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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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责任人 - 地区: 天津;  

编号: 129268   (序号：1) 
姓名: 张玉蕾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政法委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370 号区政府大楼 11 楼  北辰区政法委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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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69   (序号：2) 
姓名: 于建政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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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0   (序号：3) 
姓名: 王硕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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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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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1   (序号：4) 
姓名: 刘桂德 
职务: 预审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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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3   (序号：5) 
姓名: 刘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瑞景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瑞景街龙泉道 2788 号     瑞景派出所    
       邮编：3001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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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4   (序号：6) 
姓名: 刘春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辰昌路佳宁道 10 号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1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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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5   (序号：7) 
姓名: 王瀚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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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6   (序号：8) 
姓名: 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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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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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277   (序号：9) 
姓名: 刘砚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 号 北辰区法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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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7 

编号: 129445   (序号：10) 
姓名: 王濂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街新立村派出所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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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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编号: 129446   (序号：11) 
姓名: 公冶繁龙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5 号 东丽分局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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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29447   (序号：12) 
姓名: 李强（5） 
职务: 国保支队一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5 号 东丽分局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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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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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编号: 129448   (序号：13) 
姓名: 孟昭良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5 号 东丽分局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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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编号: 129449   (序号：14) 
姓名: 赵洪茂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 东丽区政法委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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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编号: 129450   (序号：15) 
姓名: 吉树海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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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29 号  东丽区检察院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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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29451   (序号：16) 
姓名: 韩振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看守所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丰安路   东丽区看守所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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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华-2020(第 0154 号）-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3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082   (序号：17) 
姓名: 张伟（4） 
职务: 预审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南开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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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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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5 

编号: 130083   (序号：18) 
姓名: 石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昌宁道昌宁南里平房 4 号  王顶堤派出所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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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5 

编号: 130084   (序号：19) 
姓名: 李广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昌宁道昌宁南里平房 4 号  王顶堤派出所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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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5 

编号: 130086   (序号：20) 
姓名: 康建茂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第二中级法院  
       邮编：3002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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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5 

编号: 130634   (序号：21) 
姓名: 王洪 
职务: 反邪教协调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政法委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天津市政法委   
       邮编：3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35   (序号：22) 
姓名: 周维环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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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 东丽区政法委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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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36   (序号：23) 
姓名: 郑玉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    军粮城派出所  
       邮编：3003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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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37   (序号：24) 
姓名: 李凯（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    军粮城派出所  
       邮编：3003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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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38   (序号：25) 
姓名: 耿震洲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29 号  东丽区检察院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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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39   (序号：26) 
姓名: 袁新利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9 号  东丽区法院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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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40   (序号：27) 
姓名: 于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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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9 号  东丽区法院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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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42   (序号：28) 
姓名: 张增宝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公安分局（宁河县公安分局）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宁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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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43   (序号：29) 
姓名: 刘玉文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公安分局（宁河县公安分局）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宁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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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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44   (序号：30) 
姓名: 王海洋 
职务: 第二检查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检察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沿河路 1 号 宁河区检察院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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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0645   (序号：31) 
姓名: 常宁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检察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沿河路 1 号 宁河区检察院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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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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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646   (序号：32) 
姓名: 靳加伏 
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法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区法院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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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及其父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8 

编号: 132443   (序号：33) 
姓名: 金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万兴派出所 
      邮编：30019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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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杰--2021（第 100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42 

编号: 132444   (序号：34) 
姓名: 李昕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南开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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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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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杰--2021（第 100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42 

编号: 132445   (序号：35) 
姓名: 盛联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南开看守所，南开区看守所） 
      天津市南开区华坪路 12 号  南开区看守所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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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杰--2021（第 100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42 

 


	1.1 责任人 - 地区: 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