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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 (1001-1097)
编号: 25153
序号：1001
姓名: 张春雷 (1)
职务: 人员
单位: 七台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大同路 27 号 邮编: 154600
电话: 04538273024
张春雷 办 0464-8278709 1384641570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53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50

编号: 25223
序号：1002
姓名: 楚宪海
职务: 书记
单位: 梁山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人民南路 11 号，邮编：272600， 电话/传真：
0537-7321330 0537-7321451 0537-73213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23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玉亭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22

编号: 25274
序号：1003
姓名: 宫富
职务: 人员
单位: 伊春市金山屯区政法委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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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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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花园街 1 号
邮编：153026
电话：0458-3738629 0458-3732799
人员宫富：0458-3732799 136645827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74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伊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红丽、李翠玲的责任人的通告（9 月 21 日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63
追查黑龙江省伊春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34

编号: 25280
序号：1004
姓名: 姚向林
职务: 书记
单位: 哈尔滨市阿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黑龙江省阿城市民权大街(中共阿城市委员会办公室政法委) 邮编:
150300
电话: 0451-5372211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80
迫害案例:



追查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华、崔长胜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78
追查哈尔滨市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宝英、张宝胜、赵玉安、王金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93

编号: 25315
序号：1005
姓名: 何绍文
职务: 书记
单位: 辽宁省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义州镇站前街
邮编：1211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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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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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16-7722412；0416-7721648（610 办）
县政法委书记何绍文: 办 0416-7873601 139049607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15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景庸及妻子魏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14

编号: 25316
序号：1006
姓名: 张立强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辽宁省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义州镇站前街
邮编：121100
电话：0416-7722412；0416-7721648（610 办）
县政法委副书记张立强: 139049618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16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景庸及妻子魏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14

编号: 25456
序号：1007
姓名: 孙志东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唐山市唐海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唐海镇垦丰大街 64 号，
邮编：063200
电话：0315-8711940 0315-8982089
书记孙志东：0315-8729588（办）158332598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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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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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5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庆民、郑兰荣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98
追查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祥星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57

编号: 25457
序号：1008
姓名: 孙仕新
职务: 常务副书记
单位: 唐山市唐海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唐海镇垦丰大街 64 号，
邮编：063200
电话：0315-8711940 0315-8982089
常务副书记孙仕新：0315-8787278 1860325787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5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庆民、郑兰荣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98
追查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祥星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57

编号: 25459
序号：1009
姓名: 王海英
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单位: 唐山市唐海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唐海镇垦丰大街 64 号，
邮编：063200
电话：0315-8711940 0315-8982089
综治办副主任王海英：03158787369 03158785088 1351305639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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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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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5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庆民、郑兰荣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98
追查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祥星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57

编号: 25474
序号：1010
姓名: 韩荣
职务: 书记
单位: 宝清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宝清镇中央大街 邮编：155600
电话：0469-5439505
书记韩荣：0469-5439505 15663990007 133946929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74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宝清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让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73

编号: 25490
序号：1011
姓名: 陈景福
职务: 原书记
单位: 保定市清苑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河北省清苑县清苑路 邮编：071100
电话：03128012635
原县政法委书记陈景福（北王力乡大李各庄人）：办 0311-7950038 办 0311-8012425 宅 03118112696 1350338805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9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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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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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89

编号: 25491
序号：1012
姓名: 董少卿
职务: 书记
单位: 保定市清苑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河北省清苑县清苑路 邮编：071100
电话：03128012635
书记董少卿（原清苑县县委办主任）：办 0311-7950098 宅 0311-8011857 136032226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9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89

编号: 25510
序号：1013
姓名: 张建坡
职务: 政法委人员
单位: 保定市定州市杨家庄乡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杨家庄乡杨家庄村乡政府院 1 号 邮编：073000
电话：0312-822470
政法委人员张建坡：1393739859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1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占民及其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05

编号: 25546
序号：1014
姓名: 张伟 (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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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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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原任）
单位: 许昌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一路 44 号 邮编：461000
电话：0374-2965521
书记张伟（原任）：137008922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政法委书记蒋克勤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4

编号: 25565
序号：1015
姓名: 杜家毫
职务: 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现任湖南省副书记、代省长）
单位: 黑龙江省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奋斗路 327 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3635472
湖南省政府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8 号 邮政编码：410004。
办公厅联系电话：0731-89990243 省政府值班电话：0731-89990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65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关素明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64
追查哈尔滨市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宝英、张宝胜、赵玉安、王金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93
追查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小燕、康昌江、田晓平、骆艳杰、葛欣、岳宝庆等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333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爱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47

编号: 25587
序号：101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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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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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田仲成
职务: 书记
单位: 赤峰市巴林左旗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大街 邮编：025450
电话︰（旗政法委）0476-7861586 0476-7864508 0476-7863809
旗政法委书记田仲成：办 0476-7861586 宅 0476-7893651 1380476678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鸿慧、郑桂芝、赵春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6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020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司法系统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980

编号: 25588
序号：1017
姓名: 傅秀云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巴林左旗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
林东镇。 邮政编码：025450 办公室电话：476-7862386 手机：13789737766
政法委副书记傅秀云:电话：476-7864508 宅电：476-7860399 手机：1394846838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鸿慧、郑桂芝、赵春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6

编号: 25612
序号：1018
姓名: 刘立青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南京市玄武区政法委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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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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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455 号
邮编：210018
电话：025-8368245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12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编号: 25613
序号：1019
姓名: 梁静
职务: 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南京市玄武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455 号
邮编：210018
电话：025-8368245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13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编号: 25655
序号：1020
姓名: 孙中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南京市栖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尧化门尧佳路 4 号
邮编：210046
电话：025-855621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5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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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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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追查南京市栖霞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60

编号: 25656
序号：1021
姓名: 王志刚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尧化门尧佳路 4 号
邮编：210046
电话：025-855621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5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编号: 25669
序号：1022
姓名: 吕克忠
职务: 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大街西路 58 号
邮编：211100
电话：0252281776
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吕克忠：025-5219473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69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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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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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686
序号：1023
姓名: 邱建
职务: 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
单位: 江苏省溧水县委、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溧水县永阳镇毓秀路（县政法委 610）
邮编：211200
电话：025-57212558 025-57204278 025-5721353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8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编号: 25687
序号：1024
姓名: 周毅
职务: 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江苏省溧水县委、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溧水县永阳镇毓秀路（县政法委 610）
邮编：211200
电话：025-57212558 025-57204278 025-57213534
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周毅：025-5721246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87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编号: 25774
序号：1025
姓名: 刘强 (1)
职务: 书记
单位: 山东省聊城市政法委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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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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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付花 邮编: 252800 电话: 0635826214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74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及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秀梅、马志钗、段云海等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73

编号: 25780
序号：1026
姓名: 李刚
职务: 公安局局长, 政法委书记)
单位: 河南省济源市公安局, 济源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宣化中街２８号
邮编: 454650 电话：0391-6693343
电话：书记李刚：手机 1365391678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80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及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秀梅、马志钗、段云海等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73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常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3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素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89

编号: 25805
序号：1027
姓名: 马威虎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银川市西夏区委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铁东北街 1 号 邮编：750011
电话：办公室 0951-306652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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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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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编号: 25808
序号：1028
姓名: 傅剑仁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省稳定办主任
单位: 河北省政法委、省稳定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 46 号 邮编：050052
电话：0311-87907706，879072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素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7

编号: 25868
序号：1029
姓名: 陈建新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文化路 99 号 邮编：430200
电话：027-81568460
政法委书记陈建新：027-8795481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8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江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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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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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877
序号：1030
姓名: 杜志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街道蜀南大道西段 108 号 邮编：644002
电话：08312334232 办公室 0831-233671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7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76

编号: 25995
序号：1031
姓名: 郭建刚
职务: 书记
单位: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吕梁地区城关镇西大街 38 号 邮编：032100
政法委（办）电话：0358-30232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文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乔建军、李文昌、王文兴的责任人张永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1
追查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乔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922

编号: 26007
序号：1032
姓名: 俞正义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檀树 邮编：23830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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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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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656311017
俞正义：13505653177, 0565-6311006, 0565-63253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08
序号：1033
姓名: 吴文斌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檀树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01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09
序号：1034
姓名: 夏朝晖
职务: 副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檀树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017
夏朝晖：0565-63235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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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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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20
序号：1035
姓名: 周晓堂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无为县泉塘镇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0001
周晓堂：0565-60839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45
序号：1036
姓名: 曾庆玲
职务: 常委、书记
单位: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市龙川北路 政府行政大楼政法委 1213 室 邮编：
225200
电话：0514-86299400（政法委）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4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展兴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32

编号: 26059
序号：1037
姓名: 杨勇 (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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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6 of 43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眉山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市政中心 邮编：610020
电话：028-38168199 028-38168089（传真）
杨勇：028-38169366, 18903553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5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眉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建刚、陈仕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58

编号: 26067
序号：1038
姓名: 陈宏忠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文林路二段 270 号 邮编：612560
电话：0833-6201542(0836201542)
陈宏忠：83336207658, 83336281396, 13350538555, 1390903435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6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眉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建刚、陈仕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58

编号: 26098
序号：1039
姓名: 柴跟科
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书院门 6 号邮编:710068
政法委员会 电话： 029-85350376 传真： 029-8535037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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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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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涂腾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91

编号: 26101
序号：1040
姓名: 冯亮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
单位: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政法委、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书院门 6 号邮编:710068
政法委员会 电话： 029-85350376 传真： 029-8535037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涂腾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91

编号: 26113
序号：1041
姓名: 王淑雅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辽宁省抚顺市委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永安路 21 号 邮编：113008
电话︰办公室 024-526257330 024-52650289
市政法委书记王淑雅︰办 024-52650010 宅 024-528679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13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清原县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7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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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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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积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35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德艳、孙海峰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38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海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24
追查抚顺市第二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杨丽华、罗秀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39

编号: 26114
序号：1042
姓名: 阎茂龙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辽宁省抚顺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永安路 21 号 邮码：113008
电话：办公室 0413-2625733 传真 0413-2650289
闫茂龙：办电：24-52650223 宅电：24-52651688 手机:13904130199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14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清原县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7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海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24

编号: 26115
序号：1043
姓名: 魏振兴
职务: 人员
单位: 辽宁省抚顺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永安路 21 号 邮码：113008
电话：办公室 0413-2625733 传真 0413-265028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1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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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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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清原县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7

编号: 26121
序号：1044
姓名: 郝先兵
职务: 书记
单位: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1: 辽宁省清原县清原镇清河路 13 号。邮编：113300
办公室：24-53022556
书记郝先兵:办电：24--53675777 宅电：24--553021779 手机:15242376777
地址 2：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清河路 27 号，邮编： 113300
电话：0413－3039376，宅电：0413－3023092，手机：1394137675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21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清原县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7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海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24

编号: 26137
序号：1045
姓名: 张金生
职务: 政治部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中街 16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区 610 办 010-89476002 010-89476003 政法委 010-69444878 综治办 010-69433131
张金生：010-6944487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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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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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202
序号：1046
姓名: 刘臣
职务: 书记
单位: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路 95 号 邮编：154002
电话：0454-8240031 0454-8225320 0454-8222997 0454-8224598 0454-8609932
政法委书记刘臣：（负责政法和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分管市委防范办）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02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刘洪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86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0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项晓波、崔秀云、任淑贤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45
追查黑龙江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侯胜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18

编号: 26228
序号：1047
姓名: 王磊 (2)
职务: 副书记(县委), 书记(政法委)
单位: 黑龙江省庆安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庆安县庆安镇中央大街 18 号 邮编：152400
电话：县委 04554322539 政法委 0455432257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8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忠杰、赵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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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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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236
序号：1048
姓名: 蔡光辉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沅江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金田中共沅江市委 邮编:413100
电话:737-2721960
蔡光辉:办 731—83813058, 手机：1390749818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3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沅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肖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7

编号: 26260
序号：1049
姓名: 陈建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岚湖路 387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222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71
序号：1050
姓名: 宋晋武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 218 号长沙市委办公大楼内 邮编：41001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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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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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31-84683188
宋晋武：0731-846831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1

编号: 26280
序号：1051
姓名: 董金武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山东省青岛胶南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东省胶南市隐珠镇深圳路 181 号 邮编:266400
电话: 85701717（办）, 05325161918
董金武:办 532—85161590 手机：137898777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80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胶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永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57
追查山东省胶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78

编号: 26324
序号：1052
姓名: 冀晓军
职务: 副书记、秘书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解放西街 82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59356(09515059356) 办公室 0951-6136679 0951-6136616 0951-6136601 （传真）09516136600
冀晓军：办 0951-6136699 宅 0951-5046989 139095985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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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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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6326
序号：1053
姓名: 郝占江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32318 0951-5035452 (09515035452)
郝占江：0951-688848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6397
序号：1054
姓名: 张树林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易县易州镇朝阳西路（大街） 邮编：074200
电话：0312-8212588
张树林：办 0312-8887678, 宅 0312-3077237, 136031202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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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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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457
序号：1055
姓名: 杨玖瑛
职务: 书记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2 号 邮编：121002
电话：0416-2126348
市政法委书记杨玖瑛：办 0416-21263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5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玖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9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冯云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1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25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百顺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06

编号: 26483
序号：1056
姓名: 王伟国 (1)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2 号 邮编：121000 电话：
041621263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83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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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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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484
序号：1057
姓名: 李玉霞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 2 号 邮编：121000
电话：041621263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84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编号: 26497
序号：1058
姓名: 郭平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黑山县黑山镇中大中路 194 号 邮编：121400, 单位电话：
0416-552355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9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编号: 26499
序号：1059
姓名: 马仕林
职务: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法委书记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县政法委书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黑山县黑山镇中大中路 194 号 邮编：121400
单位电话：0416-5523551
县政法委书记马仕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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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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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99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编号: 26500
序号：1060
姓名: 王俊仁
职务: 副县长、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东内环路 28 号 邮编：121400
单位电话：0416-5522652 0416-5524770
副县长、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王俊仁：办：5592333 宅：5590888 13941601333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 307 省道 邮编：121400
电话：县局 0416-5522652 国保大队 0416-5522800 0416-5512076
县公安局局长王俊仁：办 0416-5592333 宅 0416-5590888 13941601333 139040645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00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文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13
追查辽宁省黑山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29

编号: 26502
序号：1061
姓名: 李清锋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辽宁省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义州镇站前街
邮编：121100
电话：0416-77224120416-7722204
书记李清锋：办 0416-7873601 宅 0416-7791666 1370406066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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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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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02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景庸及妻子魏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14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姜艳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9

编号: 26503
序号：1062
姓名: 李晓光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义县义州镇南关街 87 号 邮编：121100
电话：0416-77224120416-7722204
副书记李晓光：宅 0416-7751208 139416909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03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编号: 26508
序号：1063
姓名: 黄岱军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辽宁省锦州凌海市委, 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凌海市国庆路 邮编：121200
辽宁省锦州凌海市委政法委电话：0416-8122672
书记黄岱军：0416-8136819 0416-81370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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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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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08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编号: 26510
序号：1064
姓名: 陈秋生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辽宁省锦州凌海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凌海市国庆路 邮编：121200
辽宁省锦州凌海市委政法委电话：0416-8122672
政法委副书记陈秋生：0416-8136819 0416-813986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10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编号: 26511
序号：1065
姓名: 刘东宁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 辽宁省锦州凌海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凌海市国庆路 邮编：121200
辽宁省锦州凌海市委政法委电话：0416-812267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11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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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9 of 43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26579
序号：1066
姓名: 徐世锋
职务: 书记
单位: 白山市江源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县政府 邮编：134700
电话：（区政法委）0439-3722482 （区 610 办）0439-372661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公秋敏、谢玉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69

编号: 26628
序号：1067
姓名: 李彩烈
职务: 书记
单位: 邢台市宁晋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宁晋县凤凰镇西关街 60 号 邮编：055550
电话：0319-5886320 0319-5884356
李彩烈：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2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6

编号: 26629
序号：1068
姓名: 赵庆华
职务: 常务副书记
单位: 邢台市宁晋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宁晋县凤凰镇西关街 60 号 邮编：055550
电话：0319-5886320 0319-5884356
赵庆华：办 0319-5886321 宅 0319-5805682 1301195838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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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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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2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6
追查河北省宁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申建中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137

编号: 26632
序号：1069
姓名: 孙现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石家庄市赵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赵县政法委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内政府路（府前街）1 号 邮编：
051530
电话：0311-84941877(031184941877)
孙现军：13831187168 办 0311-8494187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3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6

编号: 26633
序号：1070
姓名: 李栋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石家庄市赵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永通路 76 号 县公安局 邮编：051530
电话：031184941410 局长室 0311-84942420
李栋：局长室 0311-84942420 1393313383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3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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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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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6

编号: 26664
序号：1071
姓名: 刘光禄
职务: 书记
单位: 什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甚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34 号 邮编：618400
电话：（市政法委）08388204184 （610 办）0838-8218481 传真：0838-8204184
刘光禄：0838820418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6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玉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4

编号: 26665
序号：1072
姓名: 刘兴全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什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甚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34 号 邮编：618400
电话：（市政法委）08388204184 （610 办）0838-8218481 传真：0838-8204184
刘兴全：0838-8215191 0838-8218481 139081054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6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玉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4

编号: 26698
序号：1073
姓名: 王秋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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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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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黄梅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广场路 8 号 邮编︰435500
电话︰0713-3321788 传真 713-3329995
电子邮件：hubei93661@126.com
公司网址：http://hubei.93soso.com/company/hubei93661 黄冈市广场路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9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梅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戴美霞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2
追查湖北省黄梅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志超、徐飞轮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8

编号: 26806
序号：1074
姓名: 高大勇
职务: 主管
单位: 哈尔滨铁路局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51 号 邮编：150006
电话：0451-86422150
高大勇：138957507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06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伟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77

编号: 26846
序号：1075
姓名: 彭洪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乐至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乐至县红星巷 1 号 邮编：641500
电话：（县委、县政府）028-2332332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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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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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4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虹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27

编号: 26868
序号：1076
姓名: 肖久波
职务: 原书记, 公安局长
单位: 北安市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西和平街 76 号邮编：164000
电话：0456-6662454
地址：（市政法委）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西直街 邮编：164000
电话：办公室 0456-6426252 市 610 办 0456-6695911 书记室：0456-6426251、6664365
肖久波：0456-6663369 13304565766 0456-6426251、666436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68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政府、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龙艳芬、李成江、任广喜、毕金
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61

编号: 26886
序号：1077
姓名: 王仲清
职务: 政法委书记(前任)
单位: 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8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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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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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

编号: 26959
序号：1078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单位: 老鸦庄乡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59
迫害案例:


追查张家口老鸦庄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9

编号: 26967
序号：1079
姓名: 孙兆东
职务: (前任)河北省唐海县政法委书记
单位: 河北省唐海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6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恩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1

编号: 27021
序号：1080
姓名: 郭志良
职务: (前任)河北省东光县政法委书记
单位: 河北省东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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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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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2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东光县杜茂奎、孔维峰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

编号: 27041
序号：1081
姓名: 韩奎杰
职务: 河北省冀州市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河北省冀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4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冀州市冀振博、张平、刘保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

编号: 27042
序号：1082
姓名: 李锡久
职务: 河北省冀州市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河北省冀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4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冀州市冀振博、张平、刘保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

编号: 27163
序号：1083
姓名: 周振峰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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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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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禹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市委院内 邮编：461670
电话：0374-8183403
周振峰：135699376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6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改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58

编号: 27291
序号：1084
姓名: 孙淑芳
职务: 书记
单位: 原河南省新郑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郑市人民路 124 号 邮编：451100
电话：0371-626930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9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金普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30

编号: 27303
序号：1085
姓名: 吴凯戎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辽宁省朝阳县政法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二段 73 号;
邮编︰122000
电话︰0421-2814347
副书记吴凯戎：0421-2800955 1510421189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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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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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3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朝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赵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03
追查辽宁省朝阳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李超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63

编号: 27360
序号：1086
姓名: 郑俊浩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吉林省和龙市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吉林省和龙市文化路 22 号 邮编：133500
电话：04334222435
*1993 年 7 月，撤销和龙县，设立和龙市（县级市）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6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和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慕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4

编号: 27384
序号：1087
姓名: 李新民
职务: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河南省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0371)65902602
政法委地址： 郑州市金水路 17 号
邮编：45000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8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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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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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400
序号：1088
姓名: 彭丰高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 湖南省双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双峰县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城中北路 29 号 邮编：417700
电话：0738-6822380
综治办主任彭丰高： 6822380（办） 6826608（宅）136773800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0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双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枚秋父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1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华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34

编号: 27401
序号：1089
姓名: 曾繁贵
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双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双峰县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城中北路 29 号 邮编：417700
电话：0738-6822380
副主任曾繁贵：139738836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0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双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枚秋父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1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华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3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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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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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405
序号：1090
姓名: 占泽贵
职务: 书记 (前任)
单位: 麻城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07132950291 湖北省麻城市金桥大道 邮编： 438300
麻城市政法委办公室：0713-295029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麻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子健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2

编号: 27412
序号：1091
姓名: 赵忠军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济源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宣化中街２８号
邮编: 454650 电话：0391-6693343
电话: 赵忠军 13603899156* 住宅 6625089 66332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常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3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素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89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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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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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413
序号：1092
姓名: 赵永和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济源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宣化中街２８号
邮编: 454650 电话：0391-6693343
电话: 赵永和 13903892012 住宅 6618983 办公室 66332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常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3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素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89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3

编号: 27414
序号：1093
姓名: 张纯锋
职务: 主任（原任）, （现任济源市水利局局长）
单位: 济源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邮编:454600
电话: 张纯锋 13603899393
联系电话：0391—6633141
传真号码：0391—6633143
通讯地址：济源市综合行政二区 8 号楼 邮政编码：45465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常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23
追查河南省济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素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8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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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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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437
序号：1094
姓名: 陈琦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阜新市阜蒙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阜新市阜蒙县阜蒙县团结路 邮编：123100
政法委电话：电话： 04188822712
阜蒙县县委电话：书记办公室------8822565 主任办公室---8802666 办公室--8822206 督查办--880104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3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阜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桂媛、宋桂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28

编号: 27453
序号：1095
姓名: 张志强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昆明市西山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镇稀苑路 188 号 区政府综合大楼九楼 邮
编：650100
电话：08718226838
区政法委书记张志强：办 8226558 13888061108 宅 832646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53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30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9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民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30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显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5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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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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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458
序号：1096
姓名: 康进玉
职务: 区委副书记（原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赤峰市元宝山区, 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党政综合楼
电话: 康进玉 13848066336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政法委书记:0476-3512890
元宝山区政法委副书记:0476-35162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5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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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024076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桂芝、于树林、任素香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31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广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3

编号: 27464
序号：1097
姓名: 王磊
职务: 书记
单位: 赤峰市翁牛特旗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乌丹路 邮编:024500
电话 6360009（办） 0476--6326929（宅）,6360093（办） 6337758（宅） 1860486186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6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桂芝、于树林、任素香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31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0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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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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