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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编号: 43204 
序号：1 
姓名: 尹怀勤 
职务: 常务副理事长 
单位: 天津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 78 号 
电话：022-2712144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4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7 
序号：2 
姓名: 方工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2 号 邮编：100040 
举报电话：5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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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7 
迫害案例:  

  
编号: 43373 
序号：3 
姓名: 吕福春 
职务: 区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456 
电话：65309652，6530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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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国敏、高淑丽、龙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2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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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3374 
序号：4 
姓名: 谢志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456 
电话：65309652，6530934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国敏、高淑丽、龙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2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5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3375 
序号：5 
姓名: 张亮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编：300456 
电话：022-65309722 
传真 : 653097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国敏、高淑丽、龙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2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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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3376 
序号：6 
姓名: 李庆彪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塘沽公安分局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08 号    邮编:300450 
塘沽公安分局电话: 66889061 
塘沽分局国保支队：电话 022-65300923 
内保科 022-65300978 
刑侦支队 022-65300724 
督察队 022-65300869 
国保科 022-66889082 
局长 022-66880918 
滨海新区公安分局：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编:300456 
电话：022-65309722 传真 653097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国敏、高淑丽、龙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2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5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公安分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王会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30 

  
编号: 43377 
序号：7 
姓名: 李文祥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公安分局于家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于家堡街水线路 29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0527，65720240，65300612，26872389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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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国敏、高淑丽、龙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72 

  
编号: 44048 
序号：8 
姓名: 安湛华 
职务: 副巡视员（塘沽工委政法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610 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456 
电话：65309652，6530934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5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4049 
序号：9 
姓名: 邢振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新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65303687、022-25211564 
所长邢振刚： 手机 137020006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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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050 
序号：10 
姓名: 史延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新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65303687、022-25211564 
副所长：史延峰 （带队参与绑架）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编号: 44051 
序号：11 
姓名: 谢福鑫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新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65303687、022-252115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编号: 44052 
序号：12 
姓名: 孙盛喆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新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65303687、022-252115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5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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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编号: 44053 
序号：13 
姓名: 刘永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新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区厦门路 2846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65303687、022-252115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琴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7 

  
编号: 44776 
序号：14 
姓名: 吕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分局向阳派街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向阳街 1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0536 022-65300615，65300635 
向阳派出所所长吕军 
预审科的电话：25345928 (负责冉官权案的人姓李)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75 

  
编号: 44946 
序号：15 
姓名: 高树彬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子牙河桥东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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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00130 
电话：2 637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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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47 
序号：16 
姓名: 刘克建 (2)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新春街 17 号 邮编：300122 
电话：值班室 022-27323400 
办公室 022-27715454 
治安科 27323626 
刑警队 022-27324851 
看守所 27325537 
电子邮箱 hqzhs@126.com 
区公安分局局长刘克建: 宅 022-88913300 住 天津咸水沽镇北斗公寓 6 号楼 1 门 202 号 邮编 3003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48 
序号：17 
姓名: 张春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邮编：300130 
电话：022-2637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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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4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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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49 
序号：18 
姓名: 张继萍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201 号 邮编：300130 
电话：022-26578100 022-26517734（昼） 022-27392468（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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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50 
序号：19 
姓名: 马友国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双环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佳宁道 佳园东里 1 号 邮编：300134 
电话︰022-26653088 
所长马友国（非法抓捕李彦霞、李佩林母子）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51 
序号：20 
姓名: 边志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双环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佳宁道 佳园东里 1 号 邮编：300134 
电话︰022-26653088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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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52 
序号：21 
姓名: 邢立海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兴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纬路 31 号 邮编:300100 
电话：022-27601620 022-27601618 
所长邢立海（警号 301044）: 13332088678 
住律纬路中汇大厦 2 门 701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4953 
序号：22 
姓名: 杨振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兴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纬路 31 号 邮编:300100 
电话：022-27601620 022-27601618 
副所长杨振宇（警号 301486）：13752005060 
住常德道民园西里 6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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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954 
序号：23 
姓名: 常子戎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兴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纬路 31 号 邮编:300100 
电话：022-27601620 022-27601618 
警察常子戎（警号 300257）：022-27611906 住 南开区嘉陵道咸阳北里 18 号 4-101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55 
序号：24 
姓名: 林强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 217 号（光荣道商学院方向过本溪路口）邮编：
300130 
电话：022-8669256 022-27325537 
所长林强：13820988209 
住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富祥园 3 号楼 4 门 402 号 邮编 3001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56 
序号：25 
姓名: 吴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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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长吴疆华：022-23072069 022-230725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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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刚、薄杰夫妇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45 

  
编号: 44992 
序号：26 
姓名: 杨树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1910     
胡家园派出所 022-65300551 
杨树明副所长 139201964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4993 
序号：27 
姓名: 郭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1910     
胡家园派出所 022-65300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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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994 
序号：28 
姓名: 邢杰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1910     
胡家园派出所 022-65300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4995 
序号：29 
姓名: 李宁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1910     
胡家园派出所 022-65300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4996 
序号：30 
姓名: 王旭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1910     
胡家园派出所 022-65300551 
王旭明 13820955321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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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91 

  
编号: 46487 
序号：31 
姓名: 李清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台北路 6 号 邮编: 300202 
电话: 022-232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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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6 

  
编号: 46488 
序号：32 
姓名: 杨书奎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台北路 6 号 邮编: 300202 
电话: 022-232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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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8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6 

  
编号: 46489 
序号：33 
姓名: 贾庆 
职务: 局长（原任，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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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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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2-233948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8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6 

  
编号: 46490 
序号：34 
姓名: 孙学文 
职务: 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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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00202 
电话: 022-2312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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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9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6 

  
编号: 46491 
序号：35 
姓名: 王杰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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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6 

  
编号: 46492 
序号：36 
姓名: 高佩治 
职务: 五监区二中队副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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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滨海监狱（原天津港北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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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总值班室 022-62071000 传真 62071001 值班室 022-62071279 
五监区监区长办 022-62071156 
二分监区办 022-620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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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6 

  
编号: 46539 
序号：37 
姓名: 岳文平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光明路 76 号    邮编:301500 
宁河县"610"电话：022-69577588 
电话: 岳文平 1382021205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3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0 
序号：38 
姓名: 刘玉顺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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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6541 
序号：39 
姓名: 郑顺红 
职务: 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郑顺红 022-69573053  住址：宁河县芦台镇唐宁里 4-2-3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2 
序号：40 
姓名: 杨志强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杨志强 13612001155 住址：宁河县芦台镇幸福花园 13-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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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3 
序号：41 
姓名: 祖军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祖军 13820353000、18920143795   住址：宁河县芦台镇东方裕景小区 5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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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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4 
序号：42 
姓名: 王德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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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5 
序号：43 
姓名: 宁克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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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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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46 
序号：44 
姓名: 王立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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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7 
序号：45 
姓名: 董静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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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8 
序号：46 
姓名: 于文春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9 号    邮编: 301500 
宁河分局联系电话：02269591252 传真：02269574557 
宁河县国保支队电话：022─6959124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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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49 
序号：47 
姓名: 杨素娟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广播电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24 号    邮编:301500 
广播电视局电话：022-69591347 
电话: 杨素娟 022-69563598  022-69595918  13802041960    022-695912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0 
序号：48 
姓名: 王希彦 
职务: 副局长（现为广电宁河网络公司经理）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广播电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24 号    邮编:301500 
广播电视局电话：022-69591347 
电话: 王希彦 022-6181232  4611878   139045912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1 
序号：49 
姓名: 曾凡林 
职务: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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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广播电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24 号    邮编:301500 
广播电视局电话：022-6959134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2 
序号：50 
姓名: 薄连柱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广播电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24 号    邮编:301500 
广播电视局电话：022-6959134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3 
序号：51 
姓名: 运沛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派出所    邮编: 30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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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54 
序号：52 
姓名: 赵子有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派出所    邮编: 30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5 
序号：53 
姓名: 甄润仲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邮编:300401 
电话:  22-8683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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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6 
序号：54 
姓名: 李立群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沿河路 5 号    邮编:301500 
看守所电话：69567263 或 695910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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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57 
序号：55 
姓名: 于瑞森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邮编: 301500 
法院电话号码：22-69591532 网址：http://tjfy.chinacourt.org 
办公室：22-69591532 69592881 值班室：22-69561357 695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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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8 
序号：56 
姓名: 单新华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邮编: 301500 
法院电话号码：22-69591532 网址：http://tjfy.chinacourt.org 
办公室：22-69591532 69592881 值班室：22-69561357 69561300 
电话:  单新华  宅 69582839, 1382191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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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59 
序号：57 
姓名: 李志军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邮编: 301500 
法院电话号码：22-69591532 网址：http://tjfy.chinacourt.org 
办公室：22-69591532 69592881 值班室：22-69561357 69561300 
电话: 李志军 69110062  1580228436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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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5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0 
序号：58 
姓名: 牛会明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沿河路 1 号     邮编: 
宁河县人民检察院办公电话：022-6959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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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1 
序号：59 
姓名: 董明祥 
职务: 总校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小学  邮编: 3015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6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2 
序号：60 
姓名: 刘宗明 
职务: 校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一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震新路 26 号    邮编: 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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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刘宗明  联系电话：2557181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6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3 
序号：61 
姓名: 杨树江 
职务: 人事科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34 号    邮编: 301500 
教育局电话: 69592452  
宁河县教育局办公室电话 695910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6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5 
序号：62 
姓名: 石合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 26 号     邮编: 300040 
天津市公安电话：022-27128662  信访 022-27319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6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7 
序号：63 
姓名: 杨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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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五监区长 
单位: 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384 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杨中水 022-63390138  大港区迎宾街建安里 95-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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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8 
序号：64 
姓名: 张士林 
职务: 五监区副监区长 
单位: 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384 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张士林 022-28175796   办 62071156，宅 28175796  河西区三水道三水南里 12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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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69 
序号：65 
姓名: 祁书海 
职务: 五监区副监区长 
单位: 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384 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祁书海 13332087062   大港区迎宾街曙光里 3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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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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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70 
序号：66 
姓名: 宋学森 
职务: 队长 
单位: 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384 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宋学森 022-65230452  塘沽区新北公路新馨家园 5-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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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1 
序号：67 
姓名: 祖黎明 
职务: 队长 
单位: 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384 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祖黎明 022-23367343  南开区横江路华宁南里 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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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2 
序号：68 
姓名: 邢成东 
职务: 队长 
单位: 天津市第六监狱（港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大港区学府路 384 号     邮编: 300040 
电话: 邢成东 13803022252  塘沽区宝山道蓝山花园西区 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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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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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73 
序号：69 
姓名: 杜艳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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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4 
序号：70 
姓名: 张娜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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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5 
序号：71 
姓名: 王晶晶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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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6 
序号：72 
姓名: 刘旻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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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7 
序号：73 
姓名: 殷楠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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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8 
序号：74 
姓名: 陈莉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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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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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7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79 
序号：75 
姓名: 李路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7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80 
序号：76 
姓名: 朱彤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8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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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81 
序号：77 
姓名: 王丽梅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8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82 
序号：78 
姓名: 回颖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8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83 
序号：79 
姓名: 宋世杰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8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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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84 
序号：80 
姓名: 范程程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8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585 
序号：81 
姓名: 刘旭 
职务: 犯人 
单位: 天津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 199 号     邮编: 300381 
投诉电话：22-26226262   23072073  23072069 
狱务公开电话：22-23072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振军、王会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86 

  
编号: 46733 
序号：82 
姓名: 张传捷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街镇工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区委政法委、区委街镇工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456 
政法委电话：65309652，65309347， 
组织部:6530917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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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电话：65309146；传真：65309106 
区委办公室电话：6530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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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公安分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王会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30 

  
编号: 46734 
序号：83 
姓名: 杨广惠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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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沽公安分局电话: 66889061 
塘沽分局国保支队：电话 022-65300923 
内保科 022-65300978 
刑侦支队 022-65300724 
督察队 022-65300869 
国保科 022-6688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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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3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公安分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王会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30 

  
编号: 46735 
序号：84 
姓名: 薄立东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塘沽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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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沽公安分局电话: 66889061 
塘沽分局国保支队：电话 022-65300923 
内保科 022-65300978 
刑侦支队 022-65300724 
督察队 022-65300869 
国保科 022-6688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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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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公安分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王会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30 

  
编号: 47233 
序号：85 
姓名: 肖松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蓟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法委 610 办）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县委）022-29142111 
（县委政法）02229142198 
（县 610 办）022-29182610 
县委书记肖松（现任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57 号 邮编 300040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电话 022-2314205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34 
序号：86 
姓名: 王超平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法委 610 办）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县委）022-29142111 
（县委政法）02229142198 
（县 610 办）022-29182610 
蓟县“610”主任王超平:1890213077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34 
迫害案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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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35 
序号：87 
姓名: 王庆利 
职务: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蓟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法委 610 办）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渔阳北路 1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县委）022-29142111 
（县委政法）02229142198 
（县 610 办）022-2918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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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36 
序号：88 
姓名: 薛久如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南环路 蓟县检察院 邮编:301900 
电话:022-82826001 022-29142551 
县检察院检察长薛久如: 022-82826010 
住 蓟县城关镇西南隅村南环里 6 条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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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37 
序号：89 
姓名: 王通海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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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022-29142721 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 
总机 022-82862351 查号拨 0，询问相关部门电话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3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38 
序号：90 
姓名: 冯义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022-29142721 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 
总机 022-82862351 查号拨 0，询问相关部门电话 
国保大队队长冯义新: 1392050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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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39 
序号：91 
姓名: 于长振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022-29142721 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 
总机 022-82862351 查号拨 0，询问相关部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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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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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40 
序号：92 
姓名: 孙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 022-29142721 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 
总机 022-82862351 查号拨 0，询问相关部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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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41 
序号：93 
姓名: 班跃辉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蓟县侯家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侯家营镇 邮编:301904 
电话: 022-228320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42 
序号：94 
姓名: 董浩然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蓟县侯家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侯家营镇 邮编:301904 
电话: 022-228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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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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243 
序号：95 
姓名: 周振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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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2-82853003 
办公室 022-29142615 
刑庭 022-2914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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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郝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5 

  
编号: 47418 
序号：96 
姓名: 冯卫华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委记、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邮编：300110 
电话：27586752 
南开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电话：2758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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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1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19 
序号：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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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唐穷纲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邮编：300100 
电话: 022-27355957 
电话：27601819（传真）022-27601117； 
南开区国保大队：022-276011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0 
序号：98 
姓名: 王洪水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 34 号  邮编：300100 
电话: 022-27355957 
电话：27601819（传真）022-27601117； 
南开区国保大队：022-27601135 
王洪水手机：13011300682； 
住址：天津市慈惠寺大街慈惠寺南胡同 2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1 
序号：99 
姓名: 王树国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邮编：300102 
电话：27381919 
电话: 022-27252000、022-27347337、022-2734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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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 手机：135120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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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2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2 
序号：100 
姓名: 戴志伟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三马路 59 号   邮编:300100 
电话:：022-27601638 
戴志伟手机：138203285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3 
序号：101 
姓名: 邱学德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澄江路昌宁南里平房 4 号    邮编:300190 
电话：022-23369256、022-23369053 
所长 022-23695598 
邱学德 151223990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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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424 
序号：102 
姓名: 刘伟 
职务: 迎风里片警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澄江路昌宁南里平房 4 号    邮编:300190 
电话：022-23369256、022-23369053 
所长 022-23695598 
刘伟 022-27501531、手机：136621972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5 
序号：103 
姓名: 吴军 
职务:  
单位: 天津市和平公安分局南市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庆善大街 8 号   邮编：300021 
电话：022- 586336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6 
序号：104 
姓名: 于慧淑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颂禹里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颂禹里 7 号楼前平房   邮编:300190 
电话：022-2742723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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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7 
序号：105 
姓名: 刘满丰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颂禹里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颂禹里 7 号楼前平房   邮编:300190 
电话：022-2742723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8 
序号：106 
姓名: 董幼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自贡道 18 号     邮编:300113 
电话：022-27601508、022-27601509、022-273651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29 
序号：107 
姓名: 贾文玮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迎风里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迎风里 22 号楼前平房迎风里居委会     
邮编:300191 
电话: 022-236153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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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30 
序号：108 
姓名: 胡新凤 
职务: 联系负责人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迎风里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迎风里 22 号楼前平房迎风里居委会    邮编
:300191 
电话: 022-236153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31 
序号：109 
姓名: 柴树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华坪路 12 号        邮编:300190 
电话: 022-87611960 
柴树刚手机：13302051890；住址：天津市秀川路阳光壹佰东园 16-1-17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3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32 
序号：110 
姓名: 姜健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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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华坪路 12 号        邮编:300190 
电话: 022-87611960 
姜健手机：13920099881；住址：天津市宾水西道水乡花园 5-1-8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3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7433 
序号：111 
姓名: 赵文英 
职务: 党委书记、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观景里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观景里小区内高层旁    邮编：300191 
电话：022-2367943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3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洪琴、崔希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17 

  
编号: 48249 
序号：112 
姓名: 赵子林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宝坻区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南关大街 24 号区委会院内 邮政编码：301800 
电话：022-29238003 
政法委电话：2924227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4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宝坻区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邢俊杰、田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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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250 
序号：113 
姓名: 陈忠杰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 18 号  邮政编码:301800 
电话：022-2924 2612， 
投诉电话：59216208 29656212 
局长办公室：2924153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5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宝坻区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邢俊杰、田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47 

  
编号: 48251 
序号：114 
姓名: 王庆前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宝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广阳路 邮政编码:301800 
电话：0 22- 8268 99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5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宝坻区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邢俊杰、田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47 

  
编号: 48252 
序号：115 
姓名: 陈卫东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宝坻区邮电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 114 号 邮政编码:301800  
电话：022-2922503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5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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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宝坻区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邢俊杰、田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