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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人 - 地区: 天津;  

编号: 116499   (序号：1) 

姓名: 李秀林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0   (序号：2) 

姓名: 周岚山 

职务: 党委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1   (序号：3) 

姓名: 高恭赞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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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2   (序号：4) 

姓名: 葛毅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3   (序号：5) 

姓名: 刘继芬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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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4   (序号：6) 

姓名: 李玉环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5   (序号：7) 

姓名: 丁福东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6   (序号：8) 

姓名: 李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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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局长李秀林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 

编号: 116509   (序号：9) 

姓名: 刘玉霞 

职务: 管教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文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 

追查天津市板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承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 

编号: 116510   (序号：10) 

姓名: 刘俊英 

职务: 二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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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文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 

追查天津市将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 

编号: 116511   (序号：11) 

姓名: 马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文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 

编号: 116512   (序号：12) 

姓名: 王树广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公安分局 

      天津津南区咸水沽体育场路 19 号 津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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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文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 

编号: 117457   (序号：13) 

姓名: 周一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卫生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卫生局局长张润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1 

编号: 117459   (序号：14) 

姓名: 张继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7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窦桂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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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460   (序号：15) 

姓名: 孙健华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政法委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大港区政法委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窦桂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82 

编号: 117461   (序号：16) 

姓名: 尚先秋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政法委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大港区政法委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窦桂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82 

编号: 117462   (序号：17) 

姓名: 谷绍发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政法委 

      天津市大港区迎宾街道迎宾街 83 号  大港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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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窦桂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82 

编号: 117463   (序号：18) 

姓名: 王学顺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大港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7 

编号: 117464   (序号：19) 

姓名: 程俊龙 

职务: 国保支队副队长（主抓迫害法轮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 14 号 大港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8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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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7 

编号: 117466   (序号：20) 

姓名: 陈艳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板厂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窦桂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82 

编号: 117468   (序号：21) 

姓名: 刘体霞 

职务: 一大队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板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承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 

编号: 117469   (序号：22) 

姓名: 郝维 

职务: 一大队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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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板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承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 

编号: 117470   (序号：23) 

姓名: 张春艳 

职务: 二大队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女子劳教所（天津市女子劳教所，板桥女子劳教所） 

      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 

       邮编：3002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板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承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 

编号: 117472   (序号：24) 

姓名: 郑子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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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板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承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 

编号: 117474   (序号：25) 

姓名: 李建军（2） 

职务: 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板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承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 

编号: 117475   (序号：26) 

姓名: 罗昭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监狱管理局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将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 

编号: 117476   (序号：27) 

姓名: 郭忠华 

职务: 政委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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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监狱管理局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将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 

编号: 117477   (序号：28) 

姓名: 李泽明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天津市女子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将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 

编号: 117478   (序号：29) 

姓名: 魏新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天津市女子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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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将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 

编号: 117479   (序号：30) 

姓名: 闫静珍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天津市女子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将法轮功学员薛桂清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 

编号: 117481   (序号：31) 

姓名: 胡家园 

职务: 一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双口教育矫治所（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西 8 公里  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板桥、北辰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礼乔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9 

编号: 122334   (序号：32) 

姓名: 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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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八分区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梨园头监狱、天津港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卫广华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2 

编号: 122335   (序号：33) 

姓名: 吕其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2 

编号: 122336   (序号：34) 

姓名: 于雷（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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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2 

编号: 122337   (序号：35) 

姓名: 井和顺 

职务: 政保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2 

编号: 122339   (序号：36) 

姓名: 朱增祥 

职务: 镇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0   (序号：37) 

姓名: 李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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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镇政法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3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2   (序号：38) 

姓名: 李宝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3   (序号：39) 

姓名: 倪景青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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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5   (序号：40) 

姓名: 刘胜扶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总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7   (序号：41) 

姓名: 蔡玉如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小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飞、刘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5 

编号: 122349   (序号：42) 

姓名: 罗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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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0   (序号：43) 

姓名: 张波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1   (序号：44) 

姓名: 邢全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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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352   (序号：45) 

姓名: 吴绍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3   (序号：46) 

姓名: 姚玉发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4   (序号：47) 

姓名: 周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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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5   (序号：48) 

姓名: 吕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6   (序号：49) 

姓名: 张广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戒毒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7   (序号：50) 

姓名: 葛健 

职务: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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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戒毒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8   (序号：51) 

姓名: 陈芳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戒毒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公安分局马场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何亚娜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5 

编号: 122359   (序号：52) 

姓名: 吴松林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9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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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0   (序号：53) 

姓名: 沈志明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9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1   (序号：54) 

姓名: 韩燕生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9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3   (序号：55) 

姓名: 李宝成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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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静海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4   (序号：56) 

姓名: 周金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5   (序号：57) 

姓名: 刘凤鸣 

职务: 副局长 (主要负责 610 工作)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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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366   (序号：58) 

姓名: 孟凡兴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7   (序号：59) 

姓名: 刘同元 

职务: 国保支队 (负责 610 工作)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69   (序号：60) 

姓名: 黄淑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环卫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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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0   (序号：61) 

姓名: 罗家成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环卫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6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2   (序号：62) 

姓名: 陈颜忠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1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3   (序号：63) 

姓名: 沈德军 

职务: 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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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1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5   (序号：64) 

姓名: 刘顺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花园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6   (序号：65) 

姓名: 李凯 

职务: 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花园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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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8   (序号：66) 

姓名: 张奎清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79   (序号：67) 

姓名: 沈志淇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80   (序号：68) 

姓名: 曹连升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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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静海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82   (序号：69) 

姓名: 焦立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静海县西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静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家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0 

编号: 122385   (序号：70) 

姓名: 张志刚（2）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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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386   (序号：71) 

姓名: 刘书瀚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7   (序号：72) 

姓名: 杨洪涛 

职务: 学工部保卫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8   (序号：73) 

姓名: 杨富栓 

职务: “610 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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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89   (序号：74) 

姓名: 张国旺 

职务: 物流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0   (序号：75) 

姓名: 王侃 

职务: 物流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1   (序号：76) 

姓名: 赵帅 

职务: 物流管理系一年级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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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商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8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2   (序号：77) 

姓名: 侯庆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3   (序号：78) 

姓名: 王守宾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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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4   (序号：79) 

姓名: 刘明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5   (序号：80) 

姓名: 张伟（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6   (序号：81) 

姓名: 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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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7   (序号：82) 

姓名: 张顺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8   (序号：83) 

姓名: 高乘源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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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399   (序号：84) 

姓名: 王允哲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400   (序号：85) 

姓名: 朱健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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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401   (序号：86) 

姓名: 杨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402   (序号：87) 

姓名: 张浩（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403   (序号：88) 

姓名: 高雪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龙泉道  佳荣里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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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商业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冯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5 

编号: 122404   (序号：89) 

姓名: 魏巍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渔山劳教所（蓟县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34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编号: 122405   (序号：90) 

姓名: 王立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渔山劳教所（蓟县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34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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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406   (序号：91) 

姓名: 陆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蓟县渔山劳教所（蓟县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34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编号: 122408   (序号：92) 

姓名: 刘为群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天津铁三院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编号: 122409   (序号：93) 

姓名: 王洪宇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天津铁三院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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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编号: 122410   (序号：94) 

姓名: 王云鹏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天津铁三院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编号: 122411   (序号：95) 

姓名: 张扬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天津铁三院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0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才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3 

编号: 122518   (序号：96) 

姓名: 王志合 

职务: 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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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光明路 78 号 宁河区政法委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元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85 

编号: 122712   (序号：97) 

姓名: 吴锡利 

职务: 天津市柳通纺织品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津西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西监狱 

      天津市西杨柳青柳霞路 9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0 

      天津市柳通纺织品加工有限公司 

      西青区杨柳青镇柳霞路 9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15   (序号：98) 

姓名: 张桂华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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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新星阀门厂 

      天津津淄公路梨园头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18   (序号：99) 

姓名: 甘长建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玛钢厂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20   (序号：100) 

姓名: 刘洪来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津港自行车架子厂 

      天津大港板桥港北监狱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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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658   (序号：101) 

姓名: 董家禄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天津市公安局 

       邮编：30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59   (序号：102) 

姓名: 张健（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0   (序号：103) 

姓名: 侯庆利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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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1   (序号：104) 

姓名: 李树银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2   (序号：105) 

姓名: 王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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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3   (序号：106) 

姓名: 王存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11 号  北辰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5   (序号：107) 

姓名: 贾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245 号  天穆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6   (序号：108) 

姓名: 马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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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245 号  天穆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7   (序号：109) 

姓名: 古正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红桥区检察院 

      地址 1：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南路 50 号  红桥区检察院 

       邮编：300133 

        

       地址 2：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201 号 红桥区检察院 

       邮编：300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5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8   (序号：110) 

姓名: 刘洁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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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监狱管理局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4669   (序号：111) 

姓名: 孙国军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天津市女子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雪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1 

编号: 125452   (序号：112) 

姓名: 李瑞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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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年伏-2020（第 001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6 

编号: 125453   (序号：113) 

姓名: 于永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三马路 59 号  广开派出所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编号: 125454   (序号：114) 

姓名: 张猛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三马路 59 号  广开派出所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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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编号: 125455   (序号：115) 

姓名: 边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三马路 59 号  广开派出所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编号: 125456   (序号：116) 

姓名: 张伟（3）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三马路 59 号  广开派出所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编号: 125457   (序号：117) 

姓名: 王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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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三马路 59 号  广开派出所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编号: 125458   (序号：118) 

姓名: 韩鲁红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金洪 -2020（第 0081 号）-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3 

编号: 125459   (序号：119) 

姓名: 范晶晶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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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厚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43 

编号: 125783   (序号：120) 

姓名: 吴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5784   (序号：121) 

姓名: 陈勇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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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5785   (序号：122) 

姓名: 王彦之 

职务: 警察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5786   (序号：123) 

姓名: 张玉庆 

职务: 警察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华苑派出所 

      邮编：3003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5787   (序号：124) 

姓名: 高振江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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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邮编：3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5788   (序号：125) 

姓名: 徐同合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3001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5789   (序号：126) 

姓名: 黄新华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 188 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30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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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俊玲、李景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6 

编号: 126624   (序号：127) 

姓名: 赵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公安分局（宁河县公安分局）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宁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景忠、董树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4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刚-2020（第 0021 号）-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01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0 

编号: 126625   (序号：128) 

姓名: 王建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检察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沿河路 1 号 宁河区检察院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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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景忠、董树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4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刚-2020（第 0021 号）-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01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0 

编号: 126626   (序号：129) 

姓名: 于盛乐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法院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区法院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景忠、董树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41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0 

编号: 127070   (序号：130) 

姓名: 王滨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0 

      天津市南开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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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年伏-2020（第 001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6 

编号: 127071   (序号：131) 

姓名: 翟国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兴南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纬路 31 号  兴南派出所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年伏-2020（第 001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6 

编号: 127072   (序号：132) 

姓名: 商培斌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兴南派出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纬路 31 号  兴南派出所 

      邮编：30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年伏-2020（第 001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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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074   (序号：133) 

姓名: 胡庆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港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年伏-2020（第 001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6 

编号: 127075   (序号：134) 

姓名: 张国强（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港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年伏-2020（第 001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6 

编号: 127076   (序号：135) 

姓名: 石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建设路三号  芦台派出所 

       邮编：3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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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刚-2020（第 0021 号）-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