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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编号: 12722
序号：1
姓名: 吴明星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电话： 022-86835563 86839003 手 13820368231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第三中队电话：022－8683676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教导员吴明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12723
序号：2
姓名: 杨志秋
职务: 狱警科科长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22-86835537 , 22-86836174
一大队 86839003; 二大队 86839017; 三大队 86839012;
四大队 86839006; 五大队 86835276
其它部（办）86839001,86839100,2637429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教导员吴明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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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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12724
序号：3
姓名: 唐建国
职务: 教育科科长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22-86835537 , 22-86836174
一大队 86839003; 二大队 86839017; 三大队 86839012;
四大队 86839006; 五大队 86835276
其它部（办）86839001,86839100,2637429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教导员吴明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12725
序号：4
姓名: 丁坤
职务: 劳教人员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教导员吴明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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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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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6
序号：5
姓名: 李广生
职务: 劳教人员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教导员吴明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0

编号: 12890
序号：6
姓名: 邢元敏
职务: 副市长, 政协主席
单位: 天津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12891
序号：7
姓名: 李闶志
职务: 处长
单位: 天津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300042
电话：022-83607317 022-23327097（日）23325294（夜） 传真 022-23307259
“610”办公室处长李闶志：1382165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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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12892
序号：8
姓名: 刘文韬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300042
电话：022-83607317 022-23327097（日）23325294（夜） 传真 022-23307259
主任刘文韬：138212508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12893
序号：9
姓名: 张军
职务: 法人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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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894
序号：10
姓名: 李一虹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895
序号：11
姓名: 刘勇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制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896
序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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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俊胜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制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897
序号：13
姓名: 王洪季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898
序号：14
姓名: 刘五一
职务: 刑庭人员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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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9
序号：15
姓名: 庄东
职务: 刑庭人员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0
序号：16
姓名: 刘青
职务: 刑庭人员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1
序号：17
姓名: 范若春
职务: 立案庭人员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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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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2
序号：18
姓名: 曹跃平
职务: 立案庭人员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3
序号：19
姓名: 赵祥麟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4
序号：20
姓名: 赵阳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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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5
序号：21
姓名: 杨杰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6
序号：22
姓名: 曹玉喜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河西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7
序号：23
姓名: 高向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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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8
序号：24
姓名: 卜长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东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09
序号：25
姓名: 高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东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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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0
序号：26
姓名: 申云涛
职务: 教导
单位: 河东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2911
序号：27
姓名: 栾传江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西区越秀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晓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

编号: 13568
序号：28
姓名: 刘宝迎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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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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编号: 13569
序号：29
姓名: 赵年伏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3570
序号：30
姓名: 董易乾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编号: 13572
序号：31
姓名: 刘喜才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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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大北派出所（镇政府院内） 邮编:301500
电话：022─6954911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73
序号：32
姓名: 张云成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3574
序号：33
姓名: 孟宪功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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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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3575
序号：34
姓名: 张志伦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3576
序号：35
姓名: 单宁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大北派出所（镇政府院内） 邮编:301500
电话: 办 69549110, 手机 1382162013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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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7
序号：36
姓名: 李靖远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大北涧沽镇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 邮编:301500
电话: 022695490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78
序号：37
姓名: 王宝祥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大北涧沽镇中心沽村, 忠兴沽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忠兴沽村治保 邮编:30150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79
序号：38
姓名: 李若宽
职务: 院长
单位: 宁河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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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3580
序号：39
姓名: 韩振北 (1)
职务: 刑一庭庭长
单位: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编号: 13581
序号：40
姓名: 李长喜
职务: 刑一庭副庭长
单位: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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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2
序号：41
姓名: 李菁华
职务: 检察院公诉人
单位: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编号: 13583
序号：42
姓名: 朱润桐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新华道 7 号 邮编:301500
法院电话: 022-69591532, 69592103-8103
电话朱润桐: 69110065, 1582298332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84
序号：43
姓名: 张立国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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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新华道 7 号 邮编:301500
法院电话: 022-69591532, 69592103-8103
电话张立国: 69561373, 宅 69566110, 1375224891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85
序号：44
姓名: 张炳生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新华道 7 号 邮编:301500
法院电话: 022-69591532, 69592103-8103
电话张炳生: 69561377, 宅 69588928
1364218851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86
序号：45
姓名: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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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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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员
单位: 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新华道 7 号 邮编:301500
法院电话: 022-69591532, 69592103-8103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3587
序号：46
姓名: 李国宇
职务: 副监狱长 (警号 1208005)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电话: 办 62071078, 13920446469 河西区黑牛城道尊园 8-2-1401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副监狱长 李国宇：13920446469 家庭住址：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尊园 8-2-140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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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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14528
序号：47
姓名: 张志刚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劳动教养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 119 号 邮编：300042
天津市劳动教养管理局机关电话：022-2331688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14529
序号：48
姓名: 乔金生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编号: 14530
序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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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蓟县桑梓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编号: 14531
序号：50
姓名: 焦大明
职务:
单位: 上苍镇李明庄乡二郎庄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3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编号: 14532
序号：51
姓名: 郝德敏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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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3
序号：52
姓名: 高华超
职务: 二大队大队长
单位: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编号: 14534
序号：53
姓名: 杨文花
职务: 包夹
单位: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3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孙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

编号: 15976
序号：54
姓名: 散襄军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政编码：300142
电话：02223325406, 市委 022-2332 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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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15977
序号：55
姓名: 武长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天津市市委、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邮编：300040
电话：022-27319000
武长顺：022-2731955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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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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15978
序号：56
姓名: 甄晓青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河西南京路５４号
邮编:300000
电话: 大营门派出所 23129200
甄晓青，家庭住址：河西区紫金山路华悦大厦 2-1205 电话号码：022-88292068
单位系统:公安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7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15979
序号：57
姓名: 沈路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河西南京路５４号
邮编:300000
电话: 大营门派出所 23129200
沈路家庭住址：河西区湘江道东舍宅 4-2-601 电话号码：13602004436
单位系统:公安
城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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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15980
序号：58
姓名: 张禹旺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河西南京路５４号
邮编:300000
电话: 大营门派出所 23129200
张禹旺家庭住址：河东区昆仑路凤歧里 17-404，电话号码：022-94736512
单位系统:公安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15981
序号：59
姓名: 王丹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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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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编号: 15982
序号：60
姓名: 韩熹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河西南京路５４号
邮编:300000
电话: 大营门派出所 23129200
韩熹，家庭住址：绥中路东方楼 16-102，电话号码：13512972606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15983
序号：61
姓名: 李汝岩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编号: 15984
序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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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黎红
职务: 管教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1

编号: 16385
序号：63
姓名: 王建
职务: 书记
单位: 大港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邮编:300270
电话: 022-63378570 、传真: 022-25992746
王建电话： 022-63378989，宅 022-63221980, 手机 1330217515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16386
序号：64
姓名: 李全鑫
职务: 原主任
单位: 大港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邮编: 300270
电话: 022-63378580
李全鑫电话： 022-63378579, 手机 1382009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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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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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16387
序号：65
姓名: 皮玉山
职务: 局长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皮玉山电话： 办 022-63222061-81202、宅 022-23260880、手机 1360210558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16388
序号：66
姓名: 张超兴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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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99 号 邮编: 300270
电话: 022-25984834、022-25991462、022-63222061-81902（分局胜利所分机号）
张超兴: 138217555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16389
序号：67
姓名: 黄永祥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0
序号：68
姓名: 刘云青
职务: 书记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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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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1
序号：69
姓名: 马玉林
职务: 书记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2
序号：70
姓名: 郭玉民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3
序号：71
姓名: 王丽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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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4
序号：72
姓名: 张润华
职务: 原局长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5
序号：73
姓名: 张秀萍
职务: 人事科负责人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6396
序号：74
姓名: 陈风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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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o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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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人事科科长
单位: 大港区卫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桂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3

编号: 18225
序号：75
姓名: 穆瑞利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单位: 天津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 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编: 30042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26
序号：76
姓名: 李殿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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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7
序号：77
姓名: 王福军
职务: 治安警长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28
序号：78
姓名: 张磊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29
序号：79
姓名: 王春和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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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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0
序号：80
姓名: 王付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1
序号：81
姓名: 王金堂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2
序号：82
姓名: 刘明成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振兴路 20 号 邮编:30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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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3
序号：83
姓名: 张建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振兴路 20 号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4
序号：84
姓名: 王科长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教育局人事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振兴路 20 号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5
序号：85
姓名: 张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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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办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教育局教育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振兴路 20 号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236
序号：86
姓名: 刘秋伏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天津石化公司第三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喜荣街 邮编:300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云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25

编号: 18417
序号：87
姓名: 鲁玉生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1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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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8
序号：88
姓名: 庞宗湖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1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19
序号：89
姓名: 刘克建
职务: 局长(前任)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1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0
序号：90
姓名: 许振和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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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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1
序号：91
姓名: 高立生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原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2
序号：92
姓名: 董易干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3
序号：93
姓名: 吴凤江
职务: 科长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公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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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4
序号：94
姓名: 陈贺全
职务: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政保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5
序号：95
姓名: 运佩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6
序号：96
姓名: 杜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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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7
序号：97
姓名: 刘彦章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28
序号：98
姓名: 赵子友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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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9
序号：99
姓名: 刘震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0
序号：100
姓名: 孙建民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1
序号：101
姓名: 谷守辉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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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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2
序号：102
姓名: 郑玉江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3
序号：103
姓名: 蒋军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河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4
序号：104
姓名: 闫淑荣
职务: 主任
单位: 宁河县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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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5
序号：105
姓名: 李洪增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宁河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6
序号：106
姓名: 褚太然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河县芦台镇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7
序号：107
姓名: 方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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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长
单位: 宁河县芦台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8
序号：108
姓名: 程作先
职务: 镇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河县芦台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39
序号：109
姓名: 张健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河县芦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3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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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0
序号：110
姓名: 杨建军
职务: 主任
单位: 宁河县芦台镇西大桥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1
序号：111
姓名: 唐立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河县公安分局桥北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2
序号：112
姓名: 王安义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河县公安分局桥北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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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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3
序号：113
姓名: 付连臣
职务: 乡长
单位: 宁河县大辛乡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4
序号：114
姓名: 张金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河县大辛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5
序号：115
姓名: 任秀生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河县廉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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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6
序号：116
姓名: 王贵旺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河县廉庄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7
序号：117
姓名: 韩振北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河县公安分局宁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8
序号：118
姓名: 高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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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单位: 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49
序号：119
姓名: 蔺春元
职务: 主任(前任)
单位: 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0
序号：120
姓名: 任绍辉
职务: 秘书
单位: 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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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1
序号：121
姓名: 汪晓君
职务: 科长
单位: 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2
序号：122
姓名: 敬志方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分局板桥派出所警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3
序号：123
姓名: 单国生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河县丰台镇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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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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4
序号：124
姓名: 刘宝仲
职务: 主任
单位: 宁河县丰台镇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5
序号：125
姓名: 张宾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河县公安分局丰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6
序号：126
姓名: 刘爱民
职务:
单位: 宁河县丰台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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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457
序号：127
姓名: 张瑞彪
职务:
单位: 宁河县丰台镇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7

编号: 18832
序号：128
姓名: 祖文光
职务: 司法局局长, 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 原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司法局长办公室电话：022－23082621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52 号
电话：23082152、23082156
邮编：30004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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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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18833
序号：129
姓名: 梁清海
职务: 局长, 政委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市辖区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邮编：30042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电话：022-27347336；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监察室的电话：022－2735137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18834
序号：130
姓名: 刘基智
职务: 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原港北监狱副政委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天津市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道常德道 119 号
邮编:300050
电话: 刘基智 022-88216998， 15922165581
司法局长办公室电话：022－2308262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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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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18835
序号：131
姓名: 张士林
职务: 五监区一分监区监区大队长 (警号 1208217)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电话: 办 62071156，宅 28175796 河西区三水道三水南里 123-601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五大队：22-62071151，22-62071057
大队长 张士林：办 22-83605796，22-62071156 手 13302176175 宅 22-28175796 (长期任此职，邪恶)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编号: 18836
序号：132
姓名: 李维义
职务: 五监区一分监区中队长
单位: 天津市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任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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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6
序号：133
姓名: 田勤耘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208 号
邮编：300150
电话：022-26352540，022-26352323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0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19707
序号：134
姓名: 王艳春
职务: 狱警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第五监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300381
投诉电话：022-26226262、23072073、2307206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0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编号: 19708
序号：135
姓名: 韩丽
职务: 副科长
单位: 南开区检察院驻监狱监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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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南开区兴南街道南开二纬路 26 号邮编：300100
电话：022-27347334, 022- 2391783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0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编号: 19709
序号：136
姓名: 迟轶清
职务: 警察 （女）
单位: 南开区检察院驻监狱监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兴南街道南开二纬路 26 号邮编：300100
电话：022- 27381919 转 8632, 022-2734733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0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编号: 19710
序号：137
姓名: 郭向东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北辰区新宜白大道 普济河道立交桥下
邮编: 300402
电话: 022-26309891，26309892，26309893
河北区看守所
所长郭向东 电话：13820720986
教导员杨宝琴 电话：13752456552
副所长杨健 电话：26418822
副所长吴凤起 电话：13820631692
管教：刘睿 2753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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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19711
序号：138
姓名: 杨宝琴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北辰区新宜白大道 邮编 300402
电话: 022- 26309891，26309892，26309893, 137524565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编号: 19712
序号：139
姓名: 杨健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北辰区新宜白大道 邮编 300402
电话: 26418822
看守所电话: 022- 26309891，26309892，26309893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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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6 o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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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编号: 19713
序号：140
姓名: 吴凤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北辰区新宜白大道 邮编 300402
电话: 022- 26309891，26309892，26309893, 1382063169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1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淑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8

编号: 20351
序号：141
姓名: 韩学旺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2
序号：142
姓名: 孙瑞华
职务: 三处处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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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3
序号：143
姓名: 滕锦然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4
序号：144
姓名: 王宇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5
序号：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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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连有
职务: 政委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6
序号：146
姓名: 李雯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7
序号：147
姓名: 高澜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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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8
序号：148
姓名: 朱宝章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59
序号：149
姓名: 田寿滔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60
序号：150
姓名: 王浩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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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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61
序号：151
姓名: 王英桂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6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62
序号：152
姓名: 郝宝刚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6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0363
序号：153
姓名: 王凯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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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6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其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8

编号: 21549
序号：154
姓名: 高相怀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邮编:300282
电话: 办 63149855, 1330208518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0
序号：155
姓名: 张浩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邮编:300282
电话: 13821669713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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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1
序号：156
姓名: 李明卫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邮编:300282
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2
序号：157
姓名: 石文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派出所 邮编:300282
电话: 1392072321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3
序号：158
姓名: 高淑荣
职务: 主任
单位: 大港区太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 邮编: 300282
电话: 办 63157277, 手机 1382097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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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4
序号：159
姓名: 秦兴田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大港区太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 邮编: 300282
电话: 办 63157793 手机 1590227888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5
序号：160
姓名: 胡俊田
职务: 职员
单位: 大港区太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 邮编: 300282
电话: 办 63157793 手机 15900355633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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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6
序号：161
姓名: 窦利
职务: 队员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队 邮编:300282
电话: 手机 15122284428, 家 6318835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7
序号：162
姓名: 窦儒萧
职务: 队员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队 邮编:300282
电话: 其父：窦锡森 手机 15922096294 家电 6318830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8
序号：163
姓名: 窦儒冯
职务: 队员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队 邮编:300282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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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59
序号：164
姓名: 窦树言
职务: 队员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窦家庄联防队 邮编:300282
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5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编号: 21560
序号：165
姓名: 孙学明
职务: 村长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翟庄子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翟庄子村 邮编:300282
电话: 手机 13821445666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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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4
序号：166
姓名: 杨俊远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22-8683553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21685
序号：167
姓名: 李金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22-86835537 , 22-86836174
一大队 86839003; 二大队 86839017; 三大队 86839012;
四大队 86839006; 五大队 86835276
其它部（办）86839001,86839100,2637429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21686
序号：168
姓名: 田忠昱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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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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835537 , 22-86836174
一大队 86839003; 二大队 86839017; 三大队 86839012;
四大队 86839006; 五大队 86835276
其它部（办）86839001,86839100,2637429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21687
序号：169
姓名: 许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22-86835537 , 22-86836174
一大队 86839003; 二大队 86839017; 三大队 86839012;
四大队 86839006; 五大队 86835276
其它部（办）86839001,86839100,2637429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21688
序号：170
姓名: 杨志洋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邮编：300401
22-86835537 , 22-86836174
一大队 86839003; 二大队 86839017; 三大队 86839012;
四大队 86839006; 五大队 8683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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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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部（办）86839001,86839100,2637429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大队长吴明星、杨俊远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83

编号: 22451
序号：171
姓名: 苏金安
职务: 原主任
单位: 大港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邮编: 300270
电话: 022-63378580
李全鑫电话： 022-63378579, 手机 1382009816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2
序号：172
姓名: 祖广川
职务: 政委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祖广川电话：：办 022-63222061-81202、宅 022-63236595，手机 1333208699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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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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3
序号：173
姓名: 左凤军
职务: 队长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4
序号：174
姓名: 承俊龙
职务: 副支队长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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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55
序号：175
姓名: 李续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6
序号：176
姓名: 刘作文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7
序号：177
姓名: 万铁柱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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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8
序号：178
姓名: 姚家旺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姚家(加)旺电话： 022-23353922 转 21950、022-63222219（宅）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59
序号：179
姓名: 王大水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王大水电话：022-23353922 转 2195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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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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0
序号：180
姓名: 韩树群
职务: 原警察
单位: 大港公安分局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99 号 邮编: 300270
电话: 022-25984834、022-25991462、022-63222061-81902
韩树群: 022-25990056、13820027066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1
序号：181
姓名: 张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大港区千米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津岐路东千米桥北 100 米大港电厂对过 邮编:300272
电话：022-25936543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2
序号：182
姓名: 汪宝利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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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区二道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海滨街 邮编: 300280
电话: 022-25924356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4
序号：183
姓名: 周远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石化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石化公司(乙烯厂旁 200 米) 邮编:300271
电话/传真: 022-63276131
周远: 022－6208177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5
序号：184
姓名: 李永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石化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石化公司(乙烯厂旁 200 米) 邮编:300271
电话/传真: 022-6327613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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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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6
序号：185
姓名: 尚慧飞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石化公司党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石化公司(乙烯厂旁 200 米) 邮编:300271
电话/传真: 022-63276131
尚慧飞: 022－6208192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7
序号：186
姓名: 陈丽英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石化公司党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石化公司(乙烯厂旁 200 米) 邮编:300271
电话/传真: 022-63276131
陈丽英: 022－63804839、022－62083698 13602176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8
序号：187
姓名: 张刘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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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科长,
单位: 石化公司公安处政保科, 现天津市港南治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石化公司(乙烯厂旁 200 米) 邮编:300271
电话/传真: 022-63276131
张刘锁: 022-2592321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69
序号：188
姓名: 宋广祥
职务:
单位: 石化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大港区石化公司(乙烯厂旁 200 米) 邮编:300271
电话/传真: 022-6327613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0
序号：189
姓名: 米金康
职务: 主任
单位: 石化公司化纤厂党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西 邮编:300271
电话： 022-63805810, 传真： 022-2599009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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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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1
序号：190
姓名: 耿建忠
职务: 书记
单位: 石化公司化纤厂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西 邮编:300271
电话： 022-63805810, 传真： 022-2599009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2
序号：191
姓名: 张志强
职务:
单位: 石化公司化纤保卫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西 邮编:300271
电话： 022-63805810, 传真： 022-2599009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3
序号：192
姓名: 钱军
职务:
单位: 大港油田公安处 (天津市港南治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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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港南治安分局（企业公安处改制后的单位名称）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大港油田三号院 邮编:300280
电话: 022-25923215 (0222592321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4
序号：193
姓名: 郭玲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5
序号：194
姓名: 刘静
职务: 警察
单位: 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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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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6
序号：195
姓名: 刘金兰
职务: 警察
单位: 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7
序号：196
姓名: 冯静
职务: 警察
单位: 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78
序号：197
姓名: 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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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单位: 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480
序号：198
姓名: 夏春丽
职务: 警察
单位: 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 31─4 信箱 邮编:300278
电话: 022-63251609，022-63253728（監察科）、传真：022-63251157
一大队电话: 022-632590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8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油田、大港区石化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0

编号: 22655
序号：199
姓名: 许步荣
职务: 监狱长(警号 1208001)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长 许步荣：22-62071002，22-62071011(此 2 号系推测), 022-- 62071018 6207102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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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22656
序号：200
姓名: 刘义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大北派出所（镇政府院内） 邮编:301500
宁河县公安局 电话: 022-695912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滨海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35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会月一家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

编号: 22916
序号：201
姓名: 董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电话︰022-26392185、值班室：022-26390505
董平手机︰1350202888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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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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2917
序号：202
姓名: 许友兵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电话︰022-26392185、值班室：022-2639050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1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2918
序号：203
姓名: 王存永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国保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电话︰022-26392185、值班室：022-26390505
王存永手机︰1392078086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1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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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9
序号：204
姓名: 许和全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国保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电话︰022-26392185、值班室：022-2639050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1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2920
序号：205
姓名: 李贵德 （音）
职务: 警官
单位: 天津北辰公安分局预审科办案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李贵德 （音）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电话 022-2682988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编号: 22921
序号：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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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程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邮编：300400
办公电话：022-26646104 电话 022-266465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编号: 22922
序号：207
姓名: 郭玉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邮编：300400
办公电话：022-26646104 电话 022-266465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编号: 22923
序号：208
姓名: 梁斌
职务: 办案警官
单位: 天津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邮编：300400
办公电话：022-26646104 电话 022-2664657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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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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编号: 22924
序号：209
姓名: 刘峰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 北辰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电话：022-26817433 022-2681743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2925
序号：210
姓名: 任毅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卓远慈济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西青区曹庄 邮编：300380
联系电话：022-2751354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滑连友、田宗丽夫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1

编号: 22926
序号：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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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从起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薛从起：13920815222, 办 022-63222061 接 81204, 宅电 022-63399356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22927
序号：212
姓名: 李文英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李文英：13802112318, 宅 022-63218878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22928
序号：213
姓名: 高洪景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大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 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0514 总机：022-23353922（转）、分局分机 022-63222061
高洪景：13803006009 办公 022-63222061 接 81205 宅电 022-2599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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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6 o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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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22929
序号：214
姓名: 张国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91462 监督电话：022-25984834
张国民 (音)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编号: 22930
序号：215
姓名: 王从河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港区胜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迎新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91462 监督电话：022-2598483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瑞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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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1
序号：216
姓名: 郭连生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果园中道
邮编：300400
电话： 022-26350530（区委）、（022）26393429（法制办）转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3542
序号：217
姓名: 王淑香
职务: 女管教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 北辰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电话：022-26817433 022-2681743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3543
序号：218
姓名: 王维伦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普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辰区新宜白大道万科花园院内
邮编：3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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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6713386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良、范金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0

编号: 25237
序号：219
姓名: 佘国栋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29 号
邮编：300300
电话：022-24390518 022-2439080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38
序号：220
姓名: 孙兆敏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29 号
邮编：300300
电话：022-24390518 022-24390800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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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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39
序号：221
姓名: 韩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五马路 78 增 1 号
邮编：300142
电话：022-26360381
电话：26287644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40
序号：222
姓名: 孟祥海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五马路 78 增 1 号
邮编：300142
电话：022-26360381
代理检察官：孟祥海 022-26360352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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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41
序号：223
姓名: 郝树龙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 17 号
邮编：300141
电话：022-26243688 26011811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42
序号：224
姓名: 李金柱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 17 号
邮编：300141
电话：022-26243688 26011811
法官李金柱：022-2635183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44
序号：225
姓名: 刘云生
职务: 党委书记、董事长
单位: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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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396 号
邮编：300301
电话：022-24801063 24802183 2480175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45
序号：226
姓名: 李强
职务: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单位: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396 号
邮编：300301
电话：022-24801063 24802183 24801757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46
序号：227
姓名: 吴杰军
职务: 党委副书记
单位: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396 号
邮编：300301
电话：022-24801063 24802183 2480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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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编号: 25247
序号：228
姓名: 姚奎彦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挂甲寺街道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911 022-28024603 28024625
单位系统:
城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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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