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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编号: 44986 
序号：1 
姓名: 王旭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西大街 12 号 邮编︰722200 
电话︰总值班室 0917-5211356 
办公室 0917-52113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书记张晓晨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5 

  
编号: 44987 
序号：2 
姓名: 杨亚丽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西大街 12 号 邮编︰722200 
电话︰总值班室 0917-5211356 
办公室 0917-5211362 
国保大队队长杨亚丽：139927825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书记张晓晨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5 

  
编号: 44988 
序号：3 
姓名: 苏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西大街 12 号 邮编︰72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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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总值班室 0917-5211356 
办公室 0917-5211362 
国保大队苏蛟：1389279232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书记张晓晨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5 

  
编号: 44989 
序号：4 
姓名: 昝富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西大街 12 号 邮编︰722200 
电话︰总值班室 0917-5211356 
办公室 0917-52113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书记张晓晨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5 

  
编号: 44990 
序号：5 
姓名: 庞建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 邮编︰722200 
电话︰0917-52112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书记张晓晨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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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27 
序号：6 
姓名: 刘小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关街 43 号 
邮编:716000 
电话：911-2138606 
传真号码：0911-2138606 
政法委政秘科 0911-211264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28 
序号：7 
姓名: 郭平社 
职务: 局长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南关街 43 号 邮政编码：716000 
电话：0911-2885801 
办公室电话：2998200，2998222 
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2887208 
邮箱：yananzhengzhi@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29 
序号：8 
姓名: 杨秀芬 
职务: 书记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川县北大街 5 号，邮政编码：716200 
电话：0911-4622328、0911-4622256、0911-462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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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0 
序号：9 
姓名: 张文光 
职务: 局长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北大街七号 邮编:716200 
电话: 0911-4622482 
国保大队: 0911-4627497 
刑侦大队: 0911-46274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1 
序号：10 
姓名: 冯延红 
职务: 刑警大队指导员兼大队长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北大街七号 邮编:716200 
电话: 0911-4622482 
国保大队: 0911-4627497 
刑侦大队: 0911-4627481 
宜川县刑警队指导员兼大队长冯延红：13571101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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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32 
序号：11 
姓名: 董晓光 
职务: 刑警队副大队长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北大街七号 邮编:716200 
电话: 0911-4622482 
国保大队: 0911-4627497 
刑侦大队: 0911-4627481 
宜川县刑警队副大队长董晓光：152911336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3 
序号：12 
姓名: 袁书强 
职务: 所长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川县丹州镇北大街 9 号，邮政编码：716200 
城关派出所电话：0911-4629678，46274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4 
序号：13 
姓名: 谢江龙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川县丹州镇北大街 9 号，邮政编码：716200 
城关派出所电话：0911-4629678，46274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4 
迫害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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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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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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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5 
序号：14 
姓名: 师蒙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北大街 8 号  邮编：716200 
电话：0911-462245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6 
序号：15 
姓名: 李鹏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陝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北大街 8 号  邮编：716200 
电话：0911-462245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7 
序号：16 
姓名: 王静云 
职务: 局长 
单位: 陝西省黄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延安地区黄龙县石堡街，邮政编码：715700 
值班电话：0911-5626107 
警务公开机构：0911-5625014 
电话：911-5622266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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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6538 
序号：17 
姓名: 王富龙 
职务: 所长 
单位: 陝西省黄龙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延安地区黄龙县曹店行政村 邮编: 715700 
电话: 0911-5622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庞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26 

  
编号: 47579 
序号：18 
姓名: 姚建国 
职务: 科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 邮编︰723000  
电话︰（市政法委）0916-2213775 0916-2626022  
邮箱 zfw@hanzhong.gov.cn  
（市 610 办）0916-2626610 0916-2626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0 
序号：19 
姓名: 张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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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 邮编︰723000  
电话︰（市政法委）0916-2213775 0916-2626022  
邮箱 zfw@hanzhong.gov.cn  
（市 610 办）0916-2626610 0916-26260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1 
序号：20 
姓名: 王义明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勉县和平路 133 号 邮编︰724200 
电话︰（县政法委）0916-3212663 0916-3239992 3239900 
电子邮箱 mx-zfw@163.com （610 办）0916-3239910 
县政法委副书记王义明︰0916-3239908、0916-5816299 1389265530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2 
序号：21 
姓名: 包建全 
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勉县和平路 133 号 邮编︰724200 
电话︰（县政法委）0916-3212663 0916-3239992 3239900 
电子邮箱 mx-zfw@163.com （610 办）0916-3239910 
政法委书记包建全︰0916-3239900 137728233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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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3 
序号：22 
姓名: 王群智 
职务: 局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0110 
总值班室 0916-3292801 
纪检督察 0916-3292810 
国保大队 0916-3292805 3292806 
县公安局局长王群智︰办 0916-3292818 151091656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4 
序号：23 
姓名: 高岺 
职务: 政委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0110 
总值班室 0916-3292801 
纪检督察 0916-3292810 
国保大队 0916-3292805 32928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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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585 
序号：24 
姓名: 刘永有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0110 
总值班室 0916-3292801 
纪检督察 0916-3292810 
国保大队 0916-3292805 3292806 
国保大队队长刘永有︰0916-3292805 32928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6 
序号：25 
姓名: 全玉安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检察长全玉安：0916-2926266 1399161958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7 
序号：26 
姓名: 杨新德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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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副检察长杨新德（本次非法批捕主管人）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8 
序号：27 
姓名: 袁琼 
职务: 批捕办案人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批捕办案人袁琼 （非法批捕）︰13891601295 0916-29262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89 
序号：28 
姓名: 焦伟 
职务: 批捕办案人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批捕办案人焦伟 （非法批捕）︰0916-292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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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8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0 
序号：29 
姓名: 唐自胆 
职务: 批捕科科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1 
序号：30 
姓名: 张庆安 
职务: 起诉科科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起诉科科长张庆安︰0916-2926235 1337916561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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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592 
序号：31 
姓名: 郭文安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司法路（江南路） 邮编︰724200 
电话︰办公室 0916-3212718 0916-2926228 
值班室 0916-3239042 
批捕科 0916-2926282 
起诉科 0916-2926235 
副检察长郭文安（主管刑事起诉）︰09162926222 139926899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3 
序号：32 
姓名: 何玉宁 
职务: 院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武侯北路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2877 3239318 
传真 0916-323930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4 
序号：33 
姓名: 李明月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武侯北路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2877 3239318 
传真 0916-323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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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庭长李明月︰131863076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5 
序号：34 
姓名: 杨熠 
职务: 副庭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武侯北路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2877 3239318 
传真 0916-323930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6 
序号：35 
姓名: 胡小強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武侯北路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2877 3239318 
传真 0916-323930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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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597 
序号：36 
姓名: 王鑫中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武侯北路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2877 3239318 
传真 0916-323930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8 
序号：37 
姓名: 刘扬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武侯北路 邮编︰724200 
电话︰0916-3212877 3239318 
传真 0916-323930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599 
序号：38 
姓名: 魏江华 
职务: 刑一庭庭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邮编：723000 
电话︰0916-2531119 魏江华（刑一庭庭长）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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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9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600 
序号：39 
姓名: 陈婷 
职务: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邮编：723000 
电话︰0916-253111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0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601 
序号：40 
姓名: 于云江 
职务: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邮编：723000 
电话︰0916-253111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0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602 
序号：41 
姓名: 朱秀梅 
职务: 女管教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 邮编：723000 
电话： 0916-2521912  0916-251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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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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0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编号: 47603 
序号：42 
姓名: 杨琛 
职务: 女管教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 邮编：723000 
电话： 0916-2521912  0916-25114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0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淑慧、杜淑明、张莉萍、王新莲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