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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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编号: 129135   (序号：1) 
姓名: 韩文明 
职务: 副区长、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东大街 14 号   郊区公安分局  
       邮编：045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3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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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阳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3 

编号: 129137   (序号：2) 
姓名: 严志勇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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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阳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3 

编号: 129139   (序号：3) 
姓名: 冀贵明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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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女子监狱（晋中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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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阳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3 

编号: 130948   (序号：4) 
姓名: 原建清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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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49   (序号：5) 
姓名: 柳晋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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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50   (序号：6) 
姓名: 王勤胜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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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51   (序号：7) 
姓名: 张润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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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53   (序号：8) 
姓名: 王义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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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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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54   (序号：9) 
姓名: 荆望锁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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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56   (序号：10) 
姓名: 杜国成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乡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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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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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958   (序号：11) 
姓名: 薛起家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乡义堂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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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59   (序号：12) 
姓名: 赵军（2） 
职务: 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北辛乡义堂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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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0961   (序号：13) 
姓名: 李全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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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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原建清 --2021（第 016 号）-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7 

编号: 131644   (序号：14) 
姓名: 霍帅 
职务: 办案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众纺路  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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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45   (序号：15) 
姓名: 王帮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38 号  千峰派出所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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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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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646   (序号：16) 
姓名: 刘大勇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38 号  千峰派出所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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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47   (序号：17) 
姓名: 闫燕兵 
职务: 办案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38 号  千峰派出所  
       邮编：0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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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48   (序号：18) 
姓名: 宁淑静 
职务: 社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38 号  千峰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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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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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49   (序号：19) 
姓名: 郭刚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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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50   (序号：20) 
姓名: 陈娜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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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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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51   (序号：21) 
姓名: 王文皓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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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1652   (序号：22) 
姓名: 解东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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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53   (序号：23) 
姓名: 郭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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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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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54   (序号：24) 
姓名: 王志香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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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1656   (序号：25) 
姓名: 董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疙僚沟枣尖梁村  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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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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1658   (序号：26) 
姓名: 王风花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第四（女子）看守所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 太原市第四（女子）看守所 
        邮编：0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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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山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2 

编号: 132116   (序号：27) 
姓名: 高爱平 
职务: 刑庭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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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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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117   (序号：28) 
姓名: 武建芬 
职务: 立案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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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118   (序号：29) 
姓名: 赵冰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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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119   (序号：30) 
姓名: 李雁云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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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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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120   (序号：31) 
姓名: 李韶管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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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121   (序号：32) 
姓名: 王治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公安局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古城路 8 号 
       邮编︰0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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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122   (序号：33) 
姓名: 李宏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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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爱平--2021（第 084 号）-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刑事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4 

编号: 132364   (序号：34) 
姓名: 张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向阳西路与滨河路交叉口  临汾市公安局 
       邮编：041000 
        
       (国保支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财神楼南街 21 号 
       邮编：04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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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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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365   (序号：35) 
姓名: 白向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政法委 
      山西省侯马市市府路市委三楼 310 号  市政法委 
       邮编:0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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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66   (序号：36) 
姓名: 闫志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公安局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新田路 129 号 
       邮编: 0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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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67   (序号：37) 
姓名: 孙浩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公安局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新田路 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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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0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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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69   (序号：38) 
姓名: 马兴元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检察院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文公大街 711 号 曲沃县检察院 
       邮编：04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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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71   (序号：39) 
姓名: 马肖博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法院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东城新区 曲沃县法院  
       邮编：04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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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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72   (序号：40) 
姓名: 王彦武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法院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东城新区 曲沃县法院  
       邮编：04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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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73   (序号：41) 
姓名: 邱世强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法院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东城新区 曲沃县法院  
       邮编：04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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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74   (序号：42) 
姓名: 杨林峰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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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法院 
      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东城新区 曲沃县法院  
       邮编：04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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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75   (序号：43) 
姓名: 王萍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法院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合欢街 16 号 侯马市法院 
       邮编：0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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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376   (序号：44) 
姓名: 邵琳轩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法院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合欢街 16 号 侯马市法院 
       邮编：0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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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5 

编号: 132431   (序号：45) 
姓名: 侯强 
职务: 检察官、公诉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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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二级检察官侯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55 

 


	责任人 - 地区: 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