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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编号: 12727
序号：1
姓名: 张鸿达
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西安北郊未央区玄武路 6 号
邮编:710016
电话: 13572235672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12728
序号：2
姓名: 柴志宇
职务: 所长
单位: 陕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西安北郊未央区玄武路 6 号
邮编:710016
电话: 13509187123、029-81268432（办公室）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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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9
序号：3
姓名: 王瑞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陕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编号: 12730
序号：4
姓名: 王丽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陕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方新村北玄武路六号 邮编：710016
电话：（029）6227752 传真（029）6227761 管理科（029）6227763 教育科（029）6227762 监察
室（029）6227754
教育中队队长王丽：13909225885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追查陕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魏欣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149

编号: 12731
序号：5
姓名: 渊源
职务: 二大队队长
单位: 陕西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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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编号: 12732
序号：6
姓名: 任海贞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编号: 12733
序号：7
姓名: 马平安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汉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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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8
序号：8
姓名: 苏东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兴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兴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景雪红、黄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

编号: 13799
序号：9
姓名: 李军
职务: 政委
单位: 兴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9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兴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景雪红、黄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

编号: 18085
序号：10
姓名: 乌永陶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陕西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405 号
邮编: 7100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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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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18086
序号：11
姓名: 黄超
职务: 常委、书记
单位: 宝鸡市委, 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委政法委员会：中国陕西省宝鸡市经二路 109 号邮编:7210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087
序号：12
姓名: 贾佛生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宝鸡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委政法委员会：中国陕西省宝鸡市经二路 109 号 邮编:721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75
序号：13
姓名: 李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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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书记
单位: 宝鸡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委政法委员会：中国陕西省宝鸡市经二路 109 号 邮编:721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7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76
序号：14
姓名: 付世杰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宝鸡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委政法委员会：中国陕西省宝鸡市经二路 109 号 邮编:721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7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77
序号：15
姓名: 张新安
职务: 局长
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公安局：中国陕西省宝鸡市中山路中山西路 57 号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77
迫害案例:


邮编:721000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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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8
序号：16
姓名: 白庆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宝鸡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公安局：中国陕西省宝鸡市中山路中山西路 57 号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78
迫害案例:


邮编:721000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79
序号：17
姓名: 刘新安
职务: 委书记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政法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中国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公园路 78 号 邮编
72100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7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81
序号：18
姓名: 陈双琪
职务: 局长
单位: 渭滨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渭滨区公安分局：中国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火炬路 66 号 邮
编:721000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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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82
序号：19
姓名: 杨飞
职务: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综治办：中国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综治办 邮编
721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83
序号：20
姓名: 李伯太
职务: 村长
单位: 水泉路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水泉路村：中国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水泉路村
村委会。邮编 72100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84
序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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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宁
职务: 委书记
单位: 金台区政法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金台区政法委员会：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南城巷５８号
邮编：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85
序号：22
姓名: 尹忠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金台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宝鸡市金台区政法委员会：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南城巷５８号
邮编：721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186
序号：23
姓名: 傅进军
职务: 副书记(政法委), 主任(“610 办公室”), 校长(洗脑班)
单位: 宝鸡市政法委, 宝鸡市“610 办公室”, 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清溪乡潘家湾村宝鸡市法
制教育学校 邮编：721306
单位系统:“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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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187
序号：24
姓名: 冯喜尧
职务: 成员
单位: 宝鸡市高新区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清溪乡潘家湾村宝鸡市法
制教育学校 邮编：7213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188
序号：25
姓名: 杨军
职务: 成员
单位: 宝鸡市高新区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清溪乡潘家湾村宝鸡市法
制教育学校 邮编：7213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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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9
序号：26
姓名: 赵军霞
职务: 成员 (女)
单位: 宝鸡市高新区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清溪乡潘家湾村宝鸡市法
制教育学校 邮编：7213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8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190
序号：27
姓名: 王鑫
职务: 成员
单位: 宝鸡市高新区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清溪乡潘家湾村宝鸡市法
制教育学校 邮编：7213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9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191
序号：28
姓名: 巨亮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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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f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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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宝鸡市高新区农业农村工作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高新区农业农村工作局：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农业农村工作局
邮编 721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9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193
序号：29
姓名: 高宗文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宝鸡市陈仓区政法委、“610 办公室”,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人民街
邮编：721300
电话：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区“610”主任高宗文：1399276933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9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18194
序号：30
姓名: 杨建斌
职务: 成员
单位: 宝鸡市高新区潘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清溪乡潘家湾村宝鸡市法
制教育学校 邮编：72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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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9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编号: 18268
序号：31
姓名: 李佳宁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鸡市金台区区委, 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南城巷５８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6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69
序号：32
姓名: 赵兴浩
职务: 局长
单位: 金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宝鸡市金台区长青路５８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6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0
序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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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勤
职务: 政委
单位: 金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宝鸡市金台区长青路５８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1
序号：34
姓名: 曹宝明
职务: 一科科长
单位: 金台公安分局一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宝鸡市金台区长青路５８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2
序号：35
姓名: 张明辉
职务: 所长
单位: 金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 35 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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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3
序号：36
姓名: 赵文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金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 35 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4
序号：37
姓名: 雷治理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金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 35 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5
序号：38
姓名: 陈云法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金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 35 号 邮编: 721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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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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6
序号：39
姓名: 夏明君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 78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4
“610”主任夏明君（原夏君明）：办 0917331279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潘家湾“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7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18277
序号：40
姓名: 戴永慧
职务: 局长
单位: 渭滨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峪泉路 66 号 邮编:72100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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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8
序号：41
姓名: 李建胜
职务: 一科科长
单位: 渭滨区公安分局一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峪泉路 66 号 邮编:72100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79
序号：42
姓名: 都锋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80
序号：43
姓名: 刘更年
职务: 副科长
单位: 渭南监狱教育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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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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81
序号：44
姓名: 队袁健
职务: 入监
单位: 渭南监狱教育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8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编号: 18282
序号：45
姓名: 张中秋
职务: 分队长, 教育科狱警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8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红军、席拴省、骆彦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6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18697
序号：46
姓名: 刘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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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书记
单位: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１０９号 邮编: 710003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9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698
序号：47
姓名: 王智雄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电话：总机（0913）2065007
监狱长王智雄：（0913）2065383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追查甘肃省及陕西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71

编号: 18699
序号：48
姓名: 霍峰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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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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18700
序号：49
姓名: 万双全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电话：总机（0913）2065007
副监狱长万双全：（0913）206546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追查甘肃省及陕西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71

编号: 18701
序号：50
姓名: 闫利平
职务: 厂长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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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2
序号：51
姓名: 王曙光
职务: 狱政科科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电话：总机（0913）2065007
狱政科科长王曙光：（0913）206529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追查甘肃省及陕西省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71

编号: 18703
序号：52
姓名: 刘根年
职务: 十一分监区指导员,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18704
序号：53
姓名: 杨少民
职务: 科长
单位: 渭南监狱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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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05
序号：54
姓名: 王昌盛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渭南监狱一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06
序号：55
姓名: 雷锋
职务: 一队副指导员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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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7
序号：56
姓名: 袁键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渭南监狱十一队（入监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08
序号：57
姓名: 野明东
职务: 十一队（入监队)副指导员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09
序号：58
姓名: 雷建军
职务: 犯人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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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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10
序号：59
姓名: 王尚谦
职务: 犯人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1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11
序号：60
姓名: 牛晓轩
职务: 犯人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1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12
序号：61
姓名: 马自强
职务: 犯人
单位: 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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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1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18713
序号：62
姓名: 苏明英
职务: 犯人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渭南市四马路东关大街 118 号 邮编: 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1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77

编号: 21207
序号：63
姓名: 靳建国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咸阳市礼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礼泉县南北大街县委大院 邮编:713200
电话靳建国: 35619618, 13335305386 政法委电话：029-356214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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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8
序号：64
姓名: 王民谭
职务: 局长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王民谭: 办 029-35620660, 1390910603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09
序号：65
姓名: 马红旗
职务: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马红旗: 办 029-35619303, 1399206959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0
序号：66
姓名: 董义浩
职务: 队长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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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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义浩: 1509100611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1
序号：67
姓名: 雒维岗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雒维岗: 1399207111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2
序号：68
姓名: 陈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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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
序号：69
姓名: 张凡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4
序号：70
姓名: 周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5
序号：71
姓名: 孙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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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6
序号：72
姓名: 王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王涛: 13700202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217
序号：73
姓名: 王国柱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王国柱: 13379527678、其妻手机 133752767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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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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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8
序号：74
姓名: 王艳
职务: 警察
单位: 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邮编:713200
电话公安局: 029-35621510
王艳: 029-3561887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6

编号: 21754
序号：75
姓名: 赵广宏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西安市灞桥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纺一路 23 号
邮编:710038
电话: 86758148 1399187666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21755
序号：76
姓名: 陈永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纺正街 4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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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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710038
电话: 13892888222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21756
序号：77
姓名: 韩磊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纺正街 406 号
邮编:710038
电话: 1335922913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21757
序号：78
姓名: 张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纺正街 406 号
邮编:710038
电话: 1399135384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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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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21758
序号：79
姓名: 倪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纺正街 406 号
邮编:710038
电话: 1368920299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21759
序号：80
姓名: 刘向荣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纺正街 406 号
邮编:710038
电话: 13891923607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3

编号: 23428
序号：81
姓名: 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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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 54 号
邮编：710008
电话：0297271529
丁建：029-872539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29
序号：82
姓名: 许万春
职务: 主任
单位: 西安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 54 号
邮编：710008
电话：值班室 029-8258833 秘书处 029-87289908 传真 029-87258833
许万春：029-87264011 029-84396073 13700291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0
序号：83
姓名: 孙钢钳
职务: 局长
单位: 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675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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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1
序号：84
姓名: 何永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675399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2
序号：85
姓名: 张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675399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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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3
序号：86
姓名: 韩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6753998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4
序号：87
姓名: 艾君
职务: 所长
单位: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24344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5
序号：88
姓名: 宁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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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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24344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6
序号：89
姓名: 郑向宏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24344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7
序号：90
姓名: 王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高新一路 8 号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24344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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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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8
序号：91
姓名: 彭博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29 号 邮编：710061
电话：029-85269237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39
序号：92
姓名: 张鹏
职务:
单位: 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29 号 邮编：710061
电话：029-85269237
张鹏 029-85211874-852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40
序号：93
姓名: 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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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干部培训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木头市 72 号
邮编：710001
李蓉: 13228040933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4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41
序号：94
姓名: 周斌
职务: 安全工程部经理
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干部培训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木头市 72 号
邮编：710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4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42
序号：95
姓名: 王建西
职务: 安全工程部副经理
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干部培训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木头市 72 号
邮编：710001
王建西:培训中心安全工程部副经理 13572280643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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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3443
序号：96
姓名: 董晓瑜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翠华北路 331 号 （总机）029-85251257
邮编：710061
董晓瑜雁塔区检察院起诉科 029-85255579-840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4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等迫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菀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7

编号: 24191
序号：97
姓名: 张晓晨
职务: 书记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 78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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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2
序号：98
姓名: 刘国辉
职务: 局长 (兼副区长）
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宝鸡市渭滨区峪泉路 66 号
邮编：721000
电话：0917-3323100
局长刘国辉（兼副区长）：0917332318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193
序号：99
姓名: 韩晓斌
职务: 一科科长
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宝鸡市渭滨区峪泉路 66 号
邮编：721000
电话：0917-33231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194
序号：100
姓名: 甄宝庆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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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高家村西河滩（原渭滨区牛奶场）
邮编：721008
电话：0917-3572889 0917-357273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195
序号：101
姓名: 孙振欣
职务: 所长
单位: 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经二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宝鸡市渭滨区新民三巷 34 号
邮编：721000
电话：0917 321284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196
序号：102
姓名: 黄录平
职务: 院长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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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197
序号：103
姓名: 江伟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198
序号：104
姓名: 朱存居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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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9
序号：105
姓名: 董兵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200
序号：106
姓名: 李生华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0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201
序号：107
姓名: 谭德金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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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0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202
序号：108
姓名: 巴黎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电话：0917-3318979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0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203
序号：109
姓名: 孙小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 78 号
邮编：721006
电话/传真：09173318517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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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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204
序号：110
姓名: 罗彩云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 78 号
邮编：721006
电话/传真：09173318517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0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济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90

编号: 24690
序号：111
姓名: 高秦安
职务: 局长
单位: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 109 号
邮编︰710003
电话︰029-87342474 传真:87316333 投稿邮箱：mbg8@163.com 客服手机：13591000313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1
序号：112
姓名: 王培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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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2
序号：113
姓名: 齐颖明
职务: 政委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3
序号：114
姓名: 闫平利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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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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4
序号：115
姓名: 李坚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陕西省渭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四马路乐天大街 118 号
邮编︰714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5
序号：116
姓名: 张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政法委、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咸阳市政法委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安定路
邮编︰712000
电话︰09103153209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张力︰ 办 029-33210206 宅 029-332803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6
序号：117
姓名: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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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单位: 咸阳市公安局“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安定路 9 号
邮编︰712000
电话︰029-33880000
主任张进（静）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7
序号：118
姓名: 权晓峰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咸阳市公安局“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安定路 9 号
邮编︰712000
电话︰029-33880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8
序号：119
姓名: 赵勉行
职务: 主任
单位: 咸阳市渭城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咸阳市政法委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安定路
邮编︰712000
电话︰0910315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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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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渭城区委「六一零」办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699
序号：120
姓名: 曹艳萍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咸阳市渭城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咸阳市政法委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安定路
邮编︰712000
电话︰09103153209
咸阳市渭城区委「六一零」办
副主任曹艳萍︰办 33188977、158916530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9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700
序号：121
姓名: 彭万申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咸阳市渭城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咸阳市政法委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安定路
邮编︰712000
电话︰09103153209
咸阳市渭城区委「六一零」办
副主任彭万申︰办 33188977、13759868083
单位系统:“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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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0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701
序号：122
姓名: 刘撮劳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中山街
邮编︰712000
电话︰办公室
029-33880368（局办）
渭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大队长刘撮劳：办 33880386 手机 1331910921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0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4702
序号：123
姓名: 卢菊莹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中山街
邮编︰712000
电话︰办公室
029-33880368（局办）
渭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副队长卢菊莹：办 33880390 手机 13098115366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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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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渭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高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89

编号: 26098
序号：124
姓名: 柴跟科
职务: 书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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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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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99
序号：125
姓名: 张锋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碑林区政法委、“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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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锋涛宅电：0792-6813132 手机：1390792222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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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0
序号：126
姓名: 刘向阳
职务: 副书记, 主任
单位: 碑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防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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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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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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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姓名: 冯亮
职务: 副书记, 主任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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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2
序号：128
姓名: 王建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碑林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 243 号 邮编: 710001
公安局： 87422862、87455117、87425341、87423315、87431184、87454471、87458026、8745105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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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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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3
序号：129
姓名: 赵月刚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碑林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 243 号 邮编: 710001
公安局： 87422862、87455117、87425341、87423315、87431184、87454471、87458026、87451051
赵月刚: 18091811501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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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4
序号：130
姓名: 张胜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碑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 243 号 邮编: 710001
公安局： 87422862、87455117、87425341、87423315、87431184、87454471、87458026、87451051
张胜刚: 15991616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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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5
序号：131
姓名: 刘俊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安市长乐坊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西安市伍道什字南街 46 号 邮编: 7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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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平 13519159028
派出所: 029-82493842
单位系统:
城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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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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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