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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编号: 30651 
序号：1 
姓名: 马勇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宾阳县永武街 235 号 郵編：530409 
电话：0771-8222300 
610 办公室：0771－825861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5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南宁宾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覃小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2 

  
编号: 30652 
序号：2 
姓名: 钟良威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临浦路 郵編：530409 
电话：771 822 248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5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南宁宾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覃小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2 

  
编号: 30653 
序号：3 
姓名: 马岳文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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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临浦路 郵編：530409 
电话：771 822 248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5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南宁宾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覃小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2 

  
编号: 30654 
序号：4 
姓名: 潘海新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西宾阳县王灵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 宾阳县王灵派出所 郵編：530409 
电话：0771-58513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5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南宁宾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覃小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2 

  
编号: 30655 
序号：5 
姓名: 朱子声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西宾阳县王灵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 宾阳县王灵派出所 郵編：530409 
电话：0771-58513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5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南宁宾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覃小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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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391 
序号：6 
姓名: 蒋战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荔柳路 72 号  邮编：546600 
电话: 0773-7213382  0773-7219366 
书记蒋战平：1351786862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2 
序号：7 
姓名: 雷贵声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中园路  邮编：546600 
电话: （总机）0773-7213361  办公室 0773-72119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3 
序号：8 
姓名: 黄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中园路  邮编：5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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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总机）0773-7213361  办公室 0773-7211916 
国保大队长黄明：138773832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4 
序号：9 
姓名: 刘向政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荔柳路 72 号  邮编：546600 
电话: 0773-7213382 
主任刘向政：182763798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5 
序号：10 
姓名: 覃智刚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蒲县荔城镇城东街东贸巷 1 号  邮编：546600 
电话：0773-7234088  0773-721337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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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6 
序号：11 
姓名: 谢应波 
职务: 院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荔柳路 154 号  邮编：546600 
电话：0773-7222460  传真 0773-72132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7 
序号：12 
姓名: 叶荔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荔柳路 154 号  邮编：546600 
电话：0773-7222460  传真 0773-72132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8 
序号：13 
姓名: 王学才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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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荔柳路 154 号  邮编：546600 
电话：0773-7222460  传真 0773-72132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399 
序号：14 
姓名: 罗家喜 
职务: 法院指定律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荔柳路 154 号  邮编：546600 
电话：0773-7222460  传真 0773-72132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丘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90 

  
编号: 32509 
序号：15 
姓名: 温卡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城区民族大道东段 103 号  邮编：530025 
电话：0771-58986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0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温卡华、梁炳巨等迫害法轮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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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510 
序号：16 
姓名: 梁炳巨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防范办主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 广西自治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城区民族大道东段 103 号  邮编：530025 
电话：0771-58986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1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温卡华、梁炳巨等迫害法轮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08 

  
编号: 32511 
序号：17 
姓名: 张宣东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城区民族大道东段 103 号  邮编：530025 
电话：0771-58986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1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温卡华、梁炳巨等迫害法轮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08 

  
编号: 32512 
序号：18 
姓名: 刘耀龙 
职务: 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综治办主任兼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 广西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6119133  611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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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传真：0771-6119117,  综治办协调处 0771－5859216 
人大法制委员会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东葛路 10 号  邮编：530022 
电话：办公室 0771-2803420  0771-280725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1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温卡华、梁炳巨等迫害法轮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08 

  
编号: 32889 
序号：19 
姓名: 谢军荣 
职务: 管教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宁铁路公安局柳州铁路公安处 
地址： China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南站路 31 号 邮编：545007 
电话： 0772 392 50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8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柳铁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马玉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01 

  
编号: 32890 
序号：20 
姓名: 谢军荣 
职务: 管教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宁铁路公安局柳州铁路公安处 
地址： China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南站路 31 号 邮编：545007 
电话： 0772 392 50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9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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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西柳铁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马玉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01 

  
编号: 36824 
序号：21 
姓名: 滕开郑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灵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二中路新楼  邮编:535400 
电话: 滕开郑 
派出所电话：0777-6983611；0777-6983622 
电话：0777-6523400；0777-6529669； 
电子邮件：gxs77814@126.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6825 
序号：22 
姓名: 陆海庭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广西钦州市新兴路 20 号 邮编:535000 
政法委电话: 07772824580 
陆海庭手机：13977730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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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826 
序号：23 
姓名: 黄授楷 
职务: 国安大队长（原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6827 
序号：24 
姓名: 宁艳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6828 
序号：25 
姓名: 方道扬 
职务: 国安大队教导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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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1 of 3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教导员方道扬 1308497332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8700 
序号：26 
姓名: 陆海琼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610 办）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兴路 20 号  邮编︰535015 
电话︰ 07772824580 
市“610 办公室”副主任陆海琼：13977730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1 
序号：27 
姓名: 周学进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色市乐业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同乐镇 三乐街  邮编︰533200 
电话︰ 0776-7925788  0776-792608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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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2 
序号：28 
姓名: 杨宗铭 
职务: 成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色市乐业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同乐镇 三乐街  邮编︰533200 
电话︰ 0776-7925788  0776-792608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3 
序号：29 
姓名: 王春海 
职务: 人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钦南高速入口（原钦州市民政局救助站所在地） 
邮编︰535000 
市“洗脑班”人员王春海：男 13737760796  原住 灵山县供销社宿舍区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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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704 
序号：30 
姓名: 莫裕钦 
职务: 人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钦南高速入口（原钦州市民政局救助站所在地） 
邮编︰535000 
市“洗脑班”人员莫裕钦：男 13207772347  钦州市水产畜牧局鱼政站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5 
序号：31 
姓名: 宋国显 
职务: 人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钦南高速入口（原钦州市民政局救助站所在地） 
邮编︰535000 
市“洗脑班”人员宋国显：男 13877723908  钦州市农科所职工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6 
序号：32 
姓名: 赵良钦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永福大道 中电集团一楼（租借办公室） 邮编︰
5350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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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4 of 3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电话︰07772828106   
区政法委副书记赵良钦：1351777026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7 
序号：33 
姓名: 黄旭桢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百色市隆林县新州镇民权街 200 号  邮编：533400 
电话︰0776-8210345 
县政法委书记黄旭桢：0776-8208210  1351756446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8 
序号：34 
姓名: 刘东升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百色市隆林县新州镇民权街 200 号  邮编：533400 
电话︰0776-8210345 
副书记刘东升：0776-8207112  159780800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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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09 
序号：35 
姓名: 潘荣村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百色市隆林县新州镇民权街 200 号  邮编：533400 
电话︰0776-8210345 
副书记潘荣村：0776-8210345  1387767021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0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10 
序号：36 
姓名: 赵惠中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同乐镇 三乐街  邮编︰533200 
电话︰ 0776-7925788  0776-792608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11 
序号：37 
姓名: 杨保平 
职务: 国保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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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 三乐中路  邮编︰533200 
电话︰0776-7922110 
国保警察杨保平:18607767099  1390776525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12 
序号：38 
姓名: 农祥文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 三乐中路  邮编︰533200 
电话︰0776-7922110 
国保警察农祥文：1330776650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斌、黄胜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9 

  
编号: 38714 
序号：39 
姓名: 白梅 
职务: 记者 (贺州地区)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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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4 
迫害案例:  

  
编号: 38715 
序号：40 
姓名: 唐世林 
职务: 记者 (桂林市)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5 
迫害案例:  

  
编号: 38716 
序号：41 
姓名: 李荣 
职务: 记者 (南宁地区)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6 
迫害案例:  

  
编号: 38717 
序号：42 
姓名: 韦焕良 
职务: 记者 (河池地区)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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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7 
迫害案例:  

  
编号: 38718 
序号：43 
姓名: 谢绍引 
职务: 记者 (钦州市)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8 
迫害案例:  

  
编号: 38719 
序号：44 
姓名: 曾铁强 
职务: 记者 (防城港市)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1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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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720 
序号：45 
姓名: 张东安 
职务: 记者 (百色地区)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20 
迫害案例:  

  
编号: 38721 
序号：46 
姓名: 卢建宁 
职务:  
单位: 广西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gxnews.com.cn 
广西日报社 
地址：广西南宁新城区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3 
电话：0771-569040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21 
迫害案例:  

  
编号: 39091 
序号：47 
姓名: 黎仕兴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 19 号 
邮编：533000  右江区政法委电话：776—2824663 
书记黎仕兴：电话：776-2829025 28250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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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百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子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0 

  
编号: 39092 
序号：48 
姓名: 班统航 
职务: 维稳办主任 
单位: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 19 号 
邮编：533000  右江区政法委电话：776—2824663 
维稳办主任班统航：电话：776-2853029 285070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百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子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0 

  
编号: 39093 
序号：49 
姓名: 何作华 
职务: 综合治理办主任 
单位: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 19 号 
邮编：533000  右江区政法委电话：776—2824663 
综合治理办主任何作华：电话：776-2822953 手机：1590776022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百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子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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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094 
序号：50 
姓名: 唐桂宏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百色市新兴路 9 号 
邮编：533000   电话：776—2832482  办公室：776—2845502 
局长唐桂宏：电话：776-2662588 26625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百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子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0 

  
编号: 39095 
序号：51 
姓名: 农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百色市新兴路 9 号 
邮编：533000   电话：776—2832482  办公室：776—284550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百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子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090 

  
编号: 40164 
序号：52 
姓名: 邱树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邮编 537700 
电话：0775-7222961(公安局办公室)、0775-7225169(局长室)、 13635028899、1380775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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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6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65 
序号：53 
姓名: 陈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邮编 537700 
电话：国保大队 0775-7225554、0775-72288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6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66 
序号：54 
姓名: 谢章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政法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城镇西滨路 2 号  邮编：537700 
电话：0775-72220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6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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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167 
序号：55 
姓名: 陈达广 
职务: 人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610 办公室  邮编 537700 
电话：138780739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6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68 
序号：56 
姓名: 刘桂初 
职务: 人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610 办公室  邮编 537700 
电话：0775-7222626（宅）、 13100552118（手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6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69 
序号：57 
姓名: 周云柱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5176513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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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6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0 
序号：58 
姓名: 李广成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80775298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1 
序号：59 
姓名: 林镇明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21785861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2 
序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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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伍世铜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50780298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3 
序号：61 
姓名: 陈家正 
职务: 教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21785762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4 
序号：62 
姓名: 黄仁业 
职务: 教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58785308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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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5 
序号：63 
姓名: 丘先南 
职务: 教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6350268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6 
序号：64 
姓名: 丘李春 
职务: 教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13265063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7 
序号：65 
姓名: 刘雪梅 
职务: 教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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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37735298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8 
序号：66 
姓名: 黄萍 
职务: 教师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初级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兴中路 373  邮编：537700 
电话： 1325786111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79 
序号：67 
姓名: 陈建军 
职务: 党组书记, 局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温泉镇 陆川县教育局  邮编：537700 
电话：0775-7335496（总机）、 0775-7336898（办） 0775－7338855（宅 ） 1397852368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7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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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180 
序号：68 
姓名: 吴益宁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温泉镇 陆川县教育局  邮编：537700 
电话：0775-7337881（办）、 0775-7338588（宅 ）、 1397852289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181 
序号：69 
姓名: 肖春武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温泉镇 陆川县教育局  邮编：537700 
电话： 0775-7337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省陆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翠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2 

  
编号: 40447 
序号：70 
姓名: 谭忠德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政法委员会地址: 
广西合浦县廉州镇青云路 2 号、邮编 536100 
电话  077972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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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4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0448 
序号：71 
姓名: 何来国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公安局办公地址：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0 号；办公时间：国家法定

工作日；联系电话：0779-7285227；传真号码：0779-7270222；邮政编码：5361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4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0449 
序号：72 
姓名: 陈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公安局办公地址：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0 号；办公时间：国家法定

工作日；联系电话：0779-7285227；传真号码：0779-7270222；邮政编码：536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4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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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450 
序号：73 
姓名: 沈扬雄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公安局办公地址：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0 号；办公时间：国家法定

工作日；联系电话：0779-7285227；传真号码：0779-7270222；邮政编码：536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5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0451 
序号：74 
姓名: 朱向兵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公安局办公地址：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0 号；办公时间：国家法定

工作日；联系电话：0779-7285227；传真号码：0779-7270222；邮政编码：536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5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0452 
序号：75 
姓名: 庞英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公安局办公地址：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0 号；办公时间：国家法定

工作日；联系电话：0779-7285227；传真号码：0779-7270222；邮政编码：536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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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5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0453 
序号：76 
姓名: 陈橱奎 
职务:  
单位: 广西省北海市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海市公安局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山路  邮编：536000 
电话：0779-209111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5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0454 
序号：77 
姓名: 陆振益 
职务: 党组书记、院长 
单位: 广西省北海市合浦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合浦县人民法院 07797284108 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2 号 536100 
  
合浦县司法局 07797285689 广西合浦县廉州镇还珠大道 15 号 536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5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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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455 
序号：78 
姓名: 韩健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西省北海市合浦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合浦县人民检察院 07797283981 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中山路 44 号 536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5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谭全兰、陈卫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0 

  
编号: 42942 
序号：79 
姓名: 于娃宪 
职务: 主任（兼公安厅副厅长） 
单位: 广西自治区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公安厅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新民路 34 号 
邮编：530012     电话：0771- 289 211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2 
迫害案例:  

  
编号: 42943 
序号：80 
姓名: 陈延国 
职务: 主任（兼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广西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6119133  6119134 
办公室传真：0771-6119117,  综治办协调处 0771－58592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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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944 
序号：81 
姓名: 韦绍仕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广西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6119133  6119134 
办公室传真：0771-6119117,  综治办协调处 0771－58592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4 
迫害案例:  

  
编号: 42945 
序号：82 
姓名: 刘发敏 
职务: 副主任（兼维稳办副主任） 
单位: 广西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6119133  6119134 
办公室传真：0771-6119117,  综治办协调处 0771－58592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5 
迫害案例:  

  
编号: 42946 
序号：83 
姓名: 陈海波 
职务: 信息督查处处长 
单位: 广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6119133  6119134 
办公室传真：0771-6119117,  综治办协调处 0771－58592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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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6 
迫害案例:  

  
编号: 42947 
序号：84 
姓名: 韦真 
职务: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单位: 广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6119133  6119134 
办公室传真：0771-6119117,  综治办协调处 0771－58592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7 
迫害案例:  

  
编号: 42948 
序号：85 
姓名: 谭贵福 
职务: 应急处处长 
单位: 广西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8 
迫害案例:  

  
编号: 42949 
序号：86 
姓名: 李沛芬 
职务: 专职副主任 
单位: 广西自治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5 号 
邮编： 53002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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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49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