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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编号: 43099 
序号：1 
姓名: 亚穆 
职务:  
单位: 南国早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主路 21 号 邮编：530026 
电话/传真：0771-5645863 5690888 5690157 208331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99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0 
序号：2 
姓名: 杨力平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 34 号  邮编：530012 
电话：0771-2893032 0771-289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0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1 
序号：3 
姓名: 邓镇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 34 号  邮编：530012 
电话：0771-2893032 0771-289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1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2 
序号：4 
姓名: 罗卫红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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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 34 号  邮编：530012 
电话：0771-2893032 0771-289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2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3 
序号：5 
姓名: 邓君和 
职务: 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处 
单位: 广西南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宁市公安局 
地址:  地址:  广西南宁市怡宾路 8 号  邮编：530028 
电话：0771-28912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3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4 
序号：6 
姓名: 黄重民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 34 号  邮编：530012 
电话：0771-2893032 0771-289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4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5 
序号：7 
姓名: 雷锡东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 34 号  邮编：530012 
电话：0771-2893032 0771-289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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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5 
迫害案例:  

  
编号: 47031 
序号：8 
姓名: 封志武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兼“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广西百色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610）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 13 号 邮编︰533000 
电话︰办公室 0776-2693838 
传真 0776-2693738 
市政法委副书记兼“610”主任封志武（1965 年 11 月出生，江西宜黄人）：0776-2693829 
18607768227 1567762822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2 
序号：9 
姓名: 黄秋玲 
职务: 百色市政协委员、靖西县团委书记 
单位: 广西百色市政协、靖西县团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 13 号 邮编︰533000 
电话︰0776-2858366 
市政协委员黄秋玲： 
  
共青团靖西县委员会 
地址：广西百色市靖西县城中路 58 号县委一楼 邮编, 533899. 
电话：0776-6212215 
传真：0776-6212215 （与电话同） 
邮箱：gxjxtw@163.com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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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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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33 
序号：10 
姓名: 季正雄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西林县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西林县新兴路 45 号 邮编︰533500 
电话/传真︰0776-8682092 
县中学校长季正雄：13877677361、0776-8688183、8680072 办 8680071 
传真 0776-86820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3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4 
序号：11 
姓名: 陆海平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广西西林县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西林县新兴路 45 号 邮编︰533500 
电话/传真︰0776-8682092 
副校长陆海平：1387767721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5 
序号：12 
姓名: 吉秋凤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第一小学 （百色市八一希望学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现校名：百色市八一希望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中

山一路 55 号 邮编︰533000 
电话︰07762824427 
校长吉秋凤：0776-2820555 1397769217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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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6 
序号：13 
姓名: 梁冰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靖西县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县新靖镇 金山街 116 号 邮编：533800 
电话︰0776-621247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7 
序号：14 
姓名: 许元星 
职务: 局长（原任） 
单位: 广西百色市靖西县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县新靖镇 金山街 116 号 邮编：533800 
电话︰0776-621247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8 
序号：15 
姓名: 黄贵斌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隆林县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县民族路 78 号  邮编：533400 
电话：0776-8210048、8208846、8205906、8205993、82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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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黄贵斌 13517568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39 
序号：16 
姓名: 潘宁荣 
职务:  
单位: 广西百色市靖西县第三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县城东路     邮编：533800 
电话：0776-6212469 
潘宁荣 138776486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9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0 
序号：17 
姓名: 黄绍荣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油城学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油城路 234 号  邮编：531500 
电话：0776-2592303、2593741、2592231 
校长黄绍荣 133176626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0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1 
序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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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建旺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洞靖中心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洞靖乡靖安村街上屯    邮编：533606 
电话：0776-3431152 
校长黄建旺 1397765052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1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2 
序号：19 
姓名: 韦华现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洞靖中心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洞靖乡靖安村街上屯    邮编：533606 
电话：0776-3431152 
副校长韦华现 1387760270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2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3 
序号：20 
姓名: 黎敬达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洞靖中心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洞靖乡靖安村街上屯    邮编：533606 
电话：0776-3431152 
副校长黎敬达 1500786819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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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4 
序号：21 
姓名: 黄鑫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初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 
电话：校长黄鑫 18977629818、0776-3286680、3188099、3180490、318875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4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5 
序号：22 
姓名: 杨菊芬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那坡县坡荷乡中心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那坡县老省道 320      邮编：533901 
电话：0776-6960299 
校长杨菊芬 1376836021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5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6 
序号：23 
姓名: 杨应宜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林县乐里镇中心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乐里镇新宁村平么屯   邮编：533300 
电话：7213079 
校长杨应宜 15277650928、13607764276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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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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编号: 47047 
序号：24 
姓名: 姚桂芬 
职务:  
单位: 广西百色市田林县乐里镇中心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乐里镇新宁村平么屯   邮编：533300 
电话：7213079 
姚桂芬 1387766898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610 办公室”建立“洗脑基地”等污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