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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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51   (序号：1) 
姓名: 胡志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东区政法委 
      天津市河东区东兴路 7 号第六大道党政机关办公区  河东区政法委 
       邮编：3001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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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3452   (序号：2) 
姓名: 于振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东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河东区东兴路 111 号 河东区公安分局 
       邮编：3001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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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3453   (序号：3) 
姓名: 郑立泉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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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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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检察院 
      天津市河东区十五经路 8 号  河东区检察院  
       邮编：3001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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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3454   (序号：4) 
姓名: 周宏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东区法院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40 号增 16 号 河东区法院 
       邮编：30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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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3455   (序号：5) 
姓名: 朱志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东区看守所 
      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崂山道延长线河东分局东院 
       邮编：3001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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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3457   (序号：6) 
姓名: 刘杰（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东区鲁山道派出所 
      天津市河东区太阳城云丽北道 5 号  鲁山道派出所  
       邮编：3002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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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3458   (序号：7) 
姓名: 刘海利 
职务: 办案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东区鲁山道派出所 
      天津市河东区太阳城云丽北道 5 号  鲁山道派出所  
       邮编：3002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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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韩淑娟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3 

编号: 134191   (序号：8) 
姓名: 张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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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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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磊--2021（第 177 号）-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2 

编号: 134192   (序号：9) 
姓名: 王国统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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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磊--2021（第 177 号）-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2 

编号: 134333   (序号：10) 
姓名: 李海峰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道 426 号  武清区法院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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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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34   (序号：11) 
姓名: 任庆明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武清区检察院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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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4335   (序号：12) 
姓名: 唐明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武清区检察院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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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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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36   (序号：13) 
姓名: 信衍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武清公安分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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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4337   (序号：14) 
姓名: 程朴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武清公安分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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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38   (序号：15) 
姓名: 周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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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武清公安分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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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40   (序号：16) 
姓名: 张伟（5）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南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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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41   (序号：17) 
姓名: 王龙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南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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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42   (序号：18) 
姓名: 张海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南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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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43   (序号：19) 
姓名: 张炯亮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南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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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344   (序号：20) 
姓名: 王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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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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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海峰--2021（第 184 号）-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3 

编号: 134876   (序号：21) 
姓名: 李荣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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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4877   (序号：22) 
姓名: 韩彦 
职务: 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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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4878   (序号：23) 
姓名: 杨建全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武清公安分局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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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4880   (序号：24) 
姓名: 陈宝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派出所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京津公路 2 号  河西务派出所 
       邮编：3017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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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4881   (序号：25) 
姓名: 胡凯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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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派出所 
      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京津公路 2 号  河西务派出所 
       邮编：3017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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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5491   (序号：26) 
姓名: 郭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政法委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370 号区政府大楼 11 楼  北辰区政法委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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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492   (序号：27) 
姓名: 林家欣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政法委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370 号区政府大楼 11 楼  北辰区政法委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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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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493   (序号：28) 
姓名: 梁斌（2） 
职务: 预审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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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494   (序号：29) 
姓名: 李军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泰来道 5 号   集贤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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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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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495   (序号：30) 
姓名: 李本杨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泰来道 5 号   集贤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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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496   (序号：31) 
姓名: 管玉忠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泰来道 5 号   集贤里派出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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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497   (序号：32) 
姓名: 齐进喜 
职务: 警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派出所 
      天津市北辰区泰来道 5 号   集贤里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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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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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499   (序号：33) 
姓名: 王家旺 
职务: 综治办头子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综治办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与延吉道交口北 北仓镇政府综治办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500   (序号：34) 
姓名: 闫旭彤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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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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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501   (序号：35) 
姓名: 张欣欣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8 号  北辰区检察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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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502   (序号：36) 
姓名: 张磊（3）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 号 北辰区法院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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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编号: 135503   (序号：37) 
姓名: 杨振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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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 北辰公安分局 
      邮编：30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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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北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江山、王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3 

 


	责任人 - 地区: 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