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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宣传、理论;  

编号: 116374   (序号：1) 

姓名: 张宁 

职务: 专刊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75   (序号：2) 

姓名: 宋林 

职务: 版式设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76   (序号：3) 

姓名: 侯玉娟 

职务: 审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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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78   (序号：4) 

姓名: 毕可荣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79   (序号：5) 

姓名: 谭泽 

职务: 党委书记、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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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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6380   (序号：6) 

姓名: 姜幼年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1   (序号：7) 

姓名: 蔡晓滨 

职务: 党委、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2   (序号：8) 

姓名: 官明亮 

职务: 党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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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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3   (序号：9) 

姓名: 阎晋阳 

职务: 党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4   (序号：10) 

姓名: 张志强 

职务: 党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5   (序号：11) 

姓名: 赵凤英 

职务: 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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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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6   (序号：12) 

姓名: 邴启欣 

职务: 总编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7   (序号：13) 

姓名: 费华 

职务: 总编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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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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8   (序号：14) 

姓名: 于小阳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89   (序号：15) 

姓名: 徐崇德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0   (序号：16) 

姓名: 王磊江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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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1   (序号：17) 

姓名: 魏巍（2）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2   (序号：18) 

姓名: 宋振涛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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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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6393   (序号：19) 

姓名: 潘修雷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4   (序号：20) 

姓名: 刘延青 

职务: 政教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5   (序号：21) 

姓名: 宋利 

职务: 总编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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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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6   (序号：22) 

姓名: 曲呐 

职务: 总编助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岛早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7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544   (序号：23) 

姓名: 李东东 

职务: 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7030   (序号：24) 

姓名: 郑德生 

职务: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锦州日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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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市委 

      （市委、市政法委、610 办）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2 号 

      邮编：12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41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7031   (序号：25) 

姓名: 汪德本 

职务: 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作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7032   (序号：26) 

姓名: 董玉明 

职务: 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作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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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7033   (序号：27) 

姓名: 刘丹丹 

职务: 记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7034   (序号：28) 

姓名: 王玉堂 

职务: 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作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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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7035   (序号：29) 

姓名: 侯志伟 

职务: 记者、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7036   (序号：30) 

姓名: 李一红 

职务: 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锦州日报社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路五段三十一号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2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反邪教协会及锦州日报社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 

编号: 118162   (序号：31) 

姓名: 霍斌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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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广播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6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中共平山县政府以保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63 

编号: 118163   (序号：32) 

姓名: 丁会昭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广播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6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中共平山县政府以保奥运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63 

编号: 118329   (序号：33) 

姓名: 刘鸿钦（2） 

职务: 总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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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0   (序号：34) 

姓名: 王金良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1   (序号：35) 

姓名: 蔡新强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2   (序号：36) 

姓名: 朱俊山 

职务: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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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3   (序号：37) 

姓名: 马海燕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4   (序号：38) 

姓名: 陈家和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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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5   (序号：39) 

姓名: 高欢 

职务: 出品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6   (序号：40) 

姓名: 杨海石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7   (序号：41) 

姓名: 夏晨 

职务: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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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8   (序号：42) 

姓名: 高明（2）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39   (序号：43) 

姓名: 刘丹丹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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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40   (序号：44) 

姓名: 李建党 

职务: 封面设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20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2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的 DVD 光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0 

编号: 118370   (序号：45) 

姓名: 许杰 

职务: 记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晚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6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371   (序号：46) 

姓名: 孔小玮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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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晚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6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372   (序号：47) 

姓名: 王彦红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晚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6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373   (序号：48) 

姓名: 姜涛（2）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晚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6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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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8374   (序号：49) 

姓名: 聂伶俐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晚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6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375   (序号：50) 

姓名: 季润岭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晚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6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377   (序号：51) 

姓名: 郑强 

职务: 党委书记、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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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378   (序号：52) 

姓名: 栾东晓 

职务: 烟台日报通讯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76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记者，通讯员制造假新闻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8 

编号: 118526   (序号：53) 

姓名: 顾海良 

职务: 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27   (序号：54) 

姓名: 周家亮 

职务: 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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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28   (序号：55) 

姓名: 田宝富 

职务: 本册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29   (序号：56) 

姓名: 李丽 

职务: 本册副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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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0   (序号：57) 

姓名: 张黎明 

职务: 编著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1   (序号：58) 

姓名: 田晓玉 

职务: 编著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2   (序号：59) 

姓名: 耿帅 

职务: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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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3   (序号：60) 

姓名: 韩洪士 

职务: 审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4   (序号：61) 

姓名: 张文新 

职务: 审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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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5   (序号：62) 

姓名: 马永庆 

职务: 审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36   (序号：63) 

姓名: 王丽萍 

职务: 审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初中一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2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41   (序号：64) 

姓名: 刘志伟 

职务: 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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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三级训练》 

      南方出版社出版，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4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42   (序号：65) 

姓名: 孙建开 

职务: 总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三级训练》 

      南方出版社出版，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4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18543   (序号：66) 

姓名: 黄锦波 

职务: 责任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三级训练》 

      南方出版社出版，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4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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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及山东省出版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8 

编号: 120508   (序号：67) 

姓名: 李国策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广播电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凌海市石山镇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6 

编号: 121156   (序号：68) 

姓名: 罗文荣 

职务: 宣传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55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勇、罗文荣、伏少林等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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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123   (序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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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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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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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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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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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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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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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26   (序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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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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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08   (序号：74) 

姓名: 朱小蔓 

职务: 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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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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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09   (序号：75) 

姓名: 魏贤超 

职务: 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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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0   (序号：76) 

姓名: 邬冬星 

职务: 副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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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1   (序号：77) 

姓名: 郭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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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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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2   (序号：78) 

姓名: 王小飞 

职务: 八年级上册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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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3   (序号：79) 

姓名: 焦建英 

职务: 八年级上册主编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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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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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4   (序号：80) 

姓名: 韩似萍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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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5   (序号：81) 

姓名: 任继长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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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6   (序号：82) 

姓名: 林芝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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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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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7   (序号：83) 

姓名: 杨宏飞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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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8   (序号：84) 

姓名: 王向华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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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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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19   (序号：85) 

姓名: 蒋一之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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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0   (序号：86) 

姓名: 朱棣云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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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1   (序号：87) 

姓名: 赵婷婷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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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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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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2   (序号：88) 

姓名: 陈葭璐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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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3   (序号：89) 

姓名: 毕世响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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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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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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4   (序号：90) 

姓名: 曹汉斌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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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5   (序号：91) 

姓名: 姜俊杰 

职务: 主要编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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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6   (序号：92) 

姓名: 高文娟 

职务: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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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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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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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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7   (序号：93) 

姓名: 王磊（5）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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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8   (序号：94) 

姓名: 刘永玲 

职务: 责任校对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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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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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29   (序号：95) 

姓名: 曲风玲 

职务: 责任印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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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30   (序号：96) 

姓名: 赵志坚 

职务: 《思想品德》八年级上册配套的练习册《新课程 学习与检测》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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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331   (序号：97) 

姓名: 刘朝振 

职务: 《思想品德》八年级上册配套的练习册《新课程 学习与检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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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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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课本《思想品德》（八年级）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诬蔑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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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2437   (序号：98) 

姓名: 萧启明 

职务: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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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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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参与广西贵港市印制诽谤法轮功宣传品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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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818   (序号：99) 

姓名: 侯建华（2） 

职务: 宣传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宣传部 

      河北省迁西县景忠东街 23 号  迁西县宣传部 

       邮编：06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1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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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迁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柴淑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01 

编号: 124819   (序号：100) 

姓名: 李作林 

职务: 宣传部副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宣传部 

      河北省迁西县景忠东街 23 号  迁西县宣传部 

       邮编：06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1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迁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柴淑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