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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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编号: 133593   (序号：1) 
姓名: 张中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汇通路   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邮编：030600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中都北路 361 号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申建军 --2021（第 152 号）-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9 

编号: 133595   (序号：2) 
姓名: 张宝（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新华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申建军 --2021（第 152 号）-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9 

编号: 133596   (序号：3) 
姓名: 张雪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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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政法委 
      山西省晋中市迎宾西路 区政法委  
       邮编: 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申建军 --2021（第 152 号）-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9 

编号: 133598   (序号：4) 
姓名: 李秀清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晋中市迎宾西路 区政法委  
       邮编: 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申建军 --2021（第 152 号）-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9 

编号: 134453   (序号：5) 
姓名: 王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政法委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双塔北路 298 号  临猗县政法委 
       邮编：04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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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1 

编号: 134455   (序号：6) 
姓名: 刘军宁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检察院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府西街 861 号  临猗县检察院 
       邮编：04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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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1 

编号: 134457   (序号：7) 
姓名: 师晓彬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检察院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后土大道 1 号   万荣县检察院 
       邮编：04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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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1 

编号: 134459   (序号：8) 
姓名: 樊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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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法院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后土大道北侧   万荣县法院 
       邮编：04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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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1 

编号: 134460   (序号：9) 
姓名: 薛印端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法院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后土大道北侧   万荣县法院 
       邮编：04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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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1 

编号: 134465   (序号：10) 
姓名: 李新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政法委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路 81 号  太原市政法委  
       邮编：03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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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晋东 --2022（第 014 号）-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7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冀德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4 

编号: 134466   (序号：11) 
姓名: 张小鹏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路 81 号  太原市政法委  
       邮编：03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67   (序号：12) 
姓名: 杜志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政法委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街 99 号   杏花岭区政法委     
       邮编：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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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68   (序号：13) 
姓名: 魏鲁培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南街 11 号  杏花岭公安分局 
       邮编：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70   (序号：14) 
姓名: 孙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 130 号  鼓楼派出所  
       邮编：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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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471   (序号：15) 
姓名: 贺俊义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 130 号  鼓楼派出所  
       邮编：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72   (序号：16) 
姓名: 刘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 130 号  鼓楼派出所  
       邮编：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73   (序号：17) 
姓名: 张胜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 130 号  鼓楼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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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74   (序号：18) 
姓名: 史媛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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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75   (序号：19) 
姓名: 吴军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79 号   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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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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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477   (序号：20) 
姓名: 吴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庙前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水渠巷 3 号  庙前派出所   
       邮编：03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932   (序号：21) 
姓名: 张晋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迎泽区检察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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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晓琴--2021（第 220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林海 --2022（第 009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晋东 --2022（第 014 号）-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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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4933   (序号：22) 
姓名: 任君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迎泽区检察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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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晓琴--2021（第 220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7 

编号: 134935   (序号：23) 
姓名: 李峰（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文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晓琴--2021（第 220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7 

编号: 134936   (序号：24) 
姓名: 王树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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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东街 9 号  迎泽区公安分局  
       邮编：03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晓琴--2021（第 220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林海 --2022（第 009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4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4937   (序号：25) 
姓名: 岳旭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政法委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云路街 15 号    迎泽区政法委   
       邮编：03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晓琴--2021（第 220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林海 --2022（第 009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4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4984   (序号：26) 
姓名: 马鹏亚 
职务: 刑庭责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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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紫金东街 259 号  潞州区法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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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86   (序号：27) 
姓名: 徐媛媛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检察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北路 143 号  潞州区检察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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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87   (序号：28) 
姓名: 陈建龙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检察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北路 143 号  潞州区检察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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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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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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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88   (序号：29) 
姓名: 宋世剑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检察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北路 143 号  潞州区检察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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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90   (序号：30) 
姓名: 许旭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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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91   (序号：31) 
姓名: 李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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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93   (序号：32) 
姓名: 马锐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西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94   (序号：33) 
姓名: 宋加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西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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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4996   (序号：34) 
姓名: 刘忠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政法委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太行东街 66 号  潞州区政法委  
       邮编：046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4998   (序号：35) 
姓名: 程树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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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75   (序号：36) 
姓名: 韩春霖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政法委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76   (序号：37) 
姓名: 韩俊生 
职务: 头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77   (序号：38) 
姓名: 曾涛（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政法委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麟绛东大街 53 号 屯留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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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4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7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79   (序号：39) 
姓名: 周广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长直市屯留区麟绛西大街 36 号  屯留区公安分局  
       邮编：04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0   (序号：40) 
姓名: 崔勇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长直市屯留区麟绛西大街 36 号  屯留区公安分局  
       邮编：04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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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1   (序号：41) 
姓名: 李万喜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长直市屯留区麟绛西大街 36 号  屯留区公安分局  
       邮编：04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2   (序号：42) 
姓名: 张晓林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检察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北路 143 号  潞州区检察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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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3   (序号：43) 
姓名: 王建宏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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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紫金东街 259 号  潞州区法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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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4   (序号：44) 
姓名: 张有权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紫金东街 259 号  潞州区法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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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5   (序号：45) 
姓名: 黄河龙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紫金东街 259 号  潞州区法院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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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7   (序号：46) 
姓名: 梁迷庆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长潞公安分局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  长潞公安分局  
       邮编：046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8   (序号：47) 
姓名: 申俊山 
职务: 头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9   (序号：48) 
姓名: 史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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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91   (序号：49) 
姓名: 申珺琴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检察院 
      山西省长治市英雄北路 240 号   郊区检察院   
       邮编：046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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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93   (序号：50) 
姓名: 张先智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英雄北路 236 号  郊区法院  
       邮编：046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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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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94   (序号：51) 
姓名: 李军（2）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法院 
      山西省长治市英雄北路 236 号  郊区法院  
       邮编：046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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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96   (序号：52) 
姓名: 梁志刚 
职务: 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王庄煤矿公安科 
      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故县   潞安集团王庄煤矿公安科 
       邮编：046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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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598   (序号：53) 
姓名: 周国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迎泽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林海 --2022（第 009 号）-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晋东 --2022（第 014 号）-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7 

编号: 135618   (序号：54) 
姓名: 张鹏（2）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迎泽区检察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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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晋东 --2022（第 014 号）-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7 

编号: 135619   (序号：55) 
姓名: 张皓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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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迎泽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迎泽派出所   
       邮编：0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晋东 --2022（第 014 号）-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7 

编号: 135620   (序号：56) 
姓名: 荣旺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第三看守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水峪村  太原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0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晋东 --2022（第 014 号）-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7 

编号: 135697   (序号：57) 
姓名: 张利兵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长风东街 3 号  长风东派出所   
       邮编：0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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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5699   (序号：58) 
姓名: 解永峰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小区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兴华小区竹园 5 号楼  兴华小区派出所 
       邮编：03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5700   (序号：59) 
姓名: 王晋斌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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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5701   (序号：60) 
姓名: 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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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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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5702   (序号：61) 
姓名: 李弦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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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5703   (序号：62) 
姓名: 薛玮泽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6 号  迎泽区法院   
       邮编：03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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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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兰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3 

编号: 135796   (序号：63) 
姓名: 贺薇 
职务: 公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南路后王西街 88 号  万柏林区检察院 
       邮编：0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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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冀德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4 

编号: 136067   (序号：64) 
姓名: 曲信奇 
职务: 刑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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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68   (序号：65) 
姓名: 刘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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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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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69   (序号：66) 
姓名: 楼峻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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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70   (序号：67) 
姓名: 马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 79 号   芝罘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2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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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71   (序号：68) 
姓名: 张海燕（2）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 79 号   芝罘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2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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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72   (序号：69) 
姓名: 姜清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派出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三街 15 号  凤凰台派出所 
      邮编：2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73   (序号：70) 
姓名: 辛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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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派出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三街 15 号  凤凰台派出所 
      邮编：2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74   (序号：71) 
姓名: 蔡浩礼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610）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 78 号 
      邮编：26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3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76   (序号：72) 
姓名: 张忠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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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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责任人 - 地区: 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