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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编号: 28542
序号：1
姓名: 张家星
职务: 区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734 号。
邮编：300450，电话：22-2589289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编号: 28543
序号：2
姓名: 张文利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处理法轮功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新村街道新村向阳里。邮编：300450，电话：22-66206019,
610 办公室人员张文利：1380217181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编号: 28544
序号：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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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吕长贵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0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66889061 022-25890114 E-Mail：tjs761@sina.com
局长吕长贵: 022-668809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28545
序号：4
姓名: 丁建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21 号。
邮编 300450，电话：22-66889061
副局长丁建（家）22-2585557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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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8546
序号：5
姓名: 陈斌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21 号。
邮编 300450，电话：22-66889061
副局长陈斌: （家）22-258795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编号: 28547
序号：6
姓名: 郭富刚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21 号。
邮编 300450，电话：22-66889061
副局长郭富刚: （家）22- 253081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编号: 28548
序号：7
姓名: 于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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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21 号。
邮编 300450，电话：22-66889061
国保支队支队长于雷: 国保支队电话 ：22-65300923 手机 139203179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编号: 28549
序号：8
姓名: 韩勇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0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66889061 022-25890114 E-Mail：tjs761@sina.com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韩勇: 电话 022-65300923 22-66889082、22-668890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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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8550
序号：9
姓名: 李振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0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66889061 022-25890114 E-Mail：tjs761@sina.com
警察李振民: 022-6688906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28551
序号：10
姓名: 于新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21 号。
邮编 300450，电话：22-6688906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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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8552
序号：11
姓名: 杨广慧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21 号。
邮编 300450，电话：22-6688906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编号: 28553
序号：12
姓名: 宋春香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大连道 1265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传达室 022-65270911
院长宋春香：022-65270911 022-65270978 022-2589734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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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8554
序号：13
姓名: 郑茂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 48 号
（甘肃路 8 号）。邮编 300450，电话： 22-25344337，22-66300507
副所长郑茂盛: 手机 138205613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编号: 28555
序号：14
姓名: 冯志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 48 号（甘肃路 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25344337 022-66300507 022-65300666
警察冯志平: 022-663005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28556
序号：15
姓名: 司东卫 （1）
职务: 警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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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东沽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东沽二道桥十八号。
邮编 300450，电话： 22-65260494， 22-66916850， 22-66915956， 22-669168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编号: 28557
序号：16
姓名: 刘文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疆治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区河口街 2-37 号。
邮编：300452，电话：22-25808334，
局长刘文林: 电话：办 22－66919421 ，宅 22－258092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编号: 28558
序号：17
姓名: 刘文清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
邮编：300270 电话： 22-63251823（门房），22-63251619（办公室），
22-63251069（管教科）
所长刘文清: 手机：1351292666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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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5

编号: 29636
序号：18
姓名: 郭炜
职务: 副局长, 原天津市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副监狱长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市辖区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邮编：30042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电话：022-27347336；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监察室的电话：022－27351374
监狱局副局长郭炜 022-23946522，手机：13820842561
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微山路四季馨园 12-1-40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编号: 29637
序号：19
姓名: 周书华
职务: 财务部副处长 (原天津市滨海监狱五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市辖区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邮编：30042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电话：022-27347336；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监察室的电话：022－2735137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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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3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编号: 29638
序号：20
姓名: 陈国茹
职务: 生产处长 (原天津市滨海监狱副监狱长)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市辖区南开区南门外大街 228 号 邮编：30042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电话：022-27347336；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监察室的电话：022－27351374
陈国茹 022-23555560 13920810129 住址： 河西区黑牛城道尊园 3-1-70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3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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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29639
序号：21
姓名: 段继存
职务: 原副监狱长（退居二线，推行地锚酷刑恶警之一）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地址: 监狱管理局； 天津 南开区 南门外大街 228 号
邮编:300100
电话: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022-27347336 022-27355454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监察室的电话：022－27351374
段继存 13752459658 住址：河北区革新道汇光里 4-18-40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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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3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编号: 29640
序号：22
姓名: 宋学森
职务: 教导员, 副监区长 (警号 1208219)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五大队：22-62071151，22-62071057
教导员 宋学森：家住塘沽区新北公路新馨家园 5-1401，电话 22-6523045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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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9641
序号：23
姓名: 刘超
职务: 警察, 队长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五大队：22-62071151，22-62071057
恶警 刘超（迫害朱文华致死）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29642
序号：24
姓名: 祁书海
职务: 警卫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五大队：22-62071151，22-62071057
警卫大队副大队长 祁书海：(警号 1208112，对大法弟子甚是嚣张）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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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9643
序号：25
姓名: 黄毅
职务: 恶警, 队长 （警号 1208191）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五大队：22-62071151，22-62071057
恶警 黄毅：1310211975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29644
序号：26
姓名: 赵书全
职务: 六大队大队长, 警卫大队队长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六大队大队长 赵书全：22-63308256（外号叫赵大棍子）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29645
序号：2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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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港
职务: 八大队大队长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八大队：22-62071190 大队长 刘港 (推行地锚酷刑恶警之一)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编号: 29646
序号：28
姓名: 樊雅胜
职务: 八大队中队长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 (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八大队：22-62071190 中队长 樊雅胜：22-2740094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6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3

编号: 30199
序号：29
姓名: 蔡培林
职务: 政委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监狱管理局； 天津 南开区 南门外大街 228 号
邮编:300100
电话: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022-27347336 022-27355454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监察室的电话：022－2735137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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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9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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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30200
序号：30
姓名: 何嘉奇
职务: 八监区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港北监狱电话：022-62071158 022─62071156 022-6325105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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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30201
序号：31
姓名: 王丹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河西南京路５４号
邮编:300000
电话: 大营门派出所 23129200
王丹，家庭住址：和平区荣安大街蓉芳里 3-4-401.电话号码：139206445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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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22

编号: 30381
序号：32
姓名: 王玉燕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 A 座 25 楼 邮编： 30045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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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编号: 30382
序号：33
姓名: 冯云翔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塘沽区大连道 181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25861253 022-25861254
检察长冯云翔: 住 福州道丽水园 11 栋 2 号 022-258929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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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0383
序号：34
姓名: 刘传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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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渤海石油滨海新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石油北路 30 号 邮编：30045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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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2

编号: 30731
序号：35
姓名: 杨鲜才
职务: 科长
单位: 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原公安处政保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新港海河闸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7401
天津市塘沽区渤海石油路 688 号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0114
杨鲜才：电话：,022-66916603，住渤海石油新村三区 91 栋 901 室，宅电：022-66912896
女儿家地址，天津开发区桐景园 30 门 201 室，电话 022-6622067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732
序号：36
姓名: 李子发
职务: 总经理
单位: 天津市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新港海河闸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7401
天津市塘沽区渤海石油路 688 号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011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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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733
序号：37
姓名: 安学芬
职务: 书记, 纪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渤海公司党委、纪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新港海河闸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7401
天津市塘沽区渤海石油路 688 号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01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734
序号：38
姓名: 刘文林
职务: 处长
单位: 天津市渤海石油公司公安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新港海河闸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7401
天津市塘沽区渤海石油路 688 号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0114
刘文林：办 022-669194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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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735
序号：39
姓名: 杨三才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渤海石油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册地址：中国天津新港海河闸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7401
天津市塘沽区渤海石油路 688 号 邮编：300452
电话：022-25800114
杨三才：办 022-66919422
家庭住址： 石油新村三區 92 棟和濱海新村興海園一期 4 棟， 宅電 022-6691742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736
序号：40
姓名: 傅成玉
职务: 总经理
单位: 天津市中国海洋总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朝门北大街 25 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84521010， 010-8452104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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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737
序号：41
姓名: 魏君超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中国海洋总公司办公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朝门北大街 25 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84521010， 010-84521044
魏君超：办 022-25801700，022-25801930， 022-25801756（这是渤海石油公司电话）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738
序号：42
姓名: 常艳华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渤海石油公司建工新村, 农工新村两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朝门北大街 25 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84521010， 010-84521044
渤海石油公司建工新村和农工新村两区委会： 天津市塘沽区渤海石油街建工新村和农工新村两区居
委会邮编：3004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3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杨鲜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

编号: 30863
序号：43
姓名: 陈国儒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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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编号: 30864
序号：44
姓名: 王剑锋
职务: 服刑人员（天津市河北区人）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65
序号：45
姓名: 张笛
职务: 服刑人员（天津市东丽区人）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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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66
序号：46
姓名: 冯杰
职务: 服刑人员（天津市南开区人）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67
序号：47
姓名: 张庆国
职务: 服刑人员（河北省唐山市人）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68
序号：48
姓名: 张仕林
职务: 原五监区监区长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天津市滨海监狱)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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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原五监区监区长张仕林，警号 1208217，家住河西区三水道三水南里 123-601，
电话号码：022-28175796, 022--6207115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追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和李珊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852

编号: 30869
序号：49
姓名: 骆志国
职务: 一监区监区长 （警号 1208140）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70
序号：50
姓名: 陆志国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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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7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71
序号：51
姓名: 邢承东
职务: 二监区监区长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72
序号：52
姓名: 祖黎明
职务: 五监区二分监区中队长, 二监区副分监区长 （警号 1208237）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祖黎明：家住南开区横江路华宁南里 16-2-23，
号码：022-2336734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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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编号: 30873
序号：53
姓名: 杨中水
职务: 八监区监区长（警号 1208055）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编号: 30874
序号：54
姓名: 周淑华
职务: 六监区（警号 1208056）
单位: 天津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学海路 邮编：300270
监狱电话：22-62071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编号: 30875
序号：55
姓名: 闫青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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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河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 300204
联系电话 （022）58313750,58313751, 58313707
传真：（022）58313707
邮箱：hxqfy@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港北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朱文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4
追查天津市东海派出所、河西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8

编号: 31716
序号：56
姓名: 张锁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天津市滨海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编号: 31717
序号：57
姓名: 张迪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天津市滨海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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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编号: 31718
序号：58
姓名: 张晓月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天津市滨海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编号: 31719
序号：59
姓名: 张建民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天津市滨海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 36 信箱 901 分箱 邮编:30027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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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721
序号：60
姓名: 阎福喜
职务: 原院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道 13 号
邮政编码：300400
联系电话：26390037
办公室：86818249
刑庭：86818220，868181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2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吴殿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15

编号: 32481
序号：61
姓名: 孙春兰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编：300042
电话：022-233260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春兰、散襄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0

编号: 32482
序号：62
姓名: 滕井然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市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天津市“610 办公室”, 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法委)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编：30004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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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2-23325406 日 022-23327097 夜 022-23325294 传真 022-23307259
地址: (市“610”)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2
电话: 022-83607317 日 022-23327097 夜 022-23325294 传真 022-23307259
市“610”办公室主任滕井然: 022-88378268 022-83607317 住 河西区友谊路旭光里 2 号楼 2 门 202 号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春兰、散襄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0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编号: 32483
序号：63
姓名: 王培辉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法委)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 邮编：300042
电话: 022-23325406 日 022-23327097 夜 022-23325294 传真 022-23307259
地址: (市“610”)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2
电话: 022-83607317 日 022-23327097 夜 022-23325294 传真 022-23307259
市“610”副主任王培辉：022-88366744 住河西区白云山路景观花园 22 号楼 2 门 1101 号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春兰、散襄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0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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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485
序号：64
姓名: 冯力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天津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电话: 022-23072069
狱务电话: 022-23072069
监狱长冯力：022-23072069 022-230725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春兰、散襄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0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2486
序号：65
姓名: 师淑花
职务: 四监区大队长
单位: 天津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凌庄道 199 号 邮编：300381
电话：022-23072069 四监区 022-23072074
四监区大队长师淑花（施树花）：022-23072069 四监区 022-2307207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春兰、散襄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0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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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487
序号：66
姓名: 綦奈箐
职务: 四监区中队长
单位: 天津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凌庄道 199 号 邮编：300381
电话：022-23072069 四监区 022-23072074
四监区中队长綦奈箐：022-23072069 四监区 022-2307207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春兰、散襄军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80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编号: 33165
序号：67
姓名: 方建忠
职务: 政法委主任, 原"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蓟县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电话：办公室 022-29142111， 29142612 政法委办公室：022-29142198
方建忠： 022-2914211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6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孔玉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3

编号: 33166
序号：68
姓名: 赵庆国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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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电话：办公室 022-29142111， 29142612 政法委办公室：022-29142198
赵庆国： 13821526060, 宅 022-2903263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6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孔玉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3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33167
序号：69
姓名: 左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薊縣迎賓路 郵編︰301900
电话：82863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6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孔玉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3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33168
序号：70
姓名: 蔡丽华
职务: 看守负责人
单位: 天津市蓟县看守所女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 郵編︰301900
蔡丽华：13752769300
单位系统:公安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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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6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孔玉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3

编号: 33847
序号：71
姓名: 姚建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北区建国道 52 号。
邮编：300010 电子邮件：axdrjphgk5mb@yeah.net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编号: 33848
序号：72
姓名: 邢伟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208 号。
邮编：300150
电话：22-26462622 接待室：22-26352540
值班室：22-26352323 预审科：22-267276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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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849
序号：73
姓名: 毕建辉
职务: 预审科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208 号。
邮编：300150
电话：22-26462622 接待室：22-26352540
值班室：22-26352323 预审科：22-26727676
警察毕建辉：手机：138212097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编号: 33850
序号：74
姓名: 王美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208 号。
邮编：300150
电话：22-26462622 接待室：22-26352540
值班室：22-26352323 预审科：22-26727676
警察王美军：手机：13652176882、 22-267276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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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851
序号：75
姓名: 张立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208 号。
邮编：300150
电话：22-26462622 接待室：22-26352540
值班室：22-26352323 预审科：22-26727676
警察张立：手机：135020382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编号: 33852
序号：76
姓名: 刘睿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北辰区新宜白大道普济河道立交桥下。 邮编：300402 电话：2226309891、26309892、26309893、275356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编号: 33853
序号：7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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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北公安分局新开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河北区南口路 7 号
邮编：300230 电话：22-262185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苗凤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46

编号: 34203
序号：78
姓名: 杜学民
职务: 主任（原任)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清区公安局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与泉发路交口）
邮编：301700
电话：82167110 82167111
传真：821613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0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港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

编号: 34404
序号：79
姓名: 杨成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杭州道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路 8 号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 48 号
电话：022-25344337，022-66300507，65300666
杨成: 1392019645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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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0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

编号: 35021
序号：80
姓名: 李保生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610 办公室” (天津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 7 号，邮编：300142
电话：022-23325406
电话： 022-23327097（日）23325294（夜） 传真 022-2330725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22
序号：81
姓名: 郑会营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跃進路 38 号，邮编：300300
区委电话：022-84375852；022-2439040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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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023
序号：82
姓名: 王东立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兼防范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跃進路 38 号，邮编：300300
区委电话：022-84375852；022-243904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24
序号：83
姓名: 于大端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二线，郵編：300300，
電話：022-249604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5025
序号：84
姓名: 常万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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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二线，郵編：300300，
電話：022-24960407
国保大队警察常万新：13370367155 、1313222691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26
序号：85
姓名: 刘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二线，郵編：300300，
電話：022-2496040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27
序号：86
姓名: 马玉起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二线，郵編：300300，
電話：022-2496040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7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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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28
序号：87
姓名: 刘宝清
职务:
单位: 天津市新立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街新立村，郵編：300300，
電話：022-249990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29
序号：88
姓名: 刘路江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天津市中国民航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津北公路 2898 号，邮编：300300，
总机：022-24092114
保卫处处长：022-2409218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30
序号：89
姓名: 王长杰
职务: 保卫处处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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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中国民航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津北公路 2898 号，邮编：300300，
总机：022-24092114
保卫处处长：022-2409218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31
序号：90
姓名: 于剑
职务: 教务处处长
单位: 天津市中国民航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津北公路 2898 号，邮编：300300，
总机：022-24092114
教务处处长于剑；
咨询电话：022-20492126
E-mail ：zsb@cauc.edu.cn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3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032
序号：91
姓名: 卢玉友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二线 东丽区看守所 郵編：300300
所长卢玉友。手機：13820368436，宅：28493077
电话：022-84930600
单位系统:公安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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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常万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20

编号: 35500
序号：92
姓名: 李红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天津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副监狱长李红:电话：22-2307252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0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35501
序号：93
姓名: 孙岩
职务: 狱政科科长
单位: 天津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狱政科科长孙岩:电话：22-2702357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0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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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编号: 35502
序号：94
姓名: 马振海
职务: 监区长
单位: 天津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监区长马振海 2307205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0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编号: 35503
序号：95
姓名: 张见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县建设路 3 号。
邮编：301500
电话：22- 695914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0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编号: 35504
序号：9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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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卫平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邮编：301500 电话号码：22-69591532 网址：http://tjfy.chinacourt.org
办公室：22-69591532 69592881 值班室：22-69561357 69561300, 审判员李卫平:69561326
69568091
136521365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04
迫害案例:



宅

追查天津市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平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99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35954
序号：97
姓名: 曹作刚
职务: 国保大队总队长, 天津市公安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邮编：300040
电话：022-27128662 信访 022-27319000
公开信息电话：27205307
传真号码：27205301
电子邮箱地址：gazfxxgk@.163.com
交换台 27318989
接待室：23397513 总值班室：2331343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志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3

编号: 35955
序号：9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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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子让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北辰分局电话：022-26392185，
值班室电话：022-26390505
国保电话：022-263903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志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3

编号: 35956
序号：99
姓名: 许合全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北楼 邮编︰300400
北辰分局电话：022-26392185，
值班室电话：022-26390505
国保电话：022-26390303
许合全 办公室电话：022-2639030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志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3

编号: 35957
序号：100
姓名: 高学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集贤派出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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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市辖区北辰区泰来道 5 号，邮政编码：300400
所长高学勇手机：137020913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志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53

编号: 36020
序号：101
姓名: 杨文璁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七纬路 79 号 邮编：300171
电话：022-24304583
区政法委书记杨文璁：022-2431647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021
序号：102
姓名: 李建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 18 号 邮编：300171
电话：022-24212153 022-24329682 022-24329680 办公室 022-24212754 电子邮件：
t1lc1uk0u8at@sohu.com
区公安分局局长李建军： 13622072698 住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芳景明居 7 号楼 4 门 201 号 邮编
3001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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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022
序号：103
姓名: 魏杰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大街 119 号 邮编：300182
电话：022-842717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023
序号：104
姓名: 孙宏健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大街 119 号 邮编：300182
电话：022-842717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024
序号：10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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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梅松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大街 119 号 邮编：300182
电话：022-842717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025
序号：106
姓名: 翟帮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 晨宏道 8 号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9317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026
序号：107
姓名: 徐胜德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 晨宏道 8 号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9317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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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9

编号: 36985
序号：108
姓名: 李新建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法委，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分局）天津市塘沽区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编: 300456
电话: 022-65309722 传真 022-6530973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6986
序号：109
姓名: 郑开研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分局杭州道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 48 号（甘肃路 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25344337 022-66300507 022-65300666
警察郑开研: 022-253443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6987
序号：110
姓名: 司东卫 （2）
职务: 警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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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塘沽分局大梁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曙光道 1 号 邮编: 300000
电话: 022-65270542
警察司东卫: 13920568549 022-66905946 住 车站北路众智园 6 栋 1 门 301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6988
序号：111
姓名: 李胜春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塘沽区大连道 181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25861253 022-25861254
检察员李胜春: 138200816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6989
序号：112
姓名: 杨兵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塘沽区大连道 181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25861253 022-25861254
检察员杨兵: 1382035531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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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6990
序号：113
姓名: 李宏亮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大连道 1265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传达室 022-65270911
主审法官李宏亮: 022-6527098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9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6991
序号：114
姓名: 张艳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大连道 1265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传达室 022-65270911
书记员张艳: 022-6527097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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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992
序号：115
姓名: 李志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赵家地看守所（塘沽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赵家地看守所 邮编: 300450
电话: 022-65300763
所长李志：13752601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塘沽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贵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4

编号: 37774
序号：116
姓名: 王强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邮编:300193
电话: 022-27601588， 2741 97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嵎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73

编号: 37775
序号：117
姓名: 陈虎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邮编:300193
电话: 022-27601588， 2741 9750
单位系统:公安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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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嵎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73

编号: 37776
序号：118
姓名: 周民
职务: 片警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73 号 邮编:300193
电话: 022-27601588， 2741 97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万兴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嵎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73

编号: 38636
序号：119
姓名: 高憬宏
职务: 院长，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单位: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CCTV-焦点访谈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6
迫害案例:
编号: 40090
序号：120
姓名: 王斌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东海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枫林路 12 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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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300000
电话: 022-283417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9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海派出所、河西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8

编号: 40091
序号：121
姓名: 王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东海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枫林路 12 号
邮编: 300000
电话: 022-283417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海派出所、河西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8

编号: 40092
序号：122
姓名: 张建国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马场道 109 号
邮编: 300201
电话:办公室-23283728 政工科-23282306 经济庭-23285229 执行庭-2827019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9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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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东海派出所、河西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希明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8

编号: 40432
序号：123
姓名: 李金刚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301500
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李金刚 公安副局长 022─69569528
家 022─695822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2
迫害案例: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手机 13821669518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433
序号：124
姓名: 许振河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301500
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许振河 公安副局长 022─69590938
家 022─24349147
迫害案例都与许振河有关）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3
迫害案例:

手机 13820713528（宁河县几乎所有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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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434
序号：125
姓名: 刘永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301500
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刘永安公安副局长 022─69569775
家 022─ 695997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4
迫害案例: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手机 13920471106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435
序号：126
姓名: 运配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301500
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宁河分局恶警运配刚（手机 13821563722）此人非常邪恶曾多次参与绑架迫害学员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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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436
序号：127
姓名: 周树成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板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板张公路北排 5 号
邮编：300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437
序号：128
姓名: 阎淑荣
职务: 主席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妇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光明路 78 号 电话（022）695917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438
序号：129
姓名: 寇娜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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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邮编：300270 31-4 信箱二中队
天津板桥劳教所电话：对外称天津板桥农场办公室：022－63251619 门房电话：022－63251823 管
教科：022-63251069 厂部（所办公室）：63251479
管教科（022）63251622 022-63251069
地址：天津市、大港区板桥劳教所三大队 邮编：300270 2003/12/5
地址信箱：天津大港 31－49 信箱，邮编 300270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板桥农场四分场女子劳教队 (邮编 300000，区号 02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3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广东、黄春来、平玉荣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

编号: 40723
序号：130
姓名: 苑春光
职务: 国保大队科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 7 号 邮编： 300201
电话：022-2339489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编号: 40724
序号：131
姓名: 齐波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 7 号 邮编： 300201
电话：022-23394890
国保大队齐波（大队长）：办 0222312715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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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编号: 40725
序号：132
姓名: 杨俊岐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友谊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 75 号 邮编：300061
电话：022-882933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编号: 40726
序号：133
姓名: 赵素海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与浯水道交口往西 240 米处 邮编：300222
电话：022-28385518
区看守所所长赵素海（警号 290251）：138216699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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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727
序号：134
姓名: 王朝亮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杭州道 （平山道 55 号） 邮编：300202
电话：022-23129513
区检察院公诉人（检察官）王朝亮：022-282562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编号: 40728
序号：135
姓名: 杨庆仁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022-58313751 传真 022-58313707 邮箱：hxqfy@chinacourt.org
区法院法官杨庆仁：022-58313582 1892018226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曼韬、周红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2

编号: 41100
序号：136
姓名: 马致富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河县看守所电话：69591085

69591457 传真室

6959014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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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看守所所长马致富 69591085 转 72072？69563598 695959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0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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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1101
序号：137
姓名: 赵红霞
职务: 管教
单位: 天津市宁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河县看守所电话：69591085 69591457 传真室
赵红霞 县看守所管教 69591532 赵红霞的手机：135979299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01
迫害案例:


6959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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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1203
序号：138
姓名: 张杰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蓟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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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204
序号：139
姓名: 庞晓光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天津市蓟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205
序号：140
姓名: 卢金生
职务: 县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206
序号：141
姓名: 刘久春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路 邮编：3019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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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207
序号：142
姓名: 薛九茹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208
序号：143
姓名: 孙淑英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209
序号：144
姓名: 兰为民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迎宾东路 邮编：3019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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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0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210
序号：145
姓名: 李静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迎宾东路 邮编：3019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1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蓟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素芝、孙淑珍、闻红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9

编号: 41754
序号：146
姓名: 田清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大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荡江里 24 号
邮编：300251
派出所电话：022-26320853 或 022-26772754
副所长：田清 137021651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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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755
序号：147
姓名: 宿化民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大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荡江里 24 号
邮编：300251
派出所电话：022-26320853 或 022-26772754
宿化民，电话：138212059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编号: 41756
序号：148
姓名: 任光琦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大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荡江里 24 号
邮编：300251
派出所电话：022-26320853 或 022-26772754
警察任光琦，电话：022-86783816，13516141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编号: 41757
序号：149
姓名: 刘健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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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北辰区新宜白大道 普济河道立交桥下
邮编: 300402
电话: 022-26309891，26309892，26309893
刘健 警号 2706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文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8

编号: 42141
序号：150
姓名: 苗宏伟
职务: 主任 (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党委书记、局长（总队
长）) , 局长
单位: 天津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清区公安局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与泉发路交口）
邮编：301700
电话：82167110 82167111
传真：8216139
苗宏伟 办 82170001 宅 82179988
防范办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6
电话： 2330725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2
序号：151
姓名: 赵国全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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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泉兴北路东侧
邮编：301700
电话：821715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3
序号：152
姓名: 郭起和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宝公路 2 号
电话：022-295713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4
序号：153
姓名: 李俊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宝公路 2 号
电话：022-29571330
副所长 李俊明 138204861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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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5
序号：154
姓名: 周云月
职务: 片警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宝公路 2 号
电话：022-29571330
片警 周云月 138211755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6
序号：155
姓名: 邵刚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
邮编: 301702
电话：022-29571330
邵刚： 1360202589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7
序号：15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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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孟宪业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
邮编: 301702
电话：022-29571330
孟宪业：1382119996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8
序号：157
姓名: 张文广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
邮编: 301702
电话：022-29571330
张文广：1392050086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49
序号：158
姓名: 冯书香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
邮编: 30170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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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2-29571330
冯书香：1382114289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50
序号：159
姓名: 容玉高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
邮编: 301702
电话：容玉高：138203134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151
序号：160
姓名: 董才良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崔黄口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
邮编: 301702
电话：董才良：1351622962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5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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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迫害七名法轮功学员冯玉英、韩克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7

编号: 42840
序号：161
姓名: 刘玉友
职务: 主任（兼市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天津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防范办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6
电话： 2330725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0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1
序号：162
姓名: 边均兴
职务: 副巡视员
单位: 天津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6
电话： 2330725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1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2
序号：163
姓名: 杨劲松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6
电话： 2330725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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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2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3
序号：164
姓名: 吴金星
职务: 处长
单位: 天津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6
电话： 2330725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3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4
序号：165
姓名: 赵月增
职务: 副局长 分管 610(政保处)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邮编：300040
电话：022-27128662 信访 022-27319000
公开信息电话：27205307
传真号码：272053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4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5
序号：166
姓名: 王岫遐
职务: 天津市公安国内安全保卫局(天津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 政委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公安局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邮编：300040
电话：022-27128662 信访 022-27319000
公开信息电话：2720530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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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号码：272053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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