曲县公安局 

       邮编：0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繁峙县法轮功学员高鸿飞被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7 

编号: 115933   (序号：4) 

姓名: 宫俊升 

职务: 集训队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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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陆平、孟颢、刘忠梅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0 

编号: 115934   (序号：5) 

姓名: 孟颢 

职务: 三大队大队长、管理科生活卫生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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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陆平、孟颢、刘忠梅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0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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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15935   (序号：6) 

姓名: 段惠娟 

职务: 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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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陆平、孟颢、刘忠梅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0 

编号: 115936   (序号：7) 

姓名: 王爱玲 

职务: 三大队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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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陆平、孟颢、刘忠梅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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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937   (序号：8) 

姓名: 杨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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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陆平、孟颢、刘忠梅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0 

编号: 116072   (序号：9) 

姓名: 燕和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侯家巷 19 号 太原市公安局 

       邮编：03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73   (序号：10) 

姓名: 尚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南街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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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74   (序号：11) 

姓名: 王新刚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南街 11 号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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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75   (序号：12) 

姓名: 熊颜红 

职务: 法制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南街 11 号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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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76   (序号：13) 

姓名: 岳玉忠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28 号 三桥派出所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77   (序号：14) 

姓名: 李小明（2）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28 号 三桥派出所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78   (序号：15) 

姓名: 于丽华 

职务: 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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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28 号 三桥派出所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80   (序号：16) 

姓名: 庐红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燕和平、韩迷中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9 

编号: 116081   (序号：17) 

姓名: 刘义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委政法委) 山西省大同市御河北路 1 号  

      邮编：037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2 

      山西省大同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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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082   (序号：18) 

姓名: 连耀平 

职务: 副局长、“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恒安街 339 号  大同市公安局   

       邮编：037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083   (序号：19) 

姓名: 牛全喜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恒安街 339 号  大同市公安局   

       邮编：037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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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084   (序号：20) 

姓名: 张琴 

职务: “610办公室”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恒安街 339 号  大同市公安局   

       邮编：037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085   (序号：21) 

姓名: 丰志强 

职务: “610办公室”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恒安街 339 号  大同市公安局   

       邮编：037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087   (序号：22) 

姓名: 魏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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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云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088   (序号：23) 

姓名: 高锦峰 

职务: 国安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云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6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090   (序号：24) 

姓名: 杨建军（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分局西花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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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869   (序号：25) 

姓名: 魏东 

职务: 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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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残害法轮功学员栾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 

编号: 121531   (序号：26) 

姓名: 张建林 

职务: 专案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忻州市长征东街 21 号   忻州市委政法委   

       邮编：0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03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向清、刘瑞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7 

编号: 121532   (序号：27) 

姓名: 乔双有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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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公安局 

      山西省忻州地区代县东大街  代县公安局 

       邮编：03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02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向清、刘瑞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7 

编号: 121533   (序号：28) 

姓名: 刘新平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公安局 

      山西省忻州地区代县东大街  代县公安局 

       邮编：03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02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向清、刘瑞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7 

编号: 121535   (序号：29) 

姓名: 李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聂营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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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向清、刘瑞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7 

编号: 121537   (序号：30) 

姓名: 郎明小 

职务: 公安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峨口铁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6 

责任系统: 公安,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向清、刘瑞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7 

编号: 121538   (序号：31) 

姓名: 宋俊毛 

职务: 公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峨口铁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6 

责任系统: 公安,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向清、刘瑞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7 

编号: 121540   (序号：32) 

姓名: 王风瑞 

职务: 副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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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3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541   (序号：33) 

姓名: 赵栓堂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新建路 268 号政府大楼   灵丘县政法委 

        邮编：03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3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543   (序号：34) 

姓名: 韩斌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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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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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544   (序号：35) 

姓名: 刘应泽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法院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城中心路  灵丘县法院 

      邮编：03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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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545   (序号：36) 

姓名: 曹利红 

职务: 政保大队指导员兼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巍山北路 770 号    灵丘县公安局  

       邮编：03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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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546   (序号：37) 

姓名: 刘晓飞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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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巍山北路 770 号    灵丘县公安局  

       邮编：03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32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547   (序号：38) 

姓名: 闫书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24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五台县迫害胡有光等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0 

编号: 121548   (序号：39) 

姓名: 朱华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24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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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五台县迫害胡有光等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0 

编号: 121549   (序号：40) 

姓名: 刘俊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24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五台县迫害胡有光等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0 

编号: 121551   (序号：41) 

姓名: 靳彩莲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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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五台县迫害胡有光等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0 

编号: 121553   (序号：42) 

姓名: 邢晋忻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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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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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五台县迫害胡有光等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0 

编号: 121555   (序号：43) 

姓名: 赵金富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山台怀镇乡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五台县迫害胡有光等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0 

编号: 121557   (序号：44) 

姓名: 梁建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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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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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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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58   (序号：45) 

姓名: 尚雪芝 

职务: 管理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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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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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59   (序号：46) 

姓名: 亢文君 

职务: 教育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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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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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0   (序号：47) 

姓名: 范俊峰 

职务: 管理科护卫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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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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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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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1   (序号：48) 

姓名: 薛文强 

职务: 护卫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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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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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2   (序号：49) 

姓名: 乔玉亮 

职务: 护卫队打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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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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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3   (序号：50) 

姓名: 王俊茹 

职务: 一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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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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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4   (序号：51) 

姓名: 安俊美 

职务: 一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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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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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5   (序号：52) 

姓名: 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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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三大队副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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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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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6   (序号：53) 

姓名: 王达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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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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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7   (序号：54) 

姓名: 梁俊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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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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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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8   (序号：55) 

姓名: 商秀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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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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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69   (序号：56) 

姓名: 闫晓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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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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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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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570   (序号：57) 

姓名: 孔建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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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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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71   (序号：58) 

姓名: 程东慧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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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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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72   (序号：59) 

姓名: 赵文联 

职务: 警察（己调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山西省女子劳教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恒山路新店街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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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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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新店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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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编号: 121573   (序号：60) 

姓名: 武旭东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九院沙河南岸  长风派出所 

       邮编：0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刚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61 

编号: 121574   (序号：61) 

姓名: 康志平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九院沙河南岸  长风派出所 

       邮编：0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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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刚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61 

编号: 121575   (序号：62) 

姓名: 李竹林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九院沙河南岸  长风派出所 

       邮编：0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刚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61 

编号: 121576   (序号：63) 

姓名: 李俊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99 号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1577   (序号：64) 

姓名: 李如勇 

职务: 刑警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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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99 号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1579   (序号：65) 

姓名: 张连荣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城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1580   (序号：66) 

姓名: 赵双平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城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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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1581   (序号：67) 

姓名: 刘强（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城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1583   (序号：68) 

姓名: 张军（3）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1584   (序号：69) 

姓名: 刘安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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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 

编号: 123319   (序号：70) 

姓名: 李建平（2） 

职务: 正华长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治监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正华长泰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西大街令公巷 5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18 

      山西省长治监狱 

      山西省长治市西街街令公巷 5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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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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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21   (序号：71) 

姓名: 张泽成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东华商旅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街 15 号（东华宾馆楼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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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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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24   (序号：72) 

姓名: 韩晓靠 

职务: 沁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沁水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沁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国华村（沁城煤矿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3 

      山西省沁水监狱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国华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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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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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27   (序号：73) 

姓名: 孙士南 

职务: 山西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太原第二监狱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南路 1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3 

      山西省太原第二监狱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南路 7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5 

      山西昱兴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南路万山沟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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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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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30   (序号：74) 

姓名: 李宏伟（2） 

职务: 山西伍姓湖农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永济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伍姓湖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永济市伍姓湖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9 

      山西省永济监狱 

      山西省永济伍姓湖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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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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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33   (序号：75) 

姓名: 亢晓明 

职务: 曲沃监狱党委副书记、润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润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曲沃县城北一公里处东华街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2 

      山西省曲沃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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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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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36   (序号：76) 

姓名: 乔兴文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汾阳阀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汾阳市胜利东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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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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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39   (序号：77) 

姓名: 张文飞 

职务: 临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临汾监狱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临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贡院街 8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8 

      山西省临汾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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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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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342   (序号：78) 

姓名: 孙健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怡泰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窑场街 79 号/晋中市平遥县城南路 25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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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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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44   (序号：79) 

姓名: 任雷胜 

职务: 沁城煤矿矿长、沁水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沁城煤矿 

      山西省沁水县龙港镇国华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3 

      山西省沁水监狱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国华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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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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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46   (序号：80) 

姓名: 冯兵美 

职务: 东华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山西省女子监狱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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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东华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 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5 

      山西省女子监狱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路 3 号  山西省女子监狱 

       通讯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7 号信箱 6 分箱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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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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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49   (序号：81) 

姓名: 郜旭根 

职务: 正华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太原市第三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正华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西太堡 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8 

      山西省太原市第三监狱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西太堡街 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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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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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52   (序号：82) 

姓名: 王建英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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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欣业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忻州原平市武彦村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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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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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56   (序号：83) 

姓名: 王克超 

职务: 太原西峪煤矿总经理、太原第一监狱总工程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西峪煤矿 

      山西省太原市西峪街 17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5 

      山西省太原第一监狱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西峪街 17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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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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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59   (序号：84) 

姓名: 杨崇业 

职务: 正昊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同监狱监狱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正昊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大同县杜庄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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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大同监狱 

      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杜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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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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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62   (序号：85) 

姓名: 樊新林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正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 太原市新寇庄北街３４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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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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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65   (序号：86) 

姓名: 史彦红 

职务: 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固庄煤矿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河底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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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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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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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68   (序号：87) 

姓名: 郭怀礼 

职务: 忻华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忻州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忻华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播明镇村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7 

      山西省忻州监狱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播明镇农场路 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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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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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72   (序号：88) 

姓名: 凌良辅 

职务: 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潞城公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公建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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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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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75   (序号：89) 

姓名: 田文彪 

职务: 晋城晋普山煤矿经理、晋城监狱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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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城晋普山煤矿 

      山西省泽州县南村镇司匠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4 

      山西省晋城监狱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司匠村 

       邮编：048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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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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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378   (序号：90) 

姓名: 安年春 

职务: 阳泉荫营煤矿经理、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荫营煤矿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7 

      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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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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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929   (序号：91) 

姓名: 周立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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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十方街   迎泽区公安分局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4930   (序号：92) 

姓名: 周润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1   (序号：93) 

姓名: 赵玉锦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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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2   (序号：94) 

姓名: 索爱军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6 

编号: 124933   (序号：95) 

姓名: 白金堂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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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4   (序号：96) 

姓名: 贾舒萍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5   (序号：97) 

姓名: 向庆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6   (序号：98) 

姓名: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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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7   (序号：99) 

姓名: 郭文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8   (序号：100) 

姓名: 石效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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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39   (序号：101) 

姓名: 阴玲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0   (序号：102) 

姓名: 赵长青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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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941   (序号：103) 

姓名: 郭跃平（2）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2   (序号：104) 

姓名: 郭跃平（2） 

职务: 教导员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3   (序号：105) 

姓名: 王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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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4   (序号：106) 

姓名: 邵增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兴华街 368 号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5   (序号：107) 

姓名: 张军卫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兴华街 368 号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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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6   (序号：108) 

姓名: 王瑾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兴华街 368 号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7   (序号：109) 

姓名: 王真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兴华街 368 号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8   (序号：110) 

姓名: 马志勇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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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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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49   (序号：111) 

姓名: 贺林海 

职务: 法官（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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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50   (序号：112) 

姓名: 杜文山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迎泽区检察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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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4951   (序号：113) 

姓名: 杨建生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迎泽区检察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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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爱华、陈玉花、张凤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3 

编号: 125805   (序号：114) 

姓名: 薛永辉 

职务: 书记、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司法厅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狄村北街 11 号    山西省司法厅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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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06   (序号：115) 

姓名: 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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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司法厅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狄村北街 11 号    山西省司法厅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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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07   (序号：116) 

姓名: 范志民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街 15 号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0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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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08   (序号：117) 

姓名: 张志明（2）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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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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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09   (序号：118) 

姓名: 杨春生 

职务: 十五监区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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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10   (序号：119) 

姓名: 刘爱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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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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11   (序号：120) 

姓名: 白仲玉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12   (序号：121) 

姓名: 杨晓明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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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13   (序号：122) 

姓名: 陕海军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编号: 125814   (序号：123) 

姓名: 李国峰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路 215 号     

       邮编：030900 

       通信信箱：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0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 15 区监区长杨春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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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947   (序号：124) 

姓名: 赵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5948   (序号：125) 

姓名: 梁晓俊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迎泽区检察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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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6 

编号: 125949   (序号：126) 

姓名: 阎建国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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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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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6 

编号: 125950   (序号：127) 

姓名: 翟建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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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6 

编号: 126508   (序号：128) 

姓名: 胡玲芳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侯家巷 19 号 太原市公安局 

       邮编：03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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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0   (序号：129) 

姓名: 李晓波 

职务: 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0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1   (序号：130) 

姓名: 罗清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委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路 81 号 太原市委   

       邮编：03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3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3   (序号：131) 

姓名: 庞小平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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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柳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4   (序号：132) 

姓名: 王雅志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99 号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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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6   (序号：133) 

姓名: 刘宝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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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7   (序号：134) 

姓名: 王晋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公安局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镇迎宾北路   尖草坪区公安局 

       邮编：0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518   (序号：135) 

姓名: 王富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第二看守所 

      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北格村  太原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 0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润生-2019（第 004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2 

编号: 126735   (序号：136) 

姓名: 王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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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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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建新-2019（第 0089 号）-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1 

编号: 126737   (序号：137) 

姓名: 雷学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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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建新-2019（第 0089 号）-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1 

编号: 126739   (序号：138) 

姓名: 邵晋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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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建新-2019（第 0089 号）-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1 

编号: 126830   (序号：139) 

姓名: 张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编号: 126831   (序号：140) 

姓名: 孙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编号: 126833   (序号：141) 

姓名: 赵美亭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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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南城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编号: 126835   (序号：142) 

姓名: 黄秀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中阳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编号: 126837   (序号：143) 

姓名: 王新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京原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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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838   (序号：144) 

姓名: 李彦中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京原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编号: 126840   (序号：145) 

姓名: 赵虎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梅喜-2019（第 0075 号）- 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