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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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编号: 71858 
姓名: 张玉军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第二中级法院 
      邮编：3002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8 
序号：1 

编号: 71859 
姓名: 车怡轩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第二中级法院 
      邮编：3002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9 
序号：2 

编号: 72020 
姓名: 张晶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09 号  
      邮编：300204 
       
      地址 2：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河西区法院 
      邮编：300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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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20 
序号：3 

编号: 72025 
姓名: 佟建国 
职务: 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吾水道祺林园小区 
      天津市津南区河西浯水道与枫林路交口  祺林园小区 
      邮编：3002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25 
序号：4 

编号: 72027 
姓名: 杨书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派出所 
      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枫林路 12 号  
      邮编：3002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2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27 
序号：5 

编号: 72953 
姓名: 王长柏 
职务: 国保支队预审科副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5 号 东丽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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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53 
序号：6 

编号: 73190 
姓名: 杨令生 
职务: 区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 118 号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0 
序号：7 

编号: 73191 
姓名: 孙剑楠 
职务: 常务副区长（主管公安、司法）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 118 号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1 
序号：8 

编号: 73193 
姓名: 李占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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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8 

      天津市武清区综治办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3 
序号：9 

编号: 73194 
姓名: 马宏骊 
职务: 调研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4 
序号：10 

编号: 73195 
姓名: 周海林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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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5 
序号：11 

编号: 73196 
姓名: 陈开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6 
序号：12 

编号: 73197 
姓名: 陈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7 
序号：13 

编号: 73198 
姓名: 樊贵亮 
职务: 刑侦三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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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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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8 
序号：14 

编号: 73199 
姓名: 武东海 
职务: 法制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99 
序号：15 

编号: 73200 
姓名: 顾亮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0 
序号：16 

编号: 73201 
姓名: 虞红忠 
职务: 法制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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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1 
序号：17 

编号: 73202 
姓名: 杜宝春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2 
序号：18 

编号: 73203 
姓名: 武清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3 
序号：19 

编号: 73206 
姓名: 姚长胜 
职务: 刑庭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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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武清区法院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6 
序号：20 

编号: 73209 
姓名: 王永革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9 
序号：21 

编号: 73210 
姓名: 吴春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0 
序号：22 

编号: 73211 
姓名: 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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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1 
序号：23 

编号: 73212 
姓名: 刘意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2 
序号：24 

编号: 73213 
姓名: 刘兆刚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3 
序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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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214 
姓名: 刘宾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武清看守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4 
序号：26 

编号: 73216 
姓名: 刘利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派出所 
      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南口政府路 1 号 武清区黄花店派出所 
      邮编：3017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16 
序号：27 

编号: 73526 
姓名: 宋平顺 
职务: 书记 (原任、已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政法委 
      地址 1：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天津市政法委  
      邮编：300042  
       
      地址 2：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编：3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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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26 
序号：28 

编号: 73533 
姓名: 郭海洪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政法委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370 号区政府大楼 11 楼  北辰区政法委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2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3 
序号：29 

编号: 73534 
姓名: 米洪健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综治办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370 号区政府大楼 11 楼  北辰区政法委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4 
序号：30 

编号: 73536 
姓名: 邵元亮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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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6 
序号：31 

编号: 73539 
姓名: 付廷军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北侧  北辰双街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9 
序号：32 

编号: 73540 
姓名: 吴承华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北侧  北辰双街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0 
序号：33 

编号: 73541 
姓名: 刘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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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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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北侧  北辰双街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1 
序号：34 

编号: 73542 
姓名: 杜立嵩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北侧  北辰双街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2 
序号：35 

编号: 73543 
姓名: 晏琳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北侧  北辰双街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3 
序号：36 

编号: 73544 
姓名: 李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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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北侧  北辰双街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4 
序号：37 

编号: 73546 
姓名: 李卫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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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6 
序号：38 

编号: 73547 
姓名: 李作明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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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7 
序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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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548 
姓名: 臧献茹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8 
序号：40 

编号: 73550 
姓名: 孙勇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 号  北辰区法院 
      邮编：300400 
       
      地址 2：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道 13 号  北辰区人民法院 
      邮政编码：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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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0 
序号：41 

编号: 73551 
姓名: 张国强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 号  北辰区法院 
      邮编：300400 
       
      地址 2：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道 13 号  北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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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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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1 
序号：42 

编号: 73552 
姓名: 史修金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 号  北辰区法院 
      邮编：300400 
       
      地址 2：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道 13 号  北辰区人民法院 
      邮政编码：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2 
序号：43 

编号: 73553 
姓名: 张义文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 号  北辰区法院 
      邮编：300400 
       
      地址 2：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道 13 号  北辰区人民法院 
      邮政编码：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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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3 
序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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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555 
姓名: 李金其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司法局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北道西口  北辰区司法局 、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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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5 
序号：45 

编号: 73556 
姓名: 张锦友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司法局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北道西口  北辰区司法局 、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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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6 
序号：46 

编号: 73557 
姓名: 吴树春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 北辰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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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7 
序号：47 

编号: 73564 
姓名: 李强（3） 
职务: 八大队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4 
序号：48 

编号: 73565 
姓名: 陆文元 
职务: 八大队副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5 
序号：49 

编号: 73566 
姓名: 杨波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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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6 
序号：50 

编号: 73567 
姓名: 刘云岭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7 
序号：51 

编号: 73775 
姓名: 孙宝顺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政法委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津沽路 186 号  津南区政法委  
      邮编：300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7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75 
序号：52 

编号: 73777 
姓名: 张畔恒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津沽路 186 号  津南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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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7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77 
序号：53 

编号: 73784 
姓名: 孙学军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双闸派出所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双闸村双闸开发区东侧 双闸派出所 
      邮编：30035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4 
序号：54 

编号: 73785 
姓名: 桑建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双闸派出所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双闸村双闸开发区东侧 双闸派出所 
      邮编：30035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5 
序号：55 

编号: 73786 
姓名: 刘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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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津南区双闸派出所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双闸村双闸开发区东侧 双闸派出所 
      邮编：30035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6 
序号：56 

编号: 73787 
姓名: 赵印兴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双闸派出所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双闸村双闸开发区东侧 双闸派出所 
      邮编：30035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7 
序号：57 

编号: 73789 
姓名: 李旭明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大港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9 
序号：58 

编号: 73792 
姓名: 张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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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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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书记 (原任、已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光明路 78 号 宁河区政法委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2 
序号：59 

编号: 73798 
姓名: 曹铁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法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区法院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8 
序号：60 

编号: 77096 
姓名: 王新刚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派出所 
      天津市河西区环湖南道 1 号  天塔街派出所  
      邮编：30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6 
序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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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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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97 
姓名: 王晓路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派出所 
      天津市河西区环湖南道 1 号  天塔街派出所  
      邮编：30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7 
序号：62 

编号: 77098 
姓名: 李川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09 号  
      邮编：300204 
       
      地址 2：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河西区法院 
      邮编：300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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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8 
序号：63 

编号: 77100 
姓名: 高翔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河西区环湖南道 3 号  天塔街道办事处 
      邮编：30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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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00 
序号：64 

编号: 77547 
姓名: 恽连发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 1：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南开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100 
        
       地址 2：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南开分局 
       邮编：30019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47 
序号：65 

编号: 77548 
姓名: 徐洪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 1：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南开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100 
        
       地址 2：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南开分局 
       邮编：30019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48 
序号：66 

编号: 77549 
姓名: 刘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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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49 
序号：67 

编号: 77550 
姓名: 廖太彬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0 
序号：68 

编号: 77551 
姓名: 李长明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1 
序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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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7552 
姓名: 冯洁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2 
序号：70 

编号: 77553 
姓名: 李之圣 
职务: 法官、助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3 
序号：71 

编号: 77554 
姓名: 王光营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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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4 
序号：72 

编号: 77556 
姓名: 田茂斌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南开看守所） 
      天津市南开区华坪路 12 号  南开区看守所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6 
序号：73 

编号: 77557 
姓名: 朱凤杰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南开看守所） 
      天津市南开区华坪路 12 号  南开区看守所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7 
序号：74 

编号: 78630 
姓名: 葛汝凯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 东丽区政法委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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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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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0 
序号：75 

编号: 78632 
姓名: 张绍堂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 东丽区政法委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2 
序号：76 

编号: 78633 
姓名: 袁茂霞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 东丽区政法委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1 

      天津市东丽区综治办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38 号 东丽区政法委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3 
序号：77 

编号: 78634 
姓名: 孙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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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9 号  东丽区法院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4 
序号：78 

编号: 78636 
姓名: 王金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示范镇杨台大街  军粮城派出所 
      邮编：3003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6 
序号：79 

编号: 78637 
姓名: 李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示范镇杨台大街  军粮城派出所 
      邮编：3003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7 
序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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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8638 
姓名: 张学明 
职务: 基础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示范镇杨台大街  军粮城派出所 
      邮编：3003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8 
序号：81 

编号: 78639 
姓名: 朱玉喜 
职务: 治安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派出所 
      天津市东丽区示范镇杨台大街  军粮城派出所 
      邮编：3003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39 
序号：82 

编号: 80047 
姓名: 孙建华（2）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法委 
      地址 1：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 1060 号  滨海新区政法委 
      邮编：300456 
       
      地址 2：(区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天津市滨海新区 35 号 
      邮编：3004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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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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47 
序号：83 

编号: 80048 
姓名: 张旭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新北派出所（滨海新区新北派出所） 
      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新北派出所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48 
序号：84 

编号: 80049 
姓名: 李刚（2） 
职务: 刑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新北派出所（滨海新区新北派出所） 
      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新北派出所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49 
序号：85 

编号: 80050 
姓名: 李强（4）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新北派出所（滨海新区新北派出所） 
      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新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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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0 
序号：86 

编号: 80051 
姓名: 宫得智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新北派出所（滨海新区新北派出所） 
      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新北派出所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1 
序号：87 

编号: 80052 
姓名: 刘金洪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地址 2：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北路（北塘） 鑫盛商务园 1 号楼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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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2 
序号：88 

编号: 80053 
姓名: 信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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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地址 2：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北路（北塘） 鑫盛商务园 1 号楼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7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3 
序号：89 

编号: 80054 
姓名: 胡福林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地址 2：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北路（北塘） 鑫盛商务园 1 号楼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7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4 
序号：90 

编号: 80055 
姓名: 冯树娜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 1：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滨海新区法院 
      邮编：300451 
       
      地址 2：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北路（北塘） 鑫盛商务园 1 号楼 滨海新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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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4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7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5 
序号：91 

编号: 80056 
姓名: 沈国梁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6 
序号：92 

编号: 82439 
姓名: 王江杰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39 
序号：93 

编号: 82441 
姓名: 崔凯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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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0 

      天津市南开区综治办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1 
序号：94 

编号: 82443 
姓名: 李晨（音） 
职务: 预审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 1：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南开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100 
        
       地址 2：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南开分局 
       邮编：30019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3 
序号：95 

编号: 83580 
姓名: 韩瑞峰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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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0 
序号：96 

编号: 83581 
姓名: 程宇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1 
序号：97 

编号: 83582 
姓名: 张继华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2 
序号：98 

编号: 83583 
姓名: 刘静（2）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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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3 
序号：99 

编号: 83584 
姓名: 李晓光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4 
序号：100 

编号: 83586 
姓名: 王战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八里台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路 58 号 八里台派出所 
       邮编：3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86 
序号：101 

编号: 84126 
姓名: 李卫红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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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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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6 
序号：102 

编号: 84127 
姓名: 高文嫒 
职务: 五监区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7 
序号：103 

编号: 84128 
姓名: 尹克清 
职务: 五监区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8 
序号：104 

编号: 84129 
姓名: 徐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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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9 
序号：105 

编号: 84130 
姓名: 姚瑶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0 
序号：106 

编号: 84131 
姓名: 张婷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1 
序号：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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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4132 
姓名: 汤绿漪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2 
序号：108 

编号: 84133 
姓名: 荣佳琪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3 
序号：109 

编号: 84134 
姓名: 刘彩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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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4 
序号：110 

编号: 84135 
姓名: 马立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5 
序号：111 

编号: 84136 
姓名: 崔洪玉 
职务: 刑事犯包夹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6 
序号：112 

编号: 84137 
姓名: 郭莉莹 
职务: 刑事犯包夹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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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7 
序号：113 

编号: 84138 
姓名: 李明（2） 
职务: 刑事犯包夹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8 
序号：114 

编号: 84139 
姓名: 吴丹 
职务: 刑事犯包夹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9 
序号：115 

编号: 84140 
姓名: 王虹 
职务: 刑事犯包夹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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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0 
序号：116 

编号: 84141 
姓名: 李旭东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法院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蓟县法院 
       邮编：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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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1 
序号：117 

编号: 84142 
姓名: 王晶晶（2）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法院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蓟县法院 
       邮编：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2 
序号：118 

编号: 84143 
姓名: 朱战国 
职务: 审判委员会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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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蓟县法院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蓟县法院 
       邮编：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3 
序号：119 

编号: 84144 
姓名: 杨卫东 
职务: 审判委员会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法院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蓟县法院 
       邮编：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4 
序号：120 

编号: 84145 
姓名: 刘永 
职务: 一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法院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蓟县法院 
       邮编：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5 
序号：121 

编号: 84146 
姓名: 穆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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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法院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蓟县法院 
       邮编：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6 
序号：122 

编号: 84148 
姓名: 孙晓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文昌街派出所 
      天津市蓟县渔阳镇光明路 44 号 文昌街派出所  
       邮编: 3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48 
序号：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