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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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编号: 65789 
序号：1 
姓名: 刘阳 
职务: 刑侦七大队队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先锋路 15 号 邮编：300300 
电话：区分局 022-24960407  022-24390796   
国保大队 2224390796 转 83308  22249732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8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0 
序号：2 
姓名: 王纯继 
职务: 国保支队预审科科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先锋路 15 号 邮编：300300 
电话：区分局 022-24960407  022-24390796   
国保大队 2224390796 转 83308  2224973275 
国保支队预审科科长王纯继：139208267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1 
序号：3 
姓名: 张德建 
职务: 国保支队预审科人员 
单位: 天津市东丽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先锋路 15 号 邮编：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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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分局 022-24960407  022-24390796   
国保大队 2224390796 转 83308  222497327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2 
序号：4 
姓名: 赵志辉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8 号 邮编：300300 
电话：022-24390172 (022243901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3 
序号：5 
姓名: 代号菊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 18 号 邮编：300300 
电话：022-24390172 (022243901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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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5794 
序号：6 
姓名: 蒋亚辉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19 号 邮编：300300 
电话：办公室 022-24390800 传达室 24390518 刑庭 84371259 
执行庭 84371265 
信访接待室 02284937851 
区法院院长蒋亚辉：189202979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5 
序号：7 
姓名: 张亚玲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19 号 邮编：300300 
电话：办公室 022-24390800 传达室 24390518 刑庭 84371259 
执行庭 84371265 
信访接待室 02284937851 
刑庭庭长张亚玲（周案主审法官）：刑庭 (022)843712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6 
序号：8 
姓名: 张立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东丽区先锋路丰年村 菜市场尽头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9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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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7 
序号：9 
姓名: 尚立权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天津市东丽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东丽区先锋路丰年村 菜市场尽头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930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8 
序号：10 
姓名: 蔡中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东丽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东丽区先锋路丰年村 菜市场尽头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930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5799 
序号：11 
姓名: 赵楚社 
职务: 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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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东丽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东丽区先锋路丰年村 菜市场尽头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930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9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东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3 

  
编号: 66291 
序号：12 
姓名: 李建国 
职务: 预审科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 7 号 邮编：300201 
电话：022-233948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6292 
序号：13 
姓名: 李学智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刑庭庭长李学智：022-583135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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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编号: 66293 
序号：14 
姓名: 果健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法官果健（女，三十多岁）：022-58313581 022-583135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6294 
序号：15 
姓名: 马为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法官马为：022-5831358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编号: 66295 
序号：16 
姓名: 李康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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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杭州道（平山道 55 号） 邮编：300202 
电话：值班室 022-23129513  公诉科 022-23132386 022-23313321 
区检察院公诉人李康蕊（女，四十多岁）：022-2825617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6296 
序号：17 
姓名: 杨建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儒林园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道办事处  邮编：300222 
电话：(东海街办事处）022-28385835 转 儒林园社区居委会 
东海街儒林园居委会书记杨建华：159220653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编号: 66297 
序号：18 
姓名: 张金萍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儒林园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道办事处  邮编：300222 
电话：(东海街办事处）022-28385835 转 儒林园社区居委会 
东海街儒林园居委会副书记张金萍：022-2838506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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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编号: 66298 
序号：19 
姓名: 贾志锁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与浯水道交口往西 240 米处 邮编：300222 
电话：022-28385518 
河西看守所所长贾志锁：022-283821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月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7 

  
编号: 66342 
序号：20 
姓名: 刘广理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桥北东侧 邮编：300130 
电话: (区政法委)022-6371528（经核查，现只有原号，无升位号）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8 

  
编号: 66343 
序号：21 
姓名: 刘慧珍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201 号 邮编:300131 
电话: 022-26372198  022-2652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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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刘慧珍（公诉人）：022-2652186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8 

  
编号: 66344 
序号：22 
姓名: 刘莉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201 号 邮编：300131 
电话：022-26578100 022-26534040  
022-26517734（昼） 022-27392468（夜） 
办公室 022-26578191 
刑事庭 022-2657812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8 

  
编号: 66345 
序号：23 
姓名: 蔡江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201 号 邮编：300131 
电话：022-26578100 022-26534040  
022-26517734（昼） 022-27392468（夜） 
办公室 022-26578191 
刑事庭 022-26578125 
法官蔡江：022-265781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4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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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8 

  
编号: 66346 
序号：24 
姓名: 杨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凤城路 1 号 邮编：300133 
电话：022-26370040  所长室 022-263713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8 

  
编号: 66347 
序号：25 
姓名: 韩姓所长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凤城路 1 号 邮编：300133 
电话：022-26370040  所长室 022-263713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红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8 

  
编号: 66455 
序号：26 
姓名: 李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分局 邮编:301700 
电话: 022-82167101 022-82167111 022-82167103 022-82167110 传真 022-82167139 
局长李明 022-82170001 宅 022-82179998 手机 13821909699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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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5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非法抓捕房克山、李建春等 1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66456 
序号：27 
姓名: 周树连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局 邮编：301700 
电话：022-82167101 传真 022-82171068 
副局长周树连 022-8216710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5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非法抓捕房克山、李建春等 1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66457 
序号：28 
姓名: 孙广兴 
职务: 副局长（分管看守所、拘留所）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82167101 传真 022-8217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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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孙广兴 022-821671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5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非法抓捕房克山、李建春等 1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66458 
序号：29 
姓名: 许合全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 10 号 邮编：300400 
电话：区分局值班室 022-26390505 国保大队 022-26390303 
国保大队队长许合全：1382115168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5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非法抓捕房克山、李建春等 1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编号: 66459 
序号：30 
姓名: 刘春刚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 京津快速辅路  邮编：300403 
电话：镇政府 022-26970242 
镇书记刘春刚：13662116610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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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5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非法抓捕房克山、李建春等 1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编号: 66460 
序号：31 
姓名: 吴振和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看守所）天津市武清区武宁路南侧 邮编：301700 
电话：（区看守所）022-82171513   022-22165836 
区看守所所长吴振和：022–821792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非法抓捕房克山、李建春等 1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4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7784 
序号：32 
姓名: 莫春柏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单位: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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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莫春柏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3 

  
编号: 67786 
序号：33 
姓名: 王凯（2）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单位: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凯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5 

  
编号: 67788 
序号：34 
姓名: 孙超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单位: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孙超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7 

  
编号: 68834 
序号：35 
姓名: 郭庆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邮编：301700 
武清区检察院电话：022-22980808  29341542 22980888 转 86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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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68835 
序号：36 
姓名: 魏玉庆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 嘉河路 8 号 邮编：301725 
电话：022-293471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6 

  
编号: 68869 
序号：37 
姓名: 王红卫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邮编 300210 
电话： 022-28024000   022-28024201   邮箱：tj2zy_mygt@sina.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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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870 
序号：38 
姓名: 李强 (2)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县法院 邮编 301500 
电话：（值班室）022-69591337  022-69561300 （办公室）22-69591532 022-69592881 
院长李强 办 022-69591706 手机 13803066927 189202978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7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编号: 68871 
序号：39 
姓名: 汪卫军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县法院 邮编 301500 
电话：（值班室）022-69591337  022-69561300 （办公室）22-69591532 022-69592881 
审判长汪卫军 办 022-69561332 手机 18920799998 宅 022-6959798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7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编号: 68872 
序号：40 
姓名: 李洪文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县法院 邮编 301500 
电话：（值班室）022-69591337  022-69561300 （办公室）22-69591532 022-69592881 
审判员李洪文 办 022-69561329 手机  1382081082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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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7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编号: 68873 
序号：41 
姓名: 陈晨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新华道 7 号  宁河县法院 邮编 301500 
电话：（值班室）022-69591337  022-69561300 （办公室）22-69591532 022-69592881 
书记员陈晨  办 022-69561329  手机  138201939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编号: 68874 
序号：42 
姓名: 肖荣会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沿河路１号    宁河县检察院 邮编 301500 
电话：022-695912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编号: 68875 
序号：43 
姓名: 李晓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宁河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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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沿河路１号    宁河县检察院 邮编 301500 
电话：022-695912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7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县迫害诉江法轮功学员李广远、莫伟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60 

  
编号: 69128 
序号：44 
姓名: 王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东侧 188 号 大港检察院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39800  022-6322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3 

  
编号: 69129 
序号：45 
姓名: 王勇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 14 号 邮编 300270 
电话: 022-63222983 022-63226508 022-65309722 传真 022-65309738 
总机：022-23353922 
副局长王勇泉 :  022-63308986 手机 1390206790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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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130 
序号：46 
姓名: 宋文宏 
职务: 书记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一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 180 号 大港第十一小学  邮编 300270 
电话：022-63862133 
电子邮箱：dgsyx@dg.tj.edu.cn 
宋姓书记 13820631279 
单位系统:教育；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63 

  
编号: 69139 
序号：47 
姓名: 武文申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泉发路 2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82167101 传真 022-82171068 
国保大队长武文申 022-82167128 手机 1350208037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9140 
序号：48 
姓名: 董宝利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黄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泉昇佳苑 73 号楼   邮编：301724 
电话：022-29337234 
所长董宝利 1382190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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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编号: 69141 
序号：49 
姓名: 杜建坤 
职务: 片警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黄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泉昇佳苑 73 号楼   邮编：301724 
电话：022-29337234 
片警杜建坤 13820743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编号: 69142 
序号：50 
姓名: 姬广雪 
职务: 片警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黄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泉昇佳苑 73 号楼   邮编：301724 
电话：022-29337234 
片警姬广雪 151220810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编号: 69143 
序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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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闫富强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邮编：301700 
电话： 022-29333761 022-2980808 022-2934154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编号: 69144 
序号：52 
姓名: 毛兴东 
职务: 审判长, 刑事庭庭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邮编：301700 
武清区法院电话：022-29341995 办公室 022-29341071  传真 022-29341955  
邮箱 dongyz@tjwq.gov.cn 
刑庭 022-29334970  
刑事庭庭长毛兴东：刑庭 022-2933497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9145 
序号：53 
姓名: 殷健 
职务: 代理审判员, 主审法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邮编：301700 
武清区法院电话：022-29341995 办公室 022-29341071  传真 022-29341955  
邮箱 dongyz@tjwq.gov.cn 
刑庭 022-29334970  
主审法官殷健：022-29360083  29360085  82167088 转 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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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9146 
序号：54 
姓名: 沈玉霞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29341995        邮箱：dongyz@tjwq.gov.cn 
办公室 022-29341017 审监庭 022-29331502 立案庭 022-293385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编号: 69147 
序号：55 
姓名: 常忠圆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29341995        邮箱：dongyz@tjwq.gov.cn 
办公室 022-29341017 审监庭 022-29331502 立案庭 022-293385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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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148 
序号：56 
姓名: 刘春秀 
职务: 速录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29341995        邮箱：dongyz@tjwq.gov.cn 
办公室 022-29341017 审监庭 022-29331502 立案庭 022-293385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4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高志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25 

  
编号: 69383 
序号：57 
姓名: 刘毅 (2)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 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区法院审判长刘毅：刑庭 022-583135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384 
序号：58 
姓名: 苏扬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 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陪审员苏扬：刑庭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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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385 
序号：59 
姓名: 时光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 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书记员时光：刑庭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386 
序号：60 
姓名: 杨梦萱 
职务: 速记员 
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邮编： 300204 
电话：022-58313750 办公室 022-23283728 刑庭 022-58313589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速记员杨梦萱：刑庭 022-58313581  022-583135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387 
序号：61 
姓名: 张帆 
职务: 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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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000 总值班室 28024201  传真 28024911 
刑二庭 022-28024721 
信箱 tj2zy_mygt@sina.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388 
序号：62 
姓名: 张津隆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天津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000 总值班室 28024201  传真 28024911 
刑二庭 022-28024721 
信箱 tj2zy_mygt@sina.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389 
序号：63 
姓名: 贺柯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天津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 6 号  邮编：300210 
电话：022-28024000 总值班室 28024201  传真 28024911 
刑二庭 022-28024721 
信箱 tj2zy_mygt@sina.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8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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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河西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李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1 

  
编号: 69400 
序号：64 
姓名: 王宝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建设路 三号   邮编：301500 
电话：022-69591457 
所长王宝军： 13516169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0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宁河区非法抓捕于文秀、陈玉玲、王树敏、许贵太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4 

  
编号: 69524 
序号：65 
姓名: 任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新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25 号(江苏路  营口道交口处)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06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爱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9 

  
编号: 69526 
序号：66 
姓名: 刘紫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新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25 号(江苏路  营口道交口处)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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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爱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9 

  
编号: 69527 
序号：67 
姓名: 李文祥 (2) 
职务: 政委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公安分局新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 625 号(江苏路  营口道交口处)  邮编：300450 
电话：022-652706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爱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9 

  
编号: 69528 
序号：68 
姓名: 王晓研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北路（北塘） 鑫盛商务园 1 号楼一层  邮编：
300451 
电话：022-252300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爱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9 

  
编号: 69529 
序号：69 
姓名: 张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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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北路（北塘） 鑫盛商务园 1 号楼一层  邮编：
300451 
电话：022-252300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9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爱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9 

  
编号: 69530 
序号：70 
姓名: 王文琳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塘沽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路 10 号  邮编：300450 
电话：022-5861269  022-25852000  022-25861277  公诉科 022-25861363 
公诉人王文琳：公诉科 022-2586136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3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滨海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爱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9 

  
编号: 69542 
序号：71 
姓名: 李素敏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邮编：301700 
武清区检察院电话：022-22980808  29341542 22980888 转 86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4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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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543 
序号：72 
姓名: 李月影 
职务: 立案庭庭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邮编：301700 
武清区法院电话：022-29341995 办公室 022-29341071  传真 022-29341955  
邮箱 dongyz@tjwq.gov.cn 
刑庭 022-29334970  
立案庭庭长李月影：立案庭 022-293385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4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9544 
序号：73 
姓名: 李水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政府南路 2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29534123 
所长李水：13920970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4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69545 
序号：74 
姓名: 王志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政府南路 2 号  邮编：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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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2-295341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4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9546 
序号：75 
姓名: 崔道雍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政府南路 2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295341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4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编号: 69547 
序号：76 
姓名: 于倩倩 
职务: 警察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政府南路 2 号  邮编：301700 
电话：022-295341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4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红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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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673 
序号：77 
姓名: 尚志强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156 号  邮编：300380 
电话：022-27392592   办公室 022-27942339  国保大队 022-27392597 
国保大队长尚志强：022-2739259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51 

  
编号: 69674 
序号：78 
姓名: 蔡志萍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青远路 3 号  邮编：300380 
电话：(区法院)022-27392688  传真 27392688 
区法院院长蔡志萍：13512052468   022-23710818   住址：宾水西道山海天家园 9-9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51 

  
编号: 69675 
序号：79 
姓名: 孙涛 
职务: 所长 
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 中北大道 2 号  邮编：300380 
电话：022-27393137 022-27934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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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西青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孟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51 

  
编号: 69780 
序号：80 
姓名: 张振洁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 390 号 南开区政法委 邮编：300110   
电话：(政法委)022-27586752  (区 610 办)022-27586061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张振洁 022-2758675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0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69781 
序号：81 
姓名: 闫秀锁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邮编：300102 
电话：022-27381919 022-27252000、022-27347337、022-2734733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1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69782 
序号：82 
姓名: 张景良 
职务: 院长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 300190 
电话：022-8361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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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70226 
序号：83 
姓名: 付鹏飞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129 号 南开区检察院 邮编：300102 
电话：022-27381919 022-27252000、022-27347337、022-2734733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2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70227 
序号：84 
姓名: 戴舒燕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南开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 南开区法院 邮编 300190 
电话：022-8361566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27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南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思荣、李小荷、李小小、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3 

  
编号: 71092 
序号：85 
姓名: 王志强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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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电话: 022-82138637 022-82138607 022-82138602 022-821386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2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71093 
序号：86 
姓名: 李宝锟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电话: 022-82138637 022-82138607 022-82138602 022-821386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3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71094 
序号：87 
姓名: 陈德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泉发路 2 号  武清区公安分局 邮编:301700 
电话: 022-82167101 022-82167111 022-82167103 022-82167110 传真 022-82167139 
国保大队队长陈德军 办：022-82167128 1392048975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4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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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095 
序号：88 
姓名: 孙颖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4 号 武清区检察院检  邮编:301700 
电话: 检察院 022-29333761、022-29341542  022-229808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5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71096 
序号：89 
姓名: 殷建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武清区法院 邮编:301700 
电话: 022-29341995 办公室 022-29341071  传真 022-29341955 
主审法官殷建 022-29360083  022-29360085  022-82167088 转 8070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6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71097 
序号：90 
姓名: 李宗莲 
职务: 法官 
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雍阳西道 426 号 武清区法院 邮编:301700 
电话: 022-29341995 办公室 022-29341071  传真 022-293419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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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编号: 71098 
序号：91 
姓名: 刘红日 
职务: 预审科 
单位: 天津市武清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武宁公路与机场道交口南侧，武清看守所 邮编

301700， 
电话 022—82179218 022-821715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8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