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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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系统 
 

编号: 66701 
序号：1 
姓名: 徐宏光 
职务: 副厅长、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局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南路 15 号  
邮政编码：010050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010050 
电话：0471－2399900 
传真： 0471－2399914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7690 
序号：2 
姓名: 吴勇 
职务: 驻监检察室狱警 
单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  201 国道南侧江南监管支队 邮编：
157021 
电话：0453-6483002  值班室 0453-8107372 驻监所检察室 0453-6483539 
驻监所狱警吴勇：13684531299 警务通 15504531071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0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并活摘其器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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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470 
序号：3 
姓名: 席建林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老边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  邮编：115005 
电话：办公室 0417-3865289 
老边区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席建林 办 3864456 宿 2888866 手机 13941776633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0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1 
序号：4 
姓名: 陈辰 
职务: 科长 
单位: 老边区检察院侦察监督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  邮编：115005 
电话：办公室 0417-3865289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1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2 
序号：5 
姓名: 武宁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老边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  邮编：115005 
电话：办公室 0417-3865289 
武宁：办公室 0417-3906447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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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2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3 
序号：6 
姓名: 聂楠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老边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  邮编：115005 
电话：办公室 0417-3865289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3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4 
序号：7 
姓名: 刘元勋 
职务: 院长 
单位: 老边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中段 邮政编码：115005 
电话：0417-3865290 
院长办-3879055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4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5 
序号：8 
姓名: 于恩波 
职务: 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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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老边区法院刑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中段 邮政编码：115005 
电话：0417-3865290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5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6 
序号：9 
姓名: 赵娜 
职务: 法官 
单位: 老边区法院刑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中段 邮政编码：115005 
电话：0417-3865290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6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7 
序号：10 
姓名: 赵广和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老边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中段 邮政编码：115005 
电话：0417-3865290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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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478 
序号：11 
姓名: 孙艳君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老边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中段 邮政编码：115005 
电话：0417-3865290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8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编号: 69479 
序号：12 
姓名: 赵琳琳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老边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龙山大街中段 邮政编码：115005 
电话：0417-3865290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79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公安分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郑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