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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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编号: 71438 
姓名: 张宏斌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路 陈仓区法院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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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8 
序号：1 

编号: 71439 
姓名: 张岩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路 陈仓区法院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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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9 
序号：2 

编号: 71441 
姓名: 董秦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检察院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路 陈仓区检察院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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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1 
序号：3 

编号: 71442 
姓名: 贾考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检察院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南环路 陈仓区检察院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2 
序号：4 

编号: 71444 
姓名: 李岩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司法局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人民街 6 号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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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4 
序号：5 

编号: 87212 
姓名: 任高潮 
职务: 检察院检察长、原法院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139 号   西安市中级法院 
       邮编: 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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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569 号 西安市检察院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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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2 
序号：6 

编号: 87217 
姓名: 任玉洁 
职务: 公诉一处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569 号 西安市检察院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7 
序号：7 

编号: 87218 
姓名: 骆成兴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139 号   西安市中级法院 
       邮编: 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8 
序号：8 

编号: 87219 
姓名: 尚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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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代理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139 号   西安市中级法院 
       邮编: 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9 
序号：9 

编号: 87220 
姓名: 袁兵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139 号   西安市中级法院 
       邮编: 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0 
序号：10 

编号: 87221 
姓名: 于梦迪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二环北路东段 139 号   西安市中级法院 
       邮编: 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1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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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7225 
姓名: 李萍（2）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 168 号 区政府北院 5 号楼 2 层  区政法委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5 
序号：12 

编号: 87227 
姓名: 刘伯雅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委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 168 号 区政府北院 5 号楼 2 层  区政法委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综治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 168 号 区政府北院 5 号楼 2 层  区政法委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7 
序号：13 

编号: 87229 
姓名: 同振魁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31 号  雁塔区检察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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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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9 
序号：14 

编号: 87230 
姓名: 周佳 
职务: 办案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31 号  雁塔区检察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0 
序号：15 

编号: 87231 
姓名: 程万峰 
职务: 办案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31 号  雁塔区检察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1 
序号：16 

编号: 87233 
姓名: 王联社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29 号  雁塔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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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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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3 
序号：17 

编号: 87234 
姓名: 王家琪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29 号  雁塔区法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4 
序号：18 

编号: 87236 
姓名: 徐立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高新公安分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6 
序号：19 

编号: 87241 
姓名: 杨进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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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高新公安分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1 
序号：20 

编号: 87242 
姓名: 侯超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高新公安分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2 
序号：21 

编号: 87244 
姓名: 吴开霞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4 
序号：22 

编号: 87245 
姓名: 刘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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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管治安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5 
序号：23 

编号: 87246 
姓名: 李力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6 
序号：24 

编号: 87247 
姓名: 杨峰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7 
序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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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7248 
姓名: 宋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8 
序号：26 

编号: 87249 
姓名: 金宏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9 
序号：27 

编号: 87250 
姓名: 王国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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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0 
序号：28 

编号: 87251 
姓名: 张国庆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七路  唐延路派出所 
       邮编：71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1 
序号：29 

编号: 87257 
姓名: 李茜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女子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凤城南路东段十一号 陕西省女子监狱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7 
序号：30 

编号: 87797 
姓名: 张小宏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路 133 号   勉县政法委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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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路 133 号   勉县政法委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7 
序号：31 

编号: 87799 
姓名: 王丽生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9 
序号：32 

编号: 87800 
姓名: 于洪波 
职务: 刑警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0 
序号：33 

编号: 87801 
姓名: 苟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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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1 
序号：34 

编号: 87805 
姓名: 彭兆新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5 
序号：35 

编号: 87806 
姓名: 卢晓栋 
职务: 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6 
序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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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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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08 
姓名: 李国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同沟寺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同沟寺镇同沟寺村一组 100 号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8 
序号：37 

编号: 87810 
姓名: 陈超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黄龙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周家山镇柳营社区黄龙新村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0 
序号：38 

编号: 95542 
姓名: 陈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委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县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6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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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2 
序号：39 

编号: 95544 
姓名: 闫亚军 
职务: 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常委、分管公安局）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政府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府办公室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4 
序号：40 

编号: 95545 
姓名: 王博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政法委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法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6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5 
序号：41 

编号: 95547 
姓名: 孔祥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政法委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法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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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维稳办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法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7 
序号：42 

编号: 95549 
姓名: 刘丹峰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公安局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城中街 13 号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9 
序号：43 

编号: 95550 
姓名: 邓世新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公安局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城中街 13 号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0 
序号：44 

编号: 95551 
姓名: 郭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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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公安局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城中街 13 号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1 
序号：45 

编号: 95552 
姓名: 樊德锋 
职务: 巡特警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公安局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城中街 13 号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2 
序号：46 

编号: 95553 
姓名: 王黎明（2）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派出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镇政府院内  建陵派出所 
       邮编：7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3 
序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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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555 
姓名: 白帆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政府 
      陝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 
       邮编：7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5 
序号：48 

编号: 95556 
姓名: 春淑敏 
职务: 镇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政府 
      陝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 
       邮编：7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56 
序号：49 

编号: 95720 
姓名: 党平德 
职务: 专案组组长、刑侦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公安局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城中街 13 号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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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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0 
序号：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