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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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编号: 48663 

序号：1 

姓名: 袁桐利 

职务: 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委、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委）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300061 

电话：022-836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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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袁桐利（男 汉族 1961 年 8 月生 天津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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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6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48664 

序号：2 

姓名: 李宝生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法委、“610 办公室”）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   邮编: 300042 

（市委、市政府）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0 号     邮编: 300042 

电话: 022-23325406；022-83607317；日 022-23327097；夜 022-23325294 

 （市委、市政府）022-836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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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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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65 

序号：3 

姓名: 赵飞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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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42 

电话：022-27318989 

总机：022-23353922（转）；举报警察违纪 022-23398255 

办公室 022-29341010、022-29341010 

交换台 022-29341845-1846 

公安局总机：022-27319000 转天津市 610 办公室、转政保处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48666 

序号：4 

姓名: 刘宏山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邮电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光明路 42 号    邮编:301500 

电话：022-6957247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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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667 

序号：5 

姓名: 白志娟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邮电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光明路 42 号    邮编:301500 

电话：022-6957247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68 

序号：6 

姓名: 王建忠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乡     邮编：301599 

电话：022-694597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69 

序号：7 

姓名: 王贵旺(2)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岳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岳龙庄村西 7 号   邮编：301502 

电话：022-69251510 

所长王贵旺：189201439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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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70 

序号：8 

姓名: 王志利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岳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岳龙庄村西 7 号   邮编：301502 

电话：022-692515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71 

序号：9 

姓名: 李德龙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岳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岳龙庄村西 7 号   邮编：301502 

电话：022-692515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72 

序号：10 

姓名: 王海军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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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镇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镇北派出所所长王海军 189201438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73 

序号：11 

姓名: 杨树俊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建设路 3 号     邮编：301599 

电话：022-69591457 

所长杨树俊：139207112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74 

序号：12 

姓名: 项峥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建设路 3 号     邮编：301599 

电话：022-69591457 

副所长项峥：1382009529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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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675 

序号：13 

姓名: 陶洪春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宁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宁河县二零五省道   邮编:301504 

电话：022-69419165 

所长：138020123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676 

序号：14 

姓名: 王志生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丰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二零一省道     邮编：301500 

电话：022-69489020 

所长王志生：189201450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莫伟秋、董朝凤、田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

任人袁桐利、刘宝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编号: 48881 

序号：15 

姓名: 何俊廷 

职务: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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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81 

迫害案例:  

  

编号: 49001 

序号：16 

姓名: 刘彦玲 

职务:  

单位: 天津市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01 

迫害案例:  

  

编号: 49003 

序号：17 

姓名: 东海 

职务: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03 

迫害案例:  

  

编号: 49059 

序号：18 

姓名: 赵宗礼 

职务:  

单位: 天津市津南区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59 

迫害案例:  

  

编号: 49092 

序号：19 

姓名: 刘毅 

职务:  

单位: 天津市东海街松江里社区党支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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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92 

迫害案例:  

  

编号: 49153 

序号：20 

姓名: 本来 

职务:  

单位: 天津蓟县盘山天成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53 

迫害案例:  

  

编号: 49276 

序号：21 

姓名: 张逢太 

职务:  

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76 

迫害案例:  

  

编号: 49299 

序号：22 

姓名: 赵洪韵 

职务:  

单位: 天津市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99 

迫害案例:  

  

编号: 49340 

序号：23 

姓名: 段连枝 

职务:  

单位: 天津市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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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40 

迫害案例:  

  

编号: 49347 

序号：24 

姓名: 李宝梁 

职务:  

单位: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47 

迫害案例:  

  

编号: 49954 

序号：25 

姓名: 李兴亮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分局新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营口道 625 号  邮编：300450 

电话（新址）：022-652706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49955 

序号：26 

姓名: 赵万民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局板厂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89500 022-63862397  02263310448 值班 022 25987334 

板厂街派出所所长赵万民：宅 2263217778  138216557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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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56 

序号：27 

姓名: 张启龙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局板厂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89500 022-63862397  02263310448 值班 022 25987334 

板厂街派出所教导员张启龙：22259873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57 

序号：28 

姓名: 朱虹任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局板厂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89500 022-63862397  02263310448 值班 022 25987334 

板厂街派出所副所长朱虹任：宅 2281686667  138208982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58 

序号：29 

姓名: 韩元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局板厂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89500 022-63862397  02263310448 值班 022 25987334 

板厂街派出所副所长韩元强：2225987334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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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59 

序号：30 

姓名: 赵亮 

职务: 片警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局板厂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89500 022-63862397  02263310448 值班 022 25987334 

阳春里片警赵亮（抓法轮功学员的警察）：138216503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60 

序号：31 

姓名: 沈功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局板厂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迎宾街 邮编：300270 

电话：022-25989500 022-63862397  02263310448 值班 022 25987334 

内勤警察沈功：宅 2225988896  138210890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61 

序号：32 

姓名: 李海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河东公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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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东兴路 111 号（新址） 邮编 300170 

电话：022-243296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62 

序号：33 

姓名: 侯海祥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河东区唐家口花园路 2 号 邮编 300160 

电话：022-24328885 

警察侯海祥（警号 280647）：1582208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63 

序号：34 

姓名: 李春生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河东区唐家口花园路 2 号 邮编 300160 

电话：022-24328885 

片警李春生：139204710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64 

序号：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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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谢文龙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云华里 32 号楼 1 号 邮编：300384 

电话：022-27601679 

派出所副所长谢文龙：022-276016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编号: 49965 

序号：36 

姓名: 刘洪胜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滨海新区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赵新路 1 号 邮编 300451 

电话： 022-65300763  022-663005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50539 

序号：37 

姓名: 杨洪跃 

职务: 青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副区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委、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委政法）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府前街  邮编：300380 

电话：022-2739267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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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3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0 

序号：38 

姓名: 董景川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委政法）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府前街  邮编：300380 

电话：022-27392679 

西青区政法委书记董景川：022-23737588 住 南开区红旗南路水上温泉花园 16-1-301  邮编 3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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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1 

序号：39 

姓名: 刘玉山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156 号  邮编：300380 

电话： 022-27396872  办公室 022-27942339  022-27392592  022-27916439  022-27393016  

国保支队 022-273925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2 

序号：40 

姓名: 侯军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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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支队科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156 号  邮编：300380 

电话： 022-27396872  办公室 022-27942339  022-27392592  022-27916439  022-27393016  

国保支队 022-2739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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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2 

序号：41 

姓名: 侯军 

职务: 国保支队科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156 号  邮编：300380 

电话： 022-27396872  办公室 022-27942339  022-27392592  022-27916439  022-27393016  

国保支队 022-273925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3 

序号：42 

姓名: 王成军 

职务: 国保支队科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156 号  邮编：300380 

电话： 022-27396872  办公室 022-27942339  022-27392592  022-27916439  022-27393016  

国保支队 022-2739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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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4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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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3 

序号：43 

姓名: 王成军 

职务: 国保支队科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156 号  邮编：300380 

电话： 022-27396872  办公室 022-27942339  022-27392592  022-27916439  022-27393016  

国保支队 022-273925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0544 

序号：44 

姓名: 汪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霞路 1 号 邮编：300380 

电话：022-27392039 

所长汪平：13752359735  022-273920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东派出所迫害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韩志金、郭建忠、王玉和、

宫玉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编号: 51053 

序号：45 

姓名: 刘振清 

职务: 主任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塘沽审判管理委员会（原天津市塘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塘汉路 1-19 号 邮编：3004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5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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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值班 022-65270911 

院长： 022-65270978、022-258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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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51054 

序号：46 

姓名: 张洪忠 

职务: 办案法官 

单位: 天津市塘沽审判管理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塘沽审判区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连道 1265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022)65270911 

办案法官张洪忠 022-6527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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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51055 

序号：47 

姓名: 侯智 

职务: 代理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路 10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629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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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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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51056 

序号：48 

姓名: 孙学禄 

职务: 预审科 

单位: 天津市塘沽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大连道 1818 号  邮编: 300450 

电话: 25852000， 022-25861253  022-2586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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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51057 

序号：49 

姓名: 吕红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胡家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 300457 

电话 022-66580654,022-65300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51058 

序号：50 

姓名: 黄继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胡家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 300457 

电话 022-66580654,022-65300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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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51059 

序号：51 

姓名: 王治国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胡家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庄子公路 14 号 邮编 300457 

电话 022-66580654,022-65300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惠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编号: 51068 

序号：52 

姓名: 常玉柱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天津市蓟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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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2-291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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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69 

序号：53 

姓名: 李洪春 

职务: 成员 

单位: 天津市蓟县“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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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2-29182610 

成员李洪春：136120631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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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0 

序号：54 

姓名: 任福志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1 

序号：55 

姓名: 李国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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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1 

序号：56 

姓名: 李国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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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2 

序号：57 

姓名: 崔向辉 

职务: 国保大队支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国保大队支队长崔向辉：022-82861638 转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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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2 

序号：58 

姓名: 崔向辉 

职务: 国保大队支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国保大队支队长崔向辉：022-82861638 转 30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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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073 

序号：59 

姓名: 刘峰(2) 

职务: 国保大队支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国保大队支队长刘峰：1375205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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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4 

序号：60 

姓名: 张占山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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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5 

序号：61 

姓名: 刘国柱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天津市蓟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88 号   邮编:301900    

电话：022-25820570；022-29142721；022-82862351 

办公室 022-82863044；寻呼室 022-8286263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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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7 

序号：62 

姓名: 唐树军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大街 90 号   邮编: 301900   

电话：022-29142615；022-82853001 

刑庭庭长唐树军：18622060019；办 022-828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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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8 

序号：63 

姓名: 穆晓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蓟县上仓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仓桑路蓟县上仓中学路北 邮编: 301906   

电话: 022-29858240 

穆晓刚 电话：138206515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51079 

序号：64 

姓名: 张建忠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天津市蓟县上仓派出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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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蓟县仓桑路蓟县上仓中学路北 邮编: 301906   

电话: 022-298582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编号: 60143 

序号：65 

姓名: 何宁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二号路 35 号 邮编:300456 

电话: 022-65309722  

传真 65309738 

地址：(区委 区政法委）天津市滨海新区 35 号 邮编:300456 

电话：(区委办)022-65309619 

 (区政法委)022-65309652 65309347 

副局长何宁：022-27387890 住 广开四马路格调春天花园 1 号楼 1 门 601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0144 

序号：66 

姓名: 陈滨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公安局塘沽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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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局)022-66889061 (国保支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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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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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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编号: 60873 

序号：67 

姓名: 梁强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向阳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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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编号: 60874 

序号：68 

姓名: 李琰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向阳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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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编号: 60875 

序号：69 

姓名: 耿国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向阳街派出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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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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耿国华（身份证 120107196308273975，住址：滨海新区津塘道跃进里 10 栋 1 门 602 号）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编号: 60876 

序号：70 

姓名: 刘向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武宁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邮编：301700 

电话：82168750 ,22-821715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编号: 60877 

序号：71 

姓名: 丛日成 

职务: 主任科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武宁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 

邮编：301700 

电话：82168750 ,22-821715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昌寿、冉官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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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1686 

序号：72 

姓名: 王文华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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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86 

迫害案例:  

  

编号: 61687 

序号：73 

姓名: 张岩 

职务: 七支队科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国保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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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87 

迫害案例:  

  

编号: 61688 

序号：74 

姓名: 段志强 

职务: 副主席、市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 

单位: 天津市科协、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88 

迫害案例:  

  

编号: 61689 

序号：75 

姓名: 刘惠通 

职务: 副主席、市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单位: 天津市科协、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8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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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1690 

序号：76 

姓名: 冯绍宽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和平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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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90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1 

序号：77 

姓名: 李海军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和平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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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91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2 

序号：78 

姓名: 吕德林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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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92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3 

序号：79 

姓名: 李德民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政法委、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3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4 

序号：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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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薄家辉 

职务:  

单位: 天津市河西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4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5 

序号：81 

姓名: 刘翠敏 

职务: 科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5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6 

序号：82 

姓名: 刁会永 

职务: 科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6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7 

序号：83 

姓名: 刘剑 

职务: 国保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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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7 

迫害案例:  

  

编号: 61698 

序号：84 

姓名: 王燕华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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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委防范办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办)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邮编：300110   

电话：(政法委)022-27586752 

(区 610 办)022-27586061 市公安局 022-27319000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61699 

序号：85 

姓名: 傅建柱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办)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邮编：300110   

电话：(政法委)022-27586752 

(区 610 办)022-27586061 市公安局 022-27319000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9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0 

序号：86 

姓名: 刘民选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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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0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1 

序号：87 

姓名: 王刚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天津市河北区委党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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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1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2 

序号：88 

姓名: 从晓辉 

职务: 国保支队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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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2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3 

序号：89 

姓名: 郝国利 

职务: 副书记和防范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3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4 

序号：90 

姓名: 荣建勋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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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4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5 

序号：91 

姓名: 高俊才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汉沽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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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5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6 

序号：92 

姓名: 杨茂荣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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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6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7 

序号：93 

姓名: 张劲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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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7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8 

序号：94 

姓名: 李国文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津南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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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8 

迫害案例:  

  

编号: 61709 

序号：95 

姓名: 李学义 

职务: 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津南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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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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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1710 

序号：96 

姓名: 张凤祥 

职务:  

单位: 天津市津南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0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1 

序号：97 

姓名: 袁树谦 

职务: 区副书记、纪委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纪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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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1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2 

序号：98 

姓名: 刘特 

职务: 科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2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3 

序号：99 

姓名: 张林才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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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1714 

序号：100 

姓名: 郭宝琴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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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4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5 

序号：101 

姓名: 贾凤山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宝坻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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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5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6 

序号：102 

姓名: 唐在欣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单位: 天津市宝坻区政法委、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6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7 

序号：103 

姓名: 张海强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天津市静海县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7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8 

序号：1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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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绵生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静海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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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8 

迫害案例:  

  

编号: 61719 

序号：105 

姓名: 倪福江 

职务: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静海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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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19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0 

序号：106 

姓名: 张希峰 

职务: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政法委书记 

单位: 天津市静海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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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0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1 

序号：107 

姓名: 王广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天津市蓟县县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1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2 

序号：108 

姓名: 纪晓菊 

职务: 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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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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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2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3 

序号：109 

姓名: 刘广均 

职务: 理事长 

单位: 天津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3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4 

序号：110 

姓名: 洪解亮 

职务: 副主席、市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单位: 天津市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4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5 

序号：111 

姓名: 刘慧通 

职务: 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单位: 天津市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5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6 

序号：112 

姓名: 苏宜 

职务: 理事 

单位: 天津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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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6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7 

序号：113 

姓名: 张春霆 

职务: 副主席、中科院院士 

单位: 天津市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7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8 

序号：114 

姓名: 李正名 

职务: 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位: 天津市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8 

迫害案例:  

  

编号: 61729 

序号：115 

姓名: 张春燕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天津市板桥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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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9 

迫害案例:  

  

编号: 61730 

序号：116 

姓名: 李振强 

职务: 反邪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正高级政工师 

单位: 天津市和平区反邪教协会，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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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0 

迫害案例:  

  

编号: 61731 

序号：117 

姓名: 陈钢毅 

职务: 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单位: 天津市和平区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1 

迫害案例:  

  

编号: 61732 

序号：118 

姓名: 刘开基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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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32 

迫害案例:  

  

编号: 61733 

序号：119 

姓名: 刘君哲 

职务: 教育指导科科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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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3 

迫害案例:  

  

编号: 61734 

序号：120 

姓名: 李润得 

职务: 县委常委、副县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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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3641 

序号：121 

姓名: 邓建生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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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1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9 

序号：122 

姓名: 赵志奎    

职务: 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 

单位: 天津市劳动教养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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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9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0 

序号：123 

姓名: 雷书智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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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0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1 

序号：124 

姓名: 翟永平 

职务: 政委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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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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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3652 

序号：125 

姓名: 裴玉顺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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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2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3 

序号：126 

姓名: 雷书智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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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3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4 

序号：127 

姓名: 夏文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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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4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5 

序号：128 

姓名: 米玉兰 

职务: 政治部主任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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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5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6 

序号：1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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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庆臻 

职务: 教育处处长 

单位: 天津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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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6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7 

序号：130 

姓名: 张铁英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兼），天津市政法委员会委员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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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7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8 

序号：131 

姓名: 张福忠 

职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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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8 

迫害案例:  

  

编号: 63659 

序号：132 

姓名: 陈瑞俊 

职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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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59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0 

序号：133 

姓名: 贾永刚 

职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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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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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0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1 

序号：134 

姓名: 裘新文 

职务: 党委委员、通宝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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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1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2 

序号：135 

姓名: 张玉阔 

职务: 党委委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单位: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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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2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3 

序号：136 

姓名: 魏东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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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3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4 

序号：137 

姓名: 宗连学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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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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4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5 

序号：138 

姓名: 刘晔 

职务: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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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5 

迫害案例:  

  

编号: 63666 

序号：139 

姓名: 傅立英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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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6 

迫害案例:  

  

编号: 64076 

序号：140 

姓名: 张洪东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25328169 2532054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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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7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77 

序号：141 

姓名: 周庆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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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25328169 2532054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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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7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78 

序号：142 

姓名: 李向荣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 2929 号 邮编:300451 

电话：022-25328169 2532054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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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7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79 

序号：143 

姓名: 吴予欣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路 10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6629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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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7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80 

序号：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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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丁秉花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201 

民意沟通信箱：tj2zy_mygt@sina.com 

诉讼服务热线：12368 

交换台 28024000 

立案办公室 28024117 

信访咨询办 28024118 

总值班室 280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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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8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81 

序号：145 

姓名: 周虹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201 

民意沟通信箱：tj2zy_mygt@sina.com 

诉讼服务热线：12368 

交换台 28024000 

立案办公室 28024117 

信访咨询办 28024118 

总值班室 280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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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8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82 

序号：1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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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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宋菲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201 

民意沟通信箱：tj2zy_mygt@sina.com 

诉讼服务热线：12368 

交换台 28024000 

立案办公室 28024117 

信访咨询办 28024118 

总值班室 280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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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8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83 

序号：147 

姓名: 张铮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201 

民意沟通信箱：tj2zy_mygt@sina.com 

诉讼服务热线：12368 

交换台 28024000 

立案办公室 28024117 

信访咨询办 28024118 

总值班室 280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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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8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编号: 64094 

序号：1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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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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王志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2983 022-25605079 总机 022-23353922（转） 

局办室 63222983 

大港分局局长王志华：139021543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大港分局非法抓捕邮寄诉江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韩铁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编号: 64095 

序号：149 

姓名: 刘锦强 

职务: 国保队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2983 022-25605079 总机 022-23353922（转） 

局办室 63222983 

大港分局国保队长刘锦强：186220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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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大港分局非法抓捕邮寄诉江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韩铁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编号: 64095 

序号：150 

姓名: 刘锦强 

职务: 国保队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2983 022-25605079 总机 022-23353922（转） 

局办室 63222983 

大港分局国保队长刘锦强：186220201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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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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大港分局非法抓捕邮寄诉江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韩铁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编号: 64096 

序号：151 

姓名: 苏贵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大港邮政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大港邮政局)天津市滨海新区育秀街 118 号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21708 022-6322211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公安局大港分局非法抓捕邮寄诉江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韩铁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编号: 65246 

序号：152 

姓名: 马洪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办)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邮编：300110   

电话：(政法委)022-27586752 

(区 610 办)022-27586061 市公安局 022-27319000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65246 

序号：153 

姓名: 马洪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办)天津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邮编：300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0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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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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政法委)022-27586752 

(区 610 办)022-27586061 市公安局 022-27319000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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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65247 

序号：154 

姓名: 刘广林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昌宁道昌宁南里平房 4 号 邮编：300190 

电话：022-27601529  022-27601528 

所长刘广林：135120888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