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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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 
 

编号: 66661 

序号：1 

姓名: 张艳磊 

职务: 二监区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

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二监区：0471-2396736 一楼 2396738 二楼 2396740 三楼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2 

序号：2 

姓名: 乌日娜 

职务: 二监区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

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二监区：0471-2396736 一楼 2396738 二楼 2396740 三楼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3 

序号：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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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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坚贞 

职务: 四监区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四监区 0471-239673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4 

序号：4 

姓名: 白羽 

职务: 四监区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四监区 0471-239673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5 

序号：5 

姓名: 彭斯朗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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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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6 

序号：6 

姓名: 祁迪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7 

序号：7 

姓名: 沙文艳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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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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8 

序号：8 

姓名: 高桂英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69 

序号：9 

姓名: 龙梅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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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70 

序号：10 

姓名: 刘娟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71 

序号：11 

姓名: 张爱莲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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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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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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672 

序号：12 

姓名: 石彩凤 

职务: 狱警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电话：值班室 0471-2396570 0471-2396608 会见 0471-2396762 

0471-5970935 0471-2396735 0471-2396739 0471-239650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700 

序号：13 

姓名: 周黎明 

职务: 厅长、书记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监狱管理局书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南路 15 号  

邮政编码：010050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010050 

电话：0471－2399900 

传真： 0471－239991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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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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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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6701 

序号：14 

姓名: 徐宏光 

职务: 副厅长、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局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南路 15 号  

邮政编码：010050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010050 

电话：0471－2399900 

传真： 0471－2399914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杨蔚红、孙玉凤、周建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编号: 67066 

序号：15 

姓名: 阿拉坦 

职务: 批捕科检察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邮编：028000 

电话：0475-8234616 0475-861007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宏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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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067 

序号：16 

姓名: 谢娇娇 

职务: 检察员, 公诉人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 邮编：028000 

电话：0475-8234616 0475-861007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宏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19 

  

编号: 67068 

序号：17 

姓名: 金哲 

职务: 立案科科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大街 106 号 邮编：028000 

电话：办公室/传真/副院长室 0475-8232868 

院长室 0475-8233116 

刑事庭 0475-8237734 

纪检监察举报 0475-8235094 

举报邮箱：kqfyjjjc@163.com Email：krqqfy@chinacourt.org 

立案科科长金哲：立案庭 0475-82324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编号: 67069 

序号：18 

姓名: 刘丽丽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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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大街 106 号 邮编：028000 

电话：办公室/传真/副院长室 0475-8232868 

院长室 0475-8233116 

刑事庭 0475-8237734 

纪检监察举报 0475-8235094 

举报邮箱：kqfyjjjc@163.com Email：krqqfy@chinacourt.org 

审判长刘丽丽：18204973296 刑庭 0475-823773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编号: 67070 

序号：19 

姓名: 景东珲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大街 106 号 邮编：028000 

电话：办公室/传真/副院长室 0475-8232868 

院长室 0475-8233116 

刑事庭 0475-8237734 

纪检监察举报 0475-8235094 

举报邮箱：kqfyjjjc@163.com Email：krqqfy@chinacourt.org 

审判员景东珲：15047152228 刑庭 0475-823773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编号: 67071 

序号：20 

姓名: 李义 (2)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电话：0475-8610965 所长办 8610965 门卫 0475-8612124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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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宏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19 

  

编号: 67072 

序号：21 

姓名: 包乌云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电话：0475-8610965 所长办 8610965 门卫 0475-8612124 

警察包乌云（女）：6382081 81076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编号: 67073 

序号：22 

姓名: 谢灯灿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 河西看守所 邮编：028021 

电话：0475-8610965 所长办 8610965 门卫 0475-86121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唐丽文、王涛、季丽萍、郑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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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553 

序号：23 

姓名: 候世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市公安局局长候世华：137047458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54 

序号：24 

姓名: 闫全利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市公安局副局长闫全利（主管）：1394742377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55 

序号：25 

姓名: 侯凤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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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56 

序号：26 

姓名: 闫永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57 

序号：27 

姓名: 侯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58 

序号：28 

姓名: 任俊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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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59 

序号：29 

姓名: 麻文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丰大街 邮编：0121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0 

序号：30 

姓名: 郝小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迎宾大街 邮编：012100 （检察院网站上的

地址） 

联系电话：0474-3261583 

郝小平：0474-3258238、139484406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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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1 

序号：31 

姓名: 赵雪英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迎宾大街 邮编：012100 （检察院网站上的

地址） 

联系电话：0474-3261583 

副检察长赵雪英 0474-3251020、13739956555（主管魏建华案）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2 

序号：32 

姓名: 张鹰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迎宾大街 邮编：012100  

联系电话：0474-326158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3 

序号：33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院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迎宾大街 邮编：012199 （检察院网站上的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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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电话：0474-3267705 

传真:   0474-3267761 

法院院长张健军 3267701 137347480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4 

序号：34 

姓名: 宋峰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迎宾大街 邮编：012199 （检察院网站上的

地址） 

电话：0474-3267705 

传真:   0474-3267761 

法院副院长 宋峰 3267702 137894446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5 

序号：35 

姓名: 陈瑞霞 

职务: 刑事审判第一庭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迎宾大街 邮编：012199 （检察院网站上的

地址） 

电话：0474-3267705 

传真:   0474-3267761 

刑事审判第一庭陈瑞霞 办公电话：0474-326772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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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6 

序号：36 

姓名: 赵艳红 

职务: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城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新城湾居委会 邮编：012000 

电话：(市公安局)0474-3204462 转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7 

序号：37 

姓名: 郭书文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马莲渠乡 三号地 邮编：012000 

电话：(0474) 2249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8 

序号：38 

姓名: 郭根亮 

职务: 政委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马莲渠乡 三号地 邮编：012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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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74) 2249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69 

序号：39 

姓名: 贾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马莲渠乡 三号地 邮编：012000 

电话：(0474) 2249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570 

序号：40 

姓名: 杜森 

职务: 办理警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马莲渠乡 三号地 邮编：012000 

电话：(0474) 2249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7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编号: 67922 

序号：41 

姓名: 朱文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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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锦桥路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202  (04763752202) 

旗政法委副书记朱文志：133948480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23 

序号：42 

姓名: 韩振学 

职务: 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爱民胡同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892 138047689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24 

序号：43 

姓名: 张献忠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爱民胡同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892 13804768919 

副局长张献忠：3752108  宅 37509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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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925 

序号：44 

姓名: 张献义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爱民胡同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892 138047689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26 

序号：45 

姓名: 高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爱民胡同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892 13804768919 

教导员高伟：1394766979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27 

序号：46 

姓名: 王海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爱民胡同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892 13804768919 

国保大队警察王海红：139476695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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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28 

序号：47 

姓名: 丁宝山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爱民胡同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892 13804768919 

国保大队警察丁宝山：139476695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29 

序号：48 

姓名: 暴晓滨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看守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大街 邮编：
024400 

电话：（旗公安局）0476-3752892 转旗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30 

序号：49 

姓名: 胡玉成 

职务: 副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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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看守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大街 邮编：
024400 

电话：（旗公安局）0476-3752892 转旗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31 

序号：50 

姓名: 张文泽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看守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大街 邮编：
024400 

电话：（旗公安局）0476-3752892 转旗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32 

序号：51 

姓名: 王枫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看守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大街 邮编：
024400 

电话：（旗公安局）0476-3752892 转旗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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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933 

序号：52 

姓名: 张栋 (2)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 锦桥路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277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34 

序号：53 

姓名: 盖兴东 

职务: 院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喀喇沁旗法院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0081  传真 0476-3752300 

旗法院院长盖兴东：137896958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35 

序号：54 

姓名: 朱景玲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喀喇沁旗法院 邮编：024400 

电话：0476-3750081  传真 0476-3752300 

旗法院主审法官朱景玲：1592446919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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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7936 

序号：55 

姓名: 刘祥元 

职务: 检察室主任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驻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旗看守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大街 邮编：024400 

电话：（旗公安局）0476-3752892 转旗看守所驻所检察室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瑞芹、赵艳敏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编号: 68222 

序号：56 

姓名: 李翠成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哈河街 邮编：024076 

电话：（区分局）0476-3521110 （国保办）0476-3514143 

国保大队教导员李翠成：0476-3514143  159047626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潘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3 

  

编号: 68223 

序号：57 

姓名: 李化杰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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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 镇岭上村 邮编：024076 

电话：0476-3500473 

所长李化杰：0476-3510810  0476-3522598  139047627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潘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3 

  

编号: 69291 

序号：58 

姓名: 于海 (2) 

职务: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邮编 024000 

电话：0476-8821486 0476-8689906 

公安局长于海 0476-8820111 转 

电子邮箱：yuhai@chifeng.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编号: 69292 

序号：59 

姓名: 齐艳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政法委、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1 号   邮编 024005 

电话 0476-834741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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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编号: 69293 

序号：60 

姓名: 周春宇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邮编:024005 

电话:  0476-8440383、 0476-8447700、 0476-8441501 

国保大队副队长周春宇，0476-8441502 转 204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编号: 69294 

序号：61 

姓名: 杨旭武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邮编:024005 

电话:  0476-8440383、 0476-8447700、 0476-8441501 

国保大队教导员杨旭武；0476-8441502 转 204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编号: 69295 

序号：62 

姓名: 哈斯陶格陶 

职务: 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天元街.  阿鲁科尔沁旗公安

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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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025550      

电话：0476-7230502 

局长哈斯陶格陶 办 0476-7230501 手机 158047689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编号: 69296 

序号：63 

姓名: 布仁白音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天元街     

邮编: 025550      

电话：0476-7230502 

国保大队队长布仁白音 办 0476-7230529 手机 138047617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编号: 69297 

序号：64 

姓名: 冯炜 

职务: 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郊西段        邮编 025550 

电话：0476-7205136 

所长冯炜 办 0476-7205136  手机 139476019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洪树、毕凤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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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695 

序号：65 

姓名: 张国立 

职务: 副书记（已死亡） 

单位: 内蒙古赤峰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路１号 市政法委  邮编：024000 

电话：（市政法委）办公室 0476-8347412  .                                            (综合科 610 办）0476-8368810 

政法委副书记张国立（已死亡）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编号: 69696 

序号：66 

姓名: 于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兴安盟扎莱特旗  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 0482－6710763 办公室：0482-6710251 执法监督电话：0482－6710030    0482-6710370  传

真：0482-671037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编号: 69697 

序号：67 

姓名: 苏宏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兴安盟扎莱特旗  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 0482－6710763 办公室：0482-6710251 执法监督电话：0482－6710030    0482-6710370  传

真：0482-67103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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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编号: 69698 

序号：68 

姓名: 支文奇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兴安盟扎莱特旗  图牧吉劳教所 邮编:137605 

电话: 0482－6710763 办公室：0482-6710251 执法监督电话：0482－6710030    0482-6710370  传

真：0482-671037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编号: 69918 

序号：69 

姓名: 贾谊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 赤峰市公安局 邮编:024000 

电话：0476-8821486, 0476-8689906 

原国保队长贾谊（2005 年前后）0476-868998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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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086 

序号：70 

姓名: 孟占辉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府 县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

编：137500 

电话：（县委）办公室 0482-5122546    传真 0482-5121537 

（县政府）办公室 0482-5121809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87 

序号：71 

姓名: 陈绍禹 

职务: 副书记 (原任）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府 县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

编：137500 

电话：（县政法委）0482-5121861 

县政法委副书记陈绍禹（原任）： 宅 0482-5122615  138047950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88 

序号：72 

姓名: 侯子俊 

职务: 人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府 县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

编：137500 

电话：（县政法委）0482-5121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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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办公室人员侯子俊：办 0482-5121861  宅 0482-5126829  1384794530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89 

序号：73 

姓名: 朱天晓 

职务: 人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府 县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

编：137500 

电话：（县政法委）0482-5121861 

610 办公室人员朱天晓：办 0482-5121181 137047958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0 

序号：74 

姓名: 白志国 

职务: 人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检察院）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利民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检察院）0482-5132109  0482-5122946 

检察院人员白志国：办 0482-5122818  宅 0482-8212130  138483959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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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091 

序号：75 

姓名: 马金武 

职务: 人员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利民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法院）0482-5121387 

县法院人员马金武：办 0482-5121739   宅 0482-8224458  0482-8883711  1380479371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2 

序号：76 

姓名: 张德智 

职务: 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刑警大队）5123327 5121553  （国保大队）5129548 

局长张德智： 办 0482-5121553   宅 0482-8243555  137047951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2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3 

序号：77 

姓名: 张清 

职务: 刑警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刑警大队）5123327 5121553  （国保大队）5129548 

刑警大队警察张清：  办 0482-5123327   宅 0482-5123569  0482-5880999  139482359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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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3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4 

序号：78 

姓名: 裴福成 

职务: 刑警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刑警大队）5123327 5121553  （国保大队）5129548 

刑警大队警察裴福成： 办 0482-51215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4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5 

序号：79 

姓名: 陈国祥 

职务: 刑警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刑警大队）5123327 5121553  （国保大队）5129548 

刑警大队警察陈国祥：办 0482-51233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5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6 

序号：80 

姓名: 王景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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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国保大队）0482-512954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6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7 

序号：81 

姓名: 于海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国保大队）0482-512954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7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编号: 70098 

序号：82 

姓名: 胡玉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县公安局）0482-5121553  (国保大队）0482-512954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8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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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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号: 70099 

序号：83 

姓名: 杨立春 

职务: 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利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主街    邮编：137500 

电话：0482-5122356 

警察杨立春（所长）：0482-5124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9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及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