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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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编号: 71864 
姓名: 莫世亮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宜州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中山大道 宜州市公安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4 
序号：1 

编号: 71865 
姓名: 韦增佑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宜州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中山大道 宜州市公安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5 
序号：2 

编号: 71866 
姓名: 邱胜军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宜州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中山大道 宜州市公安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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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6 
序号：3 

编号: 71867 
姓名: 陈建君 
职务: “610 办公室”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宜州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中山大道 宜州市公安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7 
序号：4 

编号: 71871 
姓名: 苗剑 
职务: 副书记 （原河池学院所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百旺路 17 号 行政办公中心二楼 河池市委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1 
序号：5 

编号: 71872 
姓名: 黄光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政法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百旺路 17 号 行政办公中心三楼 河池市政法委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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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2 
序号：6 

编号: 71877 
姓名: 朗耀秀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龙江路 42 号 河池学院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7 
序号：7 

编号: 71878 
姓名: 韦仕珍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龙江路 42 号 河池学院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8 
序号：8 

编号: 71879 
姓名: 张敏强 
职务: 保卫处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龙江路 42 号 河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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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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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79 
序号：9 

编号: 71883 
姓名: 覃宏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城北派出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城北派出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3 
序号：10 

编号: 71884 
姓名: 覃怀诚 
职务: 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城北派出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城北派出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4 
序号：11 

编号: 71887 
姓名: 莫东方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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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庆远镇龙江路 44 号  宜州市检察院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7 
序号：12 

编号: 71888 
姓名: 韦克勤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庆远镇城东路林家园 24 号 宜州市法院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8 
序号：13 

编号: 71890 
姓名: 杨晓春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江北东路 405 号  河池市中级法院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90 
序号：14 

编号: 71891 
姓名: 黎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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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江北东路 405 号  河池市中级法院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91 
序号：15 

编号: 71892 
姓名: 温添霖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江北东路 405 号  河池市中级法院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92 
序号：16 

编号: 71893 
姓名: 黄志凡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江北东路 405 号  河池市中级法院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93 
序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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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894 
姓名: 周春林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江北东路 405 号  河池市中级法院  
       邮编：5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8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94 
序号：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