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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编号: 43279 
序号：1 
姓名: 穆如祥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山西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公安厅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36 号 邮编：030001 
热线电话：0351-3651110 
网址：http://www.sxgabmfw.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79 
迫害案例:  

  
编号: 43623 
序号：2 
姓名: 王万波 
职务: 书记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云中镇大西街县委楼 邮编：038300 
政法委电话：0349-3040094   
县委电话：0349 304 00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24 
序号：3 
姓名: 王志刚 (2)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山西省怀仁县云中镇大西街县委楼 邮编：038300 
政法委电话：0349-3040094   
县委电话：0349 304 0082 
怀仁县 610 办主任 王志刚 13934192277 
王志刚妻子 庞福珍 怀仁县人民医院手术科 1863493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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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25 
序号：4 
姓名: 李占海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怀安大街 197 号 
邮编：038300 
电话：0349-30281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26 
序号：5 
姓名: 张向东 
职务: 国保队队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怀安大街 197 号 
邮编：038300 
电话：0349-3028102 
国保队长 张向东：1530349683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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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627 
序号：6 
姓名: 王月红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 邮编：038300 
派出所电话：03493196110 
河头乡派出所所长：王月红：153034969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28 
序号：7 
姓名: 季子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 邮编：038300 
派出所电话：03493196110 
警察李子龙： 1530349709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29 
序号：8 
姓名: 李冠宇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 邮编：038300 
派出所电话：03493196110 
警察李冠宇：153034999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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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30 
序号：9 
姓名: 杨秀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 邮编：038300 
派出所电话：03493196110 
警察杨秀龙：153034975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31 
序号：10 
姓名: 魏利国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 邮编：038300 
派出所电话：03493196110 
警察魏利国： 153034997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32 
序号：11 
姓名: 李长春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云中镇云中 邮编：038300 
电话：0349 3043111 
传真：304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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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3043111 
email：3043111@qq.com 
网址：http://6112616.1024sj.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3633 
序号：12 
姓名: 马富平 
职务: 支部书记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朝阳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怀仁县河头乡朝阳村 邮编：038300 
电话：03493196138, 13363496356, 1336349635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4617 
序号：13 
姓名: 陈小洪 
职务: 副市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临汾市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西路 74 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09026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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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618 
序号：14 
姓名: 王富强 
职务: 处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铁路公安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经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0335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6 

  
编号: 44619 
序号：15 
姓名: 曲玉奎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铁路公安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经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033514 
副队长曲玉奎：1339357953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6 

  
编号: 44620 
序号：16 
姓名: 刘乃清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山西省临汾铁路公安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经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033514 
刘乃清 ：1393468919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2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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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16 

  
编号: 45579 
序号：17 
姓名: 梁华峰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古城路 8 号 邮编︰030200 
电话︰0351-5151785 0351-5141482 
纪检监察 0351-5151220 
市局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pagj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9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编号: 45580 
序号：18 
姓名: 赵雅萍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山西省古交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滨河北路河口镇火山村 邮编︰030202 
电话︰0351-5141404 
公诉人赵雅萍: 13734000000 13734020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80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编号: 45581 
序号：19 
姓名: 李靖海 (音) 
职务: 人员 
单位: 山西省古交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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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古交市青年路 5 号 邮编︰030200 
电话︰0351-5141989 
法院人员李靖海（李锦海）︰13935181859 0351-29843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81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编号: 45582 
序号：20 
姓名: 王绍武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古交市桃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古交市滨河南路 34 号 邮编：030200 
电话：0351-5141546 0351-5146110 
所长王绍武：139034166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82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编号: 45583 
序号：21 
姓名: 段红云 
职务: 办案民警 
单位: 山西省古交市桃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古交市滨河南路 34 号 邮编：030200 
电话：0351-5141546 0351-5146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83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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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584 
序号：22 
姓名: 牛宁 
职务: 办案民警 
单位: 山西省古交市桃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古交市滨河南路 34 号 邮编：030200 
电话：0351-5141546 0351-5146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84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编号: 45585 
序号：23 
姓名: 王建文 
职务: 恶意举报人 
单位: 西省太原市古交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人民路 2 号 指挥部大院 6 号楼 2 单元 402 室 邮
编：030200 
王建文电话：132098155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85 
迫害案例: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78 

  
编号: 45686 
序号：24 
姓名: 石生林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院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邮编 038300 电话： 0349-302300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8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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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5687 
序号：25 
姓名: 肖华云 
职务: 刑事法庭庭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院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邮编 038300 电话： 0349-3023002 
刑事法庭庭长：肖华云，13834446728 0349-302308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8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5688 
序号：26 
姓名: 王鹏 (2)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院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邮编 038300 电话： 0349-3023002 
王鹏， 13934906999 
邮箱：szhrfy@chinacourt.org 
民意沟通信箱：szhrfy_mygt@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8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5689 
序号：27 
姓名: 吴占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新建路 14 号，邮政编码 038300 
电话：0349-302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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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8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5690 
序号：28 
姓名: 魏兴才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山西省怀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新建路 14 号，邮政编码 038300 
电话：0349-302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6501 
序号：29 
姓名: 缪瑞刚 (音) 
职务: 狱警 
单位: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西路 215 号 通信：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

：030900 
电话︰0354-3826444 
狱政科 0354-3826442 0354-3826443 
宣教处 0354-3826530 
狱警缪瑞刚（苗瑞刚 十监区长）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防范办（“610”）主任冯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0 

  
编号: 46502 
序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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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高子俊 
职务: 狱警 
单位: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西路 215 号 通信：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

：030900 
电话︰0354-3826444 
狱政科 0354-3826442 0354-3826443 
宣教处 0354-38265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防范办（“610”）主任冯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0 

  
编号: 46503 
序号：31 
姓名: 卫东 (音) 
职务: 狱警 
单位: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西路 215 号 通信：山西省祁县 51 号信箱 邮编

：030900 
电话︰0354-3826444 
狱政科 0354-3826442 0354-3826443 
宣教处 0354-3826530 
狱警卫东（魏东 十五监区长）：0354-382641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防范办（“610”）主任冯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0 

  
编号: 47026 
序号：32 
姓名: 郭振义 
职务: 刑二庭副庭长、审判长 
单位: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民福东街 7 号朔州市中级法院，邮编 036002 
电话：办公室 0349-2282020 
值班室 0349-22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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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349-228201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7027 
序号：33 
姓名: 郑鑫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民福东街 7 号朔州市中级法院，邮编 036002 
电话：办公室 0349-2282020 
值班室 0349-2282021 
传真 0349-228201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7028 
序号：34 
姓名: 谭彩霞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民福东街 7 号朔州市中级法院，邮编 036002 
电话：办公室 0349-2282020 
值班室 0349-2282021 
传真 0349-228201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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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029 
序号：35 
姓名: 郭锐夫 
职务: 公诉一处副处长 
单位: 山西省朔州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开发北路 42 号  邮编：036002 
电话：0349-216370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贵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22 

  
编号: 48281 
序号：36 
姓名: 王玺 
职务: 书记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府）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五一街政府办公大楼     邮编：
037001 
电话： 0352-4053004 
电子邮箱：（区政府）dtnjqwl@126.c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2 
序号：37 
姓名: 郭庶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府）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五一街政府办公大楼     邮编：
037001 
电话： 0352-4053004 
电子邮箱：（区政府）dtnjqwl@126.com 
“610 办公室”主任郭庶：1350352032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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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3 
序号：38 
姓名: 李春芳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口泉五一路            邮编：037001 
电话：0352-4040110 
值班民警 13903429882，0352-4048110，0352-4041759 
国保大队队长李春芳：1520342119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4 
序号：39 
姓名: 张丽珍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五一路         邮编：037001 
电话：0352-40403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5 
序号：40 
姓名: 刘文杰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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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五一路         邮编：037001 
电话：0352-40403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6 
序号：41 
姓名: 孟增迎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五一街 10 号       邮编：037001 
电话：0352-4051929、4051115； 
院长孟增迎：133034211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7 
序号：42 
姓名: 翟思东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五一街 10 号       邮编：037001 
电话：0352-4051929、4051115； 
副院长翟思东： 130975459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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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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8288 
序号：43 
姓名: 赵昊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五一街 10 号       邮编：037001 
电话：0352-4051929、4051115； 
刑事庭庭长赵昊：13803428929 
政务传真/办公电话：0352-4040328 
电子邮箱： 2252829798@qq.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89 
序号：44 
姓名: 张小红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马军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同泉东路        邮编：037001 
所长张小红：131035218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8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90 
序号：45 
姓名: 陈泽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马军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同泉东路        邮编：037001 
副所长陈泽：13610625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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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9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91 
序号：46 
姓名: 胡鑫 
职务: 保卫科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 27 军 66075 部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 27 军 66075 部队 
电话：胡鑫 1893524661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9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编号: 48292 
序号：47 
姓名: 李军 
职务: 保卫科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 27 军 66075 部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 27 军 66075 部队 
电话：李军 1851139239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秀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