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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编号: 66468 

序号：1 

姓名: 许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省礼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县委大院 邮编：713200   

电话：029-35621433 029-356196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469 

序号：2 

姓名: 晁卫安 

职务: 局长 

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电话：029-35616669  办公室 029-356215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470 

序号：3 

姓名: 王一凡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电话：029-35616669  办公室 029-35621510 

县公安局局长王一凡(原任)：130085508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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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471 

序号：4 

姓名: 董继浩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电话：029-35616669  办公室 029-35621510 

警察董继浩：13369406933 1337940693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472 

序号：5 

姓名: 张怀志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电话：029-35616669  办公室 029-35621510 

警察张怀志：宅 029-35615333 159910433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473 

序号：6 

姓名: 雒维刚 

职务: 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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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电话：029-35616669  办公室 029-35621510 

警察雒维刚：13992087366 

警察王国柱：133795276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474 

序号：7 

姓名: 陈晔 

职务: 所长 

单位: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陵镇 邮编：713207  

电话：029-35629555 

所长陈晔：029-35629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淑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编号: 66591 

序号：8 

姓名: 任向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上郡路 区委 308 室 邮编：719000 

电话：0912-8108285 传真 0912-8108285 E-mail: yyqzfw@163.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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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592 

序号：9 

姓名: 李安镇 

职务: 榆林市公安局副局长、榆阳分局局长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 邮编：719000 

(榆阳区分局) 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榆溪大道兴达路 7 号 邮编：719000 

电话：(市公安局) 0912-3234429 

(区分局) 值班 0912-3282029  0912-3685110  0912-3533109 

市公安局副局长、榆阳分局局长李安镇：0912-3685001 13474488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编号: 66593 

序号：10 

姓名: 李建春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 邮编：719000 

(榆阳区分局) 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榆溪大道兴达路 7 号 邮编：719000 

电话：(市公安局) 0912-3234429 

(区分局) 值班 0912-3282029  0912-3685110  0912-3533109 

榆阳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建春：139910860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编号: 66594 

序号：11 

姓名: 申军昌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 邮编：719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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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区分局) 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榆溪大道兴达路 7 号 邮编：719000 

电话：(市公安局) 0912-3234429 

(区分局) 值班 0912-3282029  0912-3685110  0912-3533109 

榆阳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建春：139910860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编号: 66595 

序号：12 

姓名: 张玉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西沙文化南路 １号 邮编：719000 

电话：0912-3882890 办公室 0912-3885572 检察长室 0912-3883827 

区检察院检察长张玉林：0912-388382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编号: 66596 

序号：13 

姓名: 张向东 

职务: 院长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 11 号 邮编：719000 

电话：电话/传真 0912-3523810 总机 0912-3284014 

区法院院长张向东：院长办公室 0912-328207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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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597 

序号：14 

姓名: 王富强 

职务: 法官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 11 号 邮编：719000 

电话：电话/传真 0912-3523810 总机 0912-3284014 

区法院法官王富强：刑事庭 0912-326915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编号: 66598 

序号：15 

姓名: 白志雄 

职务: 所长 

单位: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分局青山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青山东路 邮编：719000 

电话：0912-812346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榆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鱼芳兰、张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编号: 70466 

序号：16 

姓名: 贺东 

职务: 局长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 4 号楼  邮编: 721004 

电话:（市公安局）0917-3268240  节假日夜间值班 0917-3268200 

市公安局局长贺东: 0917-3268240  节假日夜间值班 0917-32682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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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67 

序号：17 

姓名: 陈红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维稳办）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街 2 号 邮

编:721300 

电话:（区政法委 610 维稳办）0917-6210770 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区“610” 副主任陈红：0917-6210770 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68 

序号：18 

姓名: 齐智雄 

职务: 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维稳办）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街 2 号 邮

编:721300 

电话:（区政法委 610 维稳办）0917-6210770 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区维稳办主任齐智雄：0917-6210770 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69 

序号：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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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马文超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维稳办）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街 2 号 邮

编:721300 

电话:（区政法委 610 维稳办）0917-6210770 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区综治办主任马文超：0917-6210770 0917-6216497 0917-621241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0 

序号：20 

姓名: 宋宏斌 

职务: 局长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区公安分局局长宋宏斌：办 0917-6220928 091762209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1 

序号：21 

姓名: 裴书贵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维稳）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副局长裴书贵（分管国保、维稳）：0917-622795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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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2 

序号：22 

姓名: 段九州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警察段九州：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62247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3 

序号：23 

姓名: 康宝栓 

职务: 政保科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警察康宝栓（政保科）：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622474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4 

序号：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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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警察李伟：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622474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5 

序号：25 

姓名: 董和平 

职务: 国保科长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警察董和平(国保科长)：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622474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0476 

序号：26 

姓名: 刘永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电话: （区分局）0917-6224743  0917-6222402  办公室电话/传真 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

6224743  电子邮箱 bjccga@163.com 

警察刘永华：0917-6222041 总值班室 0917-622474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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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编号: 71143 

序号：27 

姓名: 杨记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法委、610 办）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    邮编：723000 

电话：（市政法委）0916-2213775、0916-2626022； 

（市 610 办）0916-2626610、0916-26260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44 

序号：28 

姓名: 郭世汉 

职务: 局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邮编：723200    

电话：0916-7212204；办公室 0916-7212806；0916-7213299；0916-73661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45 

序号：29 

姓名: 何若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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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邮编：723200    

电话：0916-7212204；办公室 0916-7212806；0916-7213299；0916-7366101 

国保大队 0916-723246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46 

序号：30 

姓名: 张久安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4 号    邮编：723200     

电话: 0916-7212506 

检察长张久安（2017 年 1 月当选）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6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47 

序号：31 

姓名: 谢晓宏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4 号    邮编：723200     

电话: 0916-72125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7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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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148 

序号：32 

姓名: 刘涛 

职务: 侦查监督科科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4 号    邮编：723200     

电话: 0916-7212506 

侦查监督科科长刘涛：0916-721876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8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49 

序号：33 

姓名: 王景华 

职务: 侦查公诉科科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4 号    邮编：723200     

电话: 0916-7212506 

侦查公诉科科长王景华：0916-721889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9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50 

序号：34 

姓名: 杨庆龙 

职务: 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4 号    邮编：723200     

电话: 0916-7212506 

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杨庆龙：0916-72162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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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0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51 

序号：35 

姓名: 刘明才 

职务: 院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5 号    邮编:732000      

电话: 0916-7212406；办公室 0916-72115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1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52 

序号：36 

姓名: 杨晓东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5 号    邮编:732000      

电话: 0916-7212406；办公室 0916-72115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2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53 

序号：37 

姓名: 贾红娟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5 号    邮编:732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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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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7212406；办公室 0916-72115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3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54 

序号：38 

姓名: 杨敬一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5 号    邮编:732000      

电话: 0916-7212406；办公室 0916-72115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4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编号: 71155 

序号：39 

姓名: 唐永清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5 号    邮编:732000      

电话: 0916-7212406；办公室 0916-72115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5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