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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编号: 66379 

序号：1 

姓名: 王武道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新建北路 30 号 邮编：037003 

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352-2055492 总机 0352-2321311 

市公安局局长王武道：1390358517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6380 

序号：2 

姓名: 张耀武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恒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恒安新区 A 区 邮编：037000 

电话：(市公安局)总机 0352－2321311 转 

电话：0352—789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6381 

序号：3 

姓名: 李百纲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和瑞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恒安新区 D 区北门  邮编：037003 

电话：0352-7855110；手机：13383425592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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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6382 

序号：4 

姓名: 赵振叶 

职务: 片警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和瑞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恒安新区 D 区北门  邮编：037003 

电话：0352-785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6383 

序号：5 

姓名: 卢嘉 

职务: 助理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和瑞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恒安新区 D 区北门  邮编：037003 

电话：0352-785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6384 

序号：6 

姓名: 王建超 

职务: 立案庭庭长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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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云中路 7 号 邮编：037006 

电话：0352-2026207；王建超：电话 0352--2026207、0352--202809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6385 

序号：7 

姓名: 庞恩慧 

职务: 主任 

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和瑞街泰安里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恒安新区 A 区泰安里 邮编：037004 

电话：0352--732240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编号: 67029 

序号：8 

姓名: 郭向东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 610)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西路 74 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090265 

市“610 办公室”主任郭向东：1390357555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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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030 

序号：9 

姓名: 马德荣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滨河路 邮编：041000 

(国保支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财神楼南街 21 号 邮编：041000 

电话：(市公安局)0357-2012280 0357-2188110 

(国保支队) 0357-2188062 

市公安局局长马德荣：0357-2188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1 

序号：10 

姓名: 牛四平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滨河路 邮编：041000 

(国保支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财神楼南街 21 号 邮编：041000 

电话：(市公安局)0357-2012280 0357-2188110 

(国保支队) 0357-2188062 

国保支队政委牛四平：办 2188377 1313317777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2 

序号：11 

姓名: 孔宇红 

职务: 主任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广宣街 市委大院 邮编:141000 

电话: 0357-20146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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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区“610 办公室”主任孔宇红：13834881292 0357-222861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3 

序号：12 

姓名: 赵海红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东大街 97 号 邮编：041000 

电话：(市直属分局)0357-2186011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局长赵海红：2186001 139347189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4 

序号：13 

姓名: 王礼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东大街 97 号 邮编：041000 

电话：(市直属分局)0357-2186011 

市国保大队长王礼生：13333579999 办公室 0357-2186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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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035 

序号：14 

姓名: 李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东大街 97 号 邮编：041000 

电话：(市直属分局)0357-2186011 

国保大队警察李岗：133635762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6 

序号：15 

姓名: 温金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政保科副科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东大街 97 号 邮编：041000 

电话：(市直属分局)0357-2186011 

国保大队警察温金生(政保科副科长)：副科长办 0357-2186122 13363576268 宅 2980335 201490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7 

序号：16 

姓名: 谢庆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鼓楼东大街 115 号 邮编:041000 

电话: (区分局)0357-2186600(区看守所)0357-3075754 

区公安分局局长谢庆军：2186601 18636790999 139035786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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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8 

序号：17 

姓名: 王保社 

职务: 尧都区看守所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鼓楼东大街 115 号 邮编:041000 

电话: (区分局)0357-2186600(区看守所)0357-3075754 

区看守所所长王保社：13503570580 0357-298059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39 

序号：18 

姓名: 周义林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尧都公安分局鼓楼西街派出所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贡院西街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186154 

所长周义林：139035787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40 

序号：19 

姓名: 曹保平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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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尧都公安分局鼓楼西街派出所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贡院西街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18615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41 

序号：20 

姓名: 段海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尧都公安分局鼓楼西街派出所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贡院西街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186154 

副所长段海云：136035795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42 

序号：21 

姓名: 张宁红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南大街 163 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513131  0357-2086282  

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宁红(院党组书记)：0357-2590601 139357901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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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43 

序号：22 

姓名: 牛广宁 

职务: 公诉二科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鼓楼南大街 163 号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513131  0357-2086282  

区检察院公诉二科牛广宁（公诉人）：13753511100 18613577177 办公室 0357-25906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44 

序号：23 

姓名: 王红云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信合东路 邮编：041000 

电话：03573116118 03573116013 03573116120 

区法院院长王红云：0357-31160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045 

序号：24 

姓名: 解炳华 

职务: 少年庭庭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信合东路 邮编：041000 

电话：03573116118 03573116013 035731161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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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少年庭庭长解炳华（办案人）：13333570786 办公室 0357-3116118 0357-3116013 0357-

311612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临汾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李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编号: 67590 

序号：25 

姓名: 冀宝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镇迎宾北路 邮编：030023 

电话：0351-6035442 

区公安分局局长冀宝林： 0351-60321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1 

序号：26 

姓名: 舒建新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所长舒建新：住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39 号龙昌滨河源 4 号楼 1 单元 2201 室  邮编 0300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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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67592 

序号：27 

姓名: 张雨生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3 

序号：28 

姓名: 张文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副所长张文胜（警号 017977）：13834200247 现住 太原市尖草坪区兴华北街 25 号和风小区 

张文胜妻子郭春香，就职于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张文胜女儿张彬月， 初中高中均从太原五中毕业，现为在校大学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4 

序号：29 

姓名: 王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副所长王强（警号 017809）：13383430028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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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5 

序号：30 

姓名: 田向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副所长田向东（警号 018047）：13934636859 办 66391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6 

序号：31 

姓名: 靳秋梅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指导员靳秋梅（警号 0178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7 

序号：32 

姓名: 白云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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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白云峰（警号 017980）：133834304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8 

序号：33 

姓名: 安瑞玉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安瑞玉（警号 017866）：139341516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599 

序号：34 

姓名: 金慧琴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金慧琴：133834039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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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600 

序号：35 

姓名: 刘光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刘光：139351568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601 

序号：36 

姓名: 刘伟光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刘伟光：1363341713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602 

序号：37 

姓名: 权晋英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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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权晋英：139345634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603 

序号：38 

姓名: 任福生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任福生：135097318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604 

序号：39 

姓名: 李书兰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警察李书兰：138345985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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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605 

序号：40 

姓名: 刘俊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7606 

序号：41 

姓名: 亢瑞敏 

职务: 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51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639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汇丰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舒建新、张文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编号: 68131 

序号：42 

姓名: 包宏斌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99 号  邮编：030024 

电话：0351-6047825  刑警大队 0351-6066237 

国保大队长包宏斌：0351-617535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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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2 

序号：43 

姓名: 田树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后王街  邮编：030024     

电话：总机 0351-6064636  值班室 0351-6586706  办公室/传真 0351-6064263  公诉科 0351-65825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3 

序号：44 

姓名: 路高飞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后王街  邮编：030024     

电话：总机 0351-6064636  值班室 0351-6586706  办公室/传真 0351-6064263  公诉科 0351-6582523 

公诉人路高飞： 0351-65825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4 

序号：45 

姓名: 王成万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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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121 号 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
030027      

电话：0351-6266201 0351-282954  刑事审判庭 0351-6263228 

院长王成万：0351-62664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5 

序号：46 

姓名: 李志强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121 号 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
030027      

电话：0351-6266201 0351-282954  刑事审判庭 0351-6263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6 

序号：47 

姓名: 张军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121 号 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
030027      

电话：0351-6266201 0351-282954  刑事审判庭 0351-6263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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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137 

序号：48 

姓名: 周婕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121 号 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
030027      

电话：0351-6266201 0351-282954  刑事审判庭 0351-6263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8 

序号：49 

姓名: 曹文浩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 121 号 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 邮编：
030027      

电话：0351-6266201 0351-282954  刑事审判庭 0351-6263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39 

序号：50 

姓名: 张建刚 

职务: 所长 (原任, 现任万柏林分局西铭派出所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兴华街 368 号  邮编：030027 

电话：0351-6266263 

所长张建刚 (原任,现调任万柏林分局西铭派出所所长)：西铭派出所 0351-69656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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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40 

序号：51 

姓名: 胡伯韬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 1 号  邮编：030002      

电话：0351-8386055  办公室 0351-8386158 0351-8386056  值班室 0351-838619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41 

序号：52 

姓名: 杨天山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 1 号  邮编：030002      

电话：0351-8386055  办公室 0351-8386158 0351-8386056  值班室 0351-838619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142 

序号：53 

姓名: 朱万君 

职务: 代理审判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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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 1 号  邮编：030002      

电话：0351-8386055  办公室 0351-8386158 0351-8386056  值班室 0351-838619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编号: 68576 

序号：54 

姓名: 韩迷中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东街 9 号         邮编：030001 

电话：0351-4033443；0351-2027989 

局长韩迷中：0351-419005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77 

序号：55 

姓名: 王政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东街 9 号         邮编：030001 

电话：0351-4033443；0351-2027989 

副局长王政明：0351-202657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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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578 

序号：56 

姓名: 姜玉保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东街 9 号         邮编：030001 

电话：0351-4033443；0351-2027989 

国保大队姜玉保：0351-202657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79 

序号：57 

姓名: 刘波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245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0 

序号：58 

姓名: 路富国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245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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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1 

序号：59 

姓名: 罗筱卫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245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2 

序号：60 

姓名: 杜睿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245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3 

序号：61 

姓名: 杨萍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245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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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4 

序号：62 

姓名: 张劲松 

职务: 刑警队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245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5 

序号：63 

姓名: 陈加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043269；举报中心办公室：0351-4237493；办公室 0351-4237553； 

机要室 0351-7220791；接待室 0351-723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6 

序号：64 

姓名: 宋玲玲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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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043269；举报中心办公室：0351-4237493；办公室 0351-4237553； 

机要室 0351-7220791；接待室 0351-723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7 

序号：65 

姓名: 王丽芳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东街 18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7043269；举报中心办公室：0351-4237493；办公室 0351-4237553； 

机要室 0351-7220791；接待室 0351-723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88 

序号：66 

姓名: 赵晋虎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太原市迎泽区寇庄南街 22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88101； 传真：0351-5688009 

院长赵晋虎：0351-52679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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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589 

序号：67 

姓名: 白唯鸣 

职务: 副院长（负责刑事案件）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太原市迎泽区寇庄南街 22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88101； 传真：0351-5688009 

副院长白唯鸣（负责刑事案件）：0351-56880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90 

序号：68 

姓名: 王剑 

职务: 庭长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太原市迎泽区寇庄南街 22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88101； 传真：0351-5688009 

庭长王剑：0351-56880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91 

序号：69 

姓名: 芮斌伟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太原市迎泽区寇庄南街 22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88101； 传真：0351-5688009 

主审法官是芮斌伟：0351-5688056；0351-568807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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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92 

序号：70 

姓名: 王英 

职务: 狱警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 3 号     邮编：030600 

通讯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7 号信箱 6 分箱    邮编：030600 

电话：0354-2071051；监狱长室 0354-329979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593 

序号：71 

姓名: 王卓英 

职务: 狱警 

单位: 山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街 3 号     邮编：030600 

通讯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7 号信箱 6 分箱    邮编：030600 

电话：0354-2071051；监狱长室 0354-329979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忆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编号: 68626 

序号：72 

姓名: 赵雅萍 (2)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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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山西省平定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邮编:045200 

平定县公安局电话：0353-6062512 

国保大队大队长 赵雅萍 1890353981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继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编号: 68627 

序号：73 

姓名: 段福明 

职务: 反邪教大队大队长 

单位: 山西省平定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邮编:045200 

平定县公安局电话：0353-6062512 

反邪教大队大队长 段福明 15383533911 

单位系统:“610”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继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编号: 68628 

序号：74 

姓名: 高宝田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平定县东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升综合市场背后百盛街  东升派所    邮

编:045200 

电话:  0353-6072753 

所长高宝田 139344868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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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继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编号: 68629 

序号：75 

姓名: 冯金生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西路 215 号  晋中监狱  邮编:030900 

电话: 0354-3826444    传真：0354-3826224 

狱政科 0354-3826442  0354-3826443 

宣教处 0354-3826530 

办公室 0354-3826566 

电子邮箱：jzjybgs@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继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编号: 68630 

序号：76 

姓名: 张红卫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山西省晋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友谊西路 215 号  晋中监狱  邮编:030900 

电话: 0354-3826444    传真：0354-3826224 

狱政科 0354-3826442  0354-3826443 

宣教处 0354-3826530 

办公室 0354-3826566 

电子邮箱：jzjybgs@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继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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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631 

序号：77 

姓名: 陈明华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阳泉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开发区大连街   阳泉市中级法院  邮编：045000 

电话： 0353-2582600     传真：0353- 258251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继贵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编号: 68777 

序号：78 

姓名: 郑宏亮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西大街  汾西县检察院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2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78 

序号：79 

姓名: 王毅 

职务: 批捕科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西大街  汾西县检察院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22000 

批捕科王毅 1853570686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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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79 

序号：80 

姓名: 桕爱平 

职务: 立案组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西大街  汾西县检察院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22000 

立案组桕爱平 185357068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0 

序号：81 

姓名: 陈建国 (2) 

职务: 院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古郡垣新区  汾西县法院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26800 

院长陈建国 1350357638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0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1 

序号：82 

姓名: 武大兴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古郡垣新区  汾西县法院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268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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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武大兴 1393575759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1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2 

序号：83 

姓名: 张晓丽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古郡垣新区  汾西县法院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26800 

审判长张晓丽 13734078400 186344737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2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3 

序号：84 

姓名: 孟援朝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东大街  汾西县公安局 邮编：031500 

电话：局长办 0357-5123156  办公室 0357-5122320  0357-5123412 

公安局长孟援朝  宅 0357-2681821 手机 139035766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3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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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84 

序号：85 

姓名: 马健明 

职务: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对竹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对竹镇  邮编：031500 

电话：马健明 139940235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4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5 

序号：86 

姓名: 贾力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对竹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对竹镇对竹村  对竹镇派出所 邮编：031500 

电话：0357-5169015 

所长贾力 137535285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5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6 

序号：87 

姓名: 郭文奎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看守所 （城东门外） 汾西县看守所 邮编：
031500 

电话： 0357-5126464 

所长郭文奎 186357723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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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6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7 

序号：88 

姓名: 刘海燕 

职务: 受理案件法官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临汾市秦蜀路 79 号  临汾市中级法院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189131 

受理案件法官刘海燕 0357-2189155  手机 139357318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7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8788 

序号：89 

姓名: 冯春英 

职务: 法官 

单位: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临汾市秦蜀路 79 号  临汾市中级法院 邮编：041000 

电话：0357-218913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汾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编号: 69938 

序号：90 

姓名: 许震 

职务: 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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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怀安大街 197 号 邮编：038300 

电话 0349-3028102  0349-30223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38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树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5 

  

编号: 69939 

序号：91 

姓名: 李宏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云中镇云中  邮编 038300 

电话:  0349-30432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39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树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