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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编号: 43050 
序号：1 
姓名: 李国才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新惠路  邮编：024300 
电话： 0476-4321982  总机 0476-4321980  国保大队 0476-4321961 
国保大队队长李国才：13948469266   办 0476-4321961  办 0476-43219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5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大武、司树权、刘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49 

  
编号: 43051 
序号：2 
姓名: 梁宏伟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新惠路  邮编：024300 
电话： 0476-4321982  总机 0476-4321980  国保大队 0476-4321961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梁宏伟：1384898834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5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大武、司树权、刘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49 

  
编号: 43052 
序号：3 
姓名: 孙利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  邮编：024319 
电话：0476-4720207 
镇派出所所长孙利：办 0476-4720207  13848970149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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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5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大武、司树权、刘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49 

  
编号: 43053 
序号：4 
姓名: 石力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  邮编：024319 
电话：0476-4720207 
教导员石力华：138047605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5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大武、司树权、刘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49 

  
编号: 43054 
序号：5 
姓名: 王立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 
邮编：024300 
电话：0476-4346235 
教导员王立：办 0476-4346235  15647662121 139476231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5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大武、司树权、刘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49 

  
编号: 44040 
序号：6 
姓名: 毕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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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队长 
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0482-6710763 
所长办 0482-6710251 
传真 0482-6710376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图牧吉劳教所毕国荣（队长）：13948187769 宅 0482-671032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041 
序号：7 
姓名: 杨立军 
职务: “护卫队”人员 (无警籍) 
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0482-6710763 
所长办 0482-6710251 
传真 0482-6710376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图牧吉劳教所杨立军（“护卫队”人员，无警籍）：13948226708 宅 0482-6710395 
杨立军妻子杨杰（据说其妻是图牧吉劳教所女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教育”干事，尚未查实）
1384793678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042 
序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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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少民 
职务: 男队队长 
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0482-6710763 
所长办 0482-6710251 
传真 0482-6710376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图牧吉劳教所李少民（李少明 男队队长）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043 
序号：9 
姓名: 黄自刚 
职务: 二中队长 
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0482-6710763 
所长办 0482-6710251 
传真 0482-6710376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图牧吉劳教所黄自刚（二中队长 警号 1519096）：13948287582 0482-671047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044 
序号：10 
姓名: 李新豹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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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0482-6710763 
所长办 0482-6710251 
传真 0482-6710376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图牧吉劳教所李新豹（警号 1519087）：宅 0482-6710085 1394828622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045 
序号：11 
姓名: 陈强 
职务: 四中队中队长 
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0482-6710763 
所长办 0482-6710251 
传真 0482-6710376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图牧吉劳教所陈强（四中队中队长 警号 1519074）：宅 0482-6710074 1303044676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213 
序号：12 
姓名: 张柏明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

大街 邮编：162850 
电话：0470-4613571 0470-4613876（总机-2088）0470-4626660 0470-4626625 
传真 0470-462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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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大队长张柏明：1384709234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14 
序号：13 
姓名: 李树华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

大街 邮编：162850 
电话：0470-4613571 0470-4613876（总机-2088）0470-4626660 0470-4626625 
传真 0470-4623476 
教导员李树华：136047423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15 
序号：14 
姓名: 吕淑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

大街 邮编：162850 
电话：0470-4613571 0470-4613876（总机-2088）0470-4626660 0470-4626625 
传真 0470-4623476 
国保大队吕淑媛（女）：138470940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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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16 
序号：15 
姓名: 苗玉久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原 610 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巴特罕

大街 邮编：162850 
电话：0470-4613571 0470-4613876（总机-2088）0470-4626660 0470-4626625 
传真 0470-4623476 
警察苗玉久（原 610 恶警）：1384709309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17 
序号：16 
姓名: 李东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监管大队（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公安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

尔基镇 巴特罕大街 邮编：162850 
电话：（旗公安局）0470-4613571 0470-4613876 
传真 0470-4623476 
监管大队（看守所）大队长李东：159047055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18 
序号：17 
姓名: 王仰泰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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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防范办（“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邮编：162850 
电话：0470-4622610 0470-4626281 0470-4626282 
莫旗防范办主任（“610 办公室”主任）王仰泰；15694700210 156947012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19 
序号：18 
姓名: 郭长锁 
职务: 法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莫旗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邮编：162850 
电话：0470-4613745 法官郭长锁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编号: 44220 
序号：19 
姓名: 李景文 
职务: 教育科 
单位: 内蒙古保安沼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农场 邮编：137608 
电话：0482-6700023 0482-5122408 0482-5122741 0482-5122407 0482-570002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2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久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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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369 
序号：20 
姓名: 李海峰 
职务: 书记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诺尔路 邮编:027300 
电话: 0479-4529880 
县政法委书记李海峰：办 0479-4529880 13947966698 小灵通 0479-45876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0 
序号：21 
姓名: 江玉生 
职务: 主任 
单位: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防范办（县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府前街 邮编: 027300 
电话: 县 610 办 0479-4524228 0479-4529954 
县防范办主任江玉生（姜玉生）：13904794552 宅 0479-452621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1 
序号：22 
姓名: 李江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多伦县桥西派出所（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龙泽中路 邮编:027300 
多伦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 QQ 警务平台 [QQ：2547920239] 
公安局电话: 0479-4527887 0479-4524431 
所长李江：13947903766 
李江妻张燕，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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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之子李昱卓，多伦县第二中学初二（三班）班主任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2 
序号：23 
姓名: 杨玉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多伦县桥西派出所（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龙泽中路 邮编:027300 
多伦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 QQ 警务平台 [QQ：2547920239] 
公安局电话: 0479-4527887 0479-4524431 
副所长杨玉民：139479030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3 
序号：24 
姓名: 吴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多伦县桥西派出所（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龙泽中路 邮编:027300 
多伦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 QQ 警务平台 [QQ：2547920239] 
公安局电话: 0479-4527887 0479-4524431 
警察吴波：13947909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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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374 
序号：25 
姓名: 王远新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多伦县桥西派出所（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龙泽中路 邮编:027300 
多伦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 QQ 警务平台 [QQ：2547920239] 
公安局电话: 0479-4527887 0479-4524431 
警察王远新：136947807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5 
序号：26 
姓名: 王建忠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多伦县桥西派出所（多伦县第二派出所） 
地址: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龙泽中路 邮编:027300 
多伦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 QQ 警务平台 [QQ：2547920239] 
公安局电话: 0479-4527887 0479-45244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6 
序号：27 
姓名: 崔敏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 邮编: 010020 
电话: 0471-3392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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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 0471-5692969 
纪检科 0471-5692965 0471-5693107 
一大队 0471-5692962 
二大队 0471-569196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7 
序号：28 
姓名: 李秀梅 
职务: 一大队大队长 
单位: 内蒙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 邮编: 010020 
电话: 0471-33922681 
管理科 0471-5692969 
纪检科 0471-5692965 0471-5693107 
一大队 0471-5692962 
二大队 0471-5691961 
警察李秀梅（一大队大队长）：一大队 0471-569296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4378 
序号：29 
姓名: 钟志荣 
职务: 警察（队长） 
单位: 内蒙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 邮编: 010020 
电话: 0471-33922681 
管理科 0471-5692969 
纪检科 0471-5692965 0471-5693107 
一大队 0471-5692962 
二大队 0471-569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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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7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68 

  
编号: 46229 
序号：30 
姓名: 周玉红 
职务: 书记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辽市科尔沁区委地址：内蒙古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 908 号（区政府综合大

楼） 
邮政编码：028000 
通辽市科尔沁区委电话：0475-8319119 
科尔新沁 610 办公室：475-831929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编号: 46230 
序号：31 
姓名: 李强 (3)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西 58 号 
邮编：028000 
电话：（0475）8234728 
国保大队电话：0475-8232921 
国保大队警察李强（案件承办员，暴力殴打王颖）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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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231 
序号：32 
姓名: 潘俊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邮编: 028000 
电话: 0475-8234616  (0475)861007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编号: 46232 
序号：33 
姓名: 虬龙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邮编: 028000 
电话: 0475-8234616  (0475)861007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编号: 46233 
序号：34 
姓名: 马文斌 (已死亡） 
职务: 狱医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00 
电话：04758610965 
河西看守所门卫电话：0475—86121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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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编号: 46234 
序号：35 
姓名: 包文山 
职务: 犯人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00 
电话：04758610965 
河西看守所门卫电话：0475—86121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编号: 46235 
序号：36 
姓名: 京余库 
职务: 犯人 
单位: 内蒙古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00 
电话：04758610965 
河西看守所门卫电话：0475—86121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颖、田心、周金鹏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8 

  
编号: 47121 
序号：37 
姓名: 刘宝军 
职务: 男队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 劳教所 邮编: 137605  
电话: 0482-6710763  
办公室 0482-67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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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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传真 0482-6710376  
男队大队长刘宝军:宅 0482-612962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天成、吴秀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0 

  
编号: 47122 
序号：38 
姓名: 王利伟 
职务: 男队副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 劳教所 邮编: 137605  
电话: 0482-6710763  
办公室 0482-6710251  
值班 0482-6710217  
管理科 0482-6710030 
传真 0482-6710376  
男队副大队长王利伟（王立伟 警号 1519069 
男队管理干事。现任男队副大队长兼管理干事）: 13948896742 0482-6710141 办 0482-67104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天成、吴秀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0 

  
编号: 47371 
序号：39 
姓名: 杜敏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友谊街            邮编︰025450 
电话：0476-7882566 
所长杜敏军：13804766519、0476-78825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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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6 

  
编号: 47372 
序号：40 
姓名: 张慧斌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友谊街            邮编︰025450 
电话：0476-7882566 
教导员张慧斌：139476668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6 

  
编号: 48010 
序号：41 
姓名: 韩俊民 
职务: 书记 
单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建设街 邮编：027000 
电话：办公室 0479-5230244  0479-5227575 
旗政法委书记韩俊民（新上任，积极配合办班）：1394739157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巧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09 

  
编号: 48011 
序号：42 
姓名: 樊志刚 
职务: 局长 
单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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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建设北街 邮编：027000 
电话：（办公室）0479-5227012 0479-522700/5227008  局长办 0479-5227029 
旗公安局局长樊志刚：局长办 0479-5227029 189047922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巧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09 

  
编号: 48012 
序号：43 
姓名: 曹义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建设北街 邮编：027000 
电话：（办公室）0479-5227012 0479-522700/5227008  局长办 0479-5227029 
国保大队副队长曹义：1584795819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巧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09 

  
编号: 48013 
序号：44 
姓名: 贾建国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公安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建设北街 邮编：027000 
电话：（旗公安局）办公室 0479-5227012 转  0479-522700/5227008 转 
看守所所长贾建国：139047947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巧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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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014 
序号：45 
姓名: 席小斌 
职务: 主任 
单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610”（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政法委、61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建设街  邮编

：027000 
电话：610 办 0479-5238020 
旗“610”（改名防范办）席小斌（610 主任）：宅 0479-522600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巧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09 

  
编号: 48015 
序号：46 
姓名: 徐继清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610”（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政法委、61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建设街  邮编

：027000 
电话：610 办 0479-5238020 
旗“610”（改名防范办）徐继清（旗党委办 610 副头目）：办 0479-5238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巧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