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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编号: 12436
序号：1
姓名: 柳遂记
职务: 书记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37
序号：2
姓名: 邓彩彪
职务: 书记
单位: 汾西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38
序号：3
姓名: 栗俊昌
职务: 书记
单位: 汾西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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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39
序号：4
姓名: 张俊奇
职务: 主任
单位: 汾西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40
序号：5
姓名: 田俊平
职务: 科长
单位: 汾西县公安局政保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41
序号：6
姓名: 孟耀珍
职务: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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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西县教育局纪检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42
序号：7
姓名: 亢年平
职务:
单位: 汾西县医院化验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43
序号：8
姓名: 蔡桂兰
职务: 教师
单位: 汾西县党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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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4
序号：9
姓名: 兰长龙
职务: 教师
单位: 汾西县第一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2445
序号：10
姓名: 郭庆文
职务: 书记
单位: 勍香镇纪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5

编号: 13956
序号：11
姓名: 杨毓明
职务: 书记 （主管保卫部）
单位: 大同市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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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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卫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8

编号: 13957
序号：12
姓名: 冯兆清
职务: 厂长
单位: 大同市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5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卫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8

编号: 13958
序号：13
姓名: 王玉海
职务: 保卫部部长
单位: 大同市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5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卫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8

编号: 13959
序号：14
姓名: 徐爱强
职务: 保卫部副部长
单位: 大同市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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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5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卫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8

编号: 16689
序号：15
姓名: 刘国伟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8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0
序号：16
姓名: 田国熙
职务: 政保科副科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1
序号：17
姓名: 张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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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阳曲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2
序号：18
姓名: 关建新
职务: （主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和平南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3
序号：19
姓名: 包红斌
职务: “610 办公室”主管
单位: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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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4
序号：20
姓名: 张福平
职务: 院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5
序号：21
姓名: 李海玉
职务: 主审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6
序号：22
姓名: 刘忠勇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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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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7
序号：23
姓名: 狄忠民
职务: 所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8
序号：24
姓名: 李献良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699
序号：25
姓名: 张俊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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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9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700
序号：26
姓名: 郑建文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太原市阳曲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0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701
序号：27
姓名: 张俏元
职务: 所长
单位: 阳曲县黄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0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702
序号：28
姓名: 李海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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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资讯频道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
单位: 山西广播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0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703
序号：29
姓名: 张敬民
职务: 原常务副台长 （现任山西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成员、山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单位: 山西黄河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0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6704
序号：30
姓名: 赵国柱
职务: 太原市委副秘书长、太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太原日报社社长
单位: 太原市委、太原日报报业集团、太原日报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0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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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5
序号：31
姓名: 梁志祥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单位: 山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0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保军、田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1

编号: 18089
序号：32
姓名: 秦文明
职务: 委书记
单位: 忻州静乐县县政法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忻州地区静乐县光明路 1 号 邮编：035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忻州市静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九环、商喜为、商存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8

编号: 18090
序号：33
姓名: 杨占刚
职务: 局长
单位: 静乐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忻州地区静乐县城西林路 邮编：035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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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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忻州市静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九环、商喜为、商存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8

编号: 18091
序号：34
姓名: 李金平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静乐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忻州地区静乐县城西林路 邮编：035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9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忻州市静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九环、商喜为、商存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8

编号: 18092
序号：35
姓名: 杨雪峰
职务: 科长
单位: 静乐县公安局政保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忻州地区静乐县城西林路 邮编：035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忻州市静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九环、商喜为、商存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8

编号: 18093
序号：36
姓名: 于一中
职务: 所长
单位: 静乐县双路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静乐县双路乡 邮政编码：0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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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9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忻州市静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九环、商喜为、商存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8

编号: 18094
序号：37
姓名: 闫建军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静乐县双路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静乐县双路乡 邮政编码：035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9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忻州市静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九环、商喜为、商存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8

编号: 20165
序号：38
姓名: 王鹏
职务: 书记
单位: 晋中市太谷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地区太谷县新建路 23 号，邮编：030800
电话: 0354-6223023
王鹏；办 0354-622302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6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追查山西省太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全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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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
序号：39
姓名: 何振国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太谷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新建路２３号 邮编：030800
电话：0354-6223516, 0354-6268608, 1383547353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6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67
序号：40
姓名: 王锋
职务: 局长
单位: 太谷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前街１２号，邮编：030800
电话: 0354-6223013, 6267034
王锋: 办 0354-6268301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6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68
序号：41
姓名: 李玉生
职务: 队长
单位: 太谷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前街１２号，邮编：030800
电话: 0354-6223013, 6267034, 1383418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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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6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69
序号：42
姓名: 赵万科
职务: 校长, 书记
单位: 太谷县第二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关道 29 号，邮编：030800
电话：(宅)0354－6258866、手机 13466883288、(办)0354－58895/57001 中学电话：0354-6258493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6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0
序号：43
姓名: 温兆林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太谷县第二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关道 29 号，邮编：030800
电话：13546225885
中学电话：0354-6258493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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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
序号：44
姓名: 李志钢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太谷县第二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关道 29 号，邮编：030800
电话：15235470707
中学电话：0354-6258493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2
序号：45
姓名: 史聪根
职务: 财务副校长
单位: 太谷县第二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关道 29 号，邮编：030800
电话：13903446997
中学电话：0354-6258493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3
序号：46
姓名: 成继康
职务: 财务副校长
单位: 太谷县第二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关道 29 号，邮编：0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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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5470588
中学电话：0354-6258493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4
序号：47
姓名: 武马俊
职务: 主任
单位: 太谷县第二中学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关道 29 号，邮编：030800
电话：13903446184
中学电话：0354-6258493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5
序号：48
姓名: 黄鸿雁
职务: 院长
单位: 太谷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南大街９９号，邮编：030800
电话 0354- 6223727, 办 3528301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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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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6
序号：49
姓名: 段景行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太谷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南大街９９号，邮编：030800
电话 0354-3529822, 手机 13903446747, 办 35283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7
序号：50
姓名: 卢明丽
职务: 庭长
单位: 太谷县法院刑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南大街９９号，邮编：030800
电话 0354-3528312, 手机 13835498798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78
序号：51
姓名: 张金旺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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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张金旺：监狱长室 0354-3299796 13603539861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0179
序号：52
姓名: 高屹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太谷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小南街付２５号，邮编：030800
高屹电话: 0354-6253580
电话: 0354-6252803
单位系统:法院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追查山西省太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全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9

编号: 20180
序号：53
姓名: 李春兰
职务: 科长
单位: 太谷县检察院起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小南街付２５号，邮编：030800
察院电话:（办）123096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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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8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181
序号：54
姓名: 高忆
职务: 科长
单位: 太谷县检察院起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小南街付２５号，邮编：030800
察院电话:（办）12309623200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8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晋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46

编号: 20479
序号：55
姓名: 闫跃进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7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480
序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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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棉贵
职务: 主任
单位: 晋城城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481
序号：57
姓名: 杨建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晋城市城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482
序号：58
姓名: 毕生才
职务: 政委
单位: 晋城市城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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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f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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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3
序号：59
姓名: 董朝阳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晋城市城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484
序号：60
姓名: 原晋云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晋城市城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485
序号：61
姓名: 王德胜
职务: 警察
单位: 晋城市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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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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486
序号：62
姓名: 宗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城区公安局西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48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晋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14

编号: 20882
序号：63
姓名: 张先宏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83
序号：64
姓名: 高补俊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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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84
序号：65
姓名: 赵秀才
职务: 科长
单位: 原定襄县公安局政保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85
序号：66
姓名: 李保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原定襄县公安局政保科, 现调至神山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86
序号：67
姓名: 胡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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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单位: 定襄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87
序号：68
姓名: 樊立战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山西省新店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88
序号：69
姓名: 杨克胜
职务: 九队队长
单位: 山西省新店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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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9
序号：70
姓名: 巩俊升
职务: 集训队队长
单位: 山西省新店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8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0
序号：71
姓名: 李树果
职务: 三中队指导员
单位: 山西省新店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1
序号：72
姓名: 杨惠荣
职务: 书记、监狱长 （原任, 2010 年 7 月离任）
单位: 晋中监狱, 山西省第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祁县友谊西路 215 号
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邮政编码：030900
晋中监狱查号台：0354-3826444
晋中监狱书记、监狱长杨惠荣（2010 年 7 月离任） 0354-3826565（办）0354-3826688（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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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陆海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50
追查山西省灵丘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家寿、张云常、张新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69

编号: 20892
序号：73
姓名: 任丹瑞
职务: 二监区教导员
单位: 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3
序号：74
姓名: 张峰
职务: 狱警
单位: 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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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4
序号：75
姓名: 薛生跃
职务: 二监区犯人
单位: 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5
序号：76
姓名: 韩贵芳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定襄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6
序号：77
姓名: 张宝文
职务: 刑事审判长
单位: 定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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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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7
序号：78
姓名: 赵素彬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定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8
序号：79
姓名: 杜国年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定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899
序号：80
姓名: 侯蕊蕊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定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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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9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900
序号：81
姓名: 李双庆
职务: 刑事审判长
单位: 忻州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901
序号：82
姓名: 韩小青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忻州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902
序号：83
姓名: 刘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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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忻州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903
序号：84
姓名: 梅雪峰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忻州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编号: 20904
序号：85
姓名: 王贵才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定襄县王进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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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0
序号：86
姓名: 薛月仙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薛月仙：15303541003 13903543264 办 0354-3299804 宅 0354-3299858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1
序号：87
姓名: 王宇红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王宇红：15303541219 办 0354-3299942 宅 0354-3299946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2
序号：88
姓名: 王天宝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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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4-2071051
王天宝：15303541005 办 0354-32998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3
序号：89
姓名: 周建峰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周建峰：0354-3299806 13603543434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4
序号：90
姓名: 刘煤源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刘煤源：15303541233 办 0354-3299808 宅 0354-3299809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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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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5
序号：91
姓名: 李明富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李明富：15303541018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6
序号：92
姓名: 卫宝贵
职务: 监狱书记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卫宝贵：15303541001 13603548796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7
序号：93
姓名: 高起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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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狱政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高起攀：15303541039 办 0354-3299942 宅 0354-3299946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8
序号：94
姓名: 王富英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二队, 八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王富英：0354-3299819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全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9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49
序号：95
姓名: 焦慧卿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四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焦慧卿：1530354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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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4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50
序号：96
姓名: 李亮英
职务: 十队队长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十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李亮英：153035411726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5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51
序号：97
姓名: 王艳霞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十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王艳霞：15303541102 宅 0354-3299919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5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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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2
序号：98
姓名: 王彩萍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十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王彩萍：0354-3299887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5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653
序号：99
姓名: 韩家玮
职务: 网络监控员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３号，邮编：032700
电话: 0354-2071051
韩家玮：18735473742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65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宏等的责任人薛月仙、王宇红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6

编号: 26869
序号：100
姓名: 张玉波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安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西直街 邮编：1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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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0456-6426252 市 610 办 0456-6695911 书记室：0456-6426251、6664365
张玉波：0456-6663706 1330456256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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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0
序号：101
姓名: 郭凤珠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安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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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凤珠：0456-6663368（66910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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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1
序号：102
姓名: 李小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通北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中央路 邮编：164000
电话：0456-6781110
李小平：13945742727 0456-6781209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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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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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2
序号：103
姓名: 李延河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通北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中央路 邮编：164000
电话：0456-6781110
李延河：13354563377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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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3
序号：104
姓名: 刘国成
职务: 副镇长
单位: 通北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通北镇 中央街 邮编：164031
电话：0456-6781326
刘国成（刘果承）：办 0456-6798833 宅 0456-6684488 13089764488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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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4
序号：105
姓名: 张学文
职务:
单位: 通北城管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通北分局）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中央路 邮编：164000
电话：（分局）0456-678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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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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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of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