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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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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广西;  

编号: 128967   (序号：1) 
姓名: 王强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 创业大厦 6 楼 610 室 桂林市政法委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7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69   (序号：2) 
姓名: 朱永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义宁路 6 号   桂林市公安局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0   (序号：3) 
姓名: 谢昌盛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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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义宁路 6 号   桂林市公安局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1   (序号：4) 
姓名: 廖易超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义宁路 6 号   桂林市公安局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2   (序号：5) 
姓名: 何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政法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中隐路 31 号   秀峰区政法委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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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4   (序号：6) 
姓名: 代海鹏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公安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中隐路 10 号    秀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5   (序号：7) 
姓名: 熊小胜 
职务: 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公安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中隐路 10 号    秀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6   (序号：8) 
姓名: 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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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公安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中隐路 10 号    秀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8977   (序号：9) 
姓名: 常委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公安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中隐路 10 号    秀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9312   (序号：10) 
姓名: 刘增光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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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13   (序号：11) 
姓名: 冯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15   (序号：12) 
姓名: 罗胜青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新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17   (序号：13) 
姓名: 余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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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乌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18   (序号：14) 
姓名: 潘展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3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19   (序号：15) 
姓名: 黄波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政法委 
      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城镇西滨路 2 号  陆川县政法委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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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20   (序号：16) 
姓名: 吕永利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城镇西滨路 2 号  陆川县政法委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21   (序号：17) 
姓名: 黄胜忠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城镇西滨路 2 号  陆川县政法委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23   (序号：18) 
姓名: 吴仁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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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乌石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25   (序号：19) 
姓名: 陈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31939   (序号：20) 
姓名: 闫小明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公安分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东二环路高新产业园内 七星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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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0   (序号：21) 
姓名: 陈伟明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公安分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东二环路高新产业园内 七星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1   (序号：22) 
姓名: 杨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公安分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东二环路高新产业园内 七星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2   (序号：23) 
姓名: 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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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公安分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东二环路高新产业园内 七星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3   (序号：24) 
姓名: 苏佳嘉 
职务: 刑警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公安分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东二环路高新产业园内 七星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4   (序号：25) 
姓名: 全宏刚 
职务: 刑警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公安分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东二环路高新产业园内 七星区公安分局  
       邮编：54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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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6   (序号：26) 
姓名: 唐健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办事处阳江路 8 号  秀峰区检察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7   (序号：27) 
姓名: 蒋家庆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办事处阳江路 8 号  秀峰区检察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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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948   (序号：28) 
姓名: 陈利民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办事处阳江路 8 号  秀峰区检察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49   (序号：29) 
姓名: 刘仕淙 
职务: 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办事处阳江路 8 号  秀峰区检察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1   (序号：30) 
姓名: 赵卫东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法院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阳江路 6 号  秀峰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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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2   (序号：31) 
姓名: 曹阳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法院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阳江路 6 号  秀峰区法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3   (序号：32) 
姓名: 杨林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法院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阳江路 6 号  秀峰区法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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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4   (序号：33) 
姓名: 吴云娟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法院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阳江路 6 号  秀峰区法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5   (序号：34) 
姓名: 陈泓羽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法院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阳江路 6 号  秀峰区法院  
       邮编：54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6   (序号：35) 
姓名: 罗兆富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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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义宁路 6 号   桂林市公安局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编号: 131957   (序号：36) 
姓名: 尹旺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义宁路 6 号   桂林市公安局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4 

 


	责任人 - 地区: 广西;
	责任人 - 地区: 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