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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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山西 

编号: 71414 
姓名: 尚建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新建北路 30 号 
      邮编: 03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4 
序号：1 

编号: 71415 
姓名: 孙文龙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新建北路 30 号 
      邮编: 03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5 
序号：2 

编号: 71418 
姓名: 田建忠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胜街派出所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矿区平旺文化街 新胜街派出所 
      邮编：03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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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8 
序号：3 

编号: 71420 
姓名: 陈景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检察院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校南街 7 号 
      邮编：03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0 
序号：4 

编号: 71422 
姓名: 李长春 （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法院 
      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回去村 矿区法院 
      邮编: 03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2 
序号：5 

编号: 71423 
姓名: 庄桂珍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法院 
      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回去村 矿区法院 
      邮编: 03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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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3 
序号：6 

编号: 72628 
姓名: 杨自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政法委 
      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 21 号 阳泉市政法委 
       邮编：0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8 
序号：7 

编号: 72635 
姓名: 刘淑英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政法委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秀水西街 005 号  盂县政法委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5 
序号：8 

编号: 72636 
姓名: 杨慧文 
职务: 盂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县政府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秀水西街 0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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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2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59 号  盂县公安局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6 
序号：9 

编号: 72638 
姓名: 李珍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59 号  盂县公安局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8 
序号：10 

编号: 72640 
姓名: 贾建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盂县检察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0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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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641 
姓名: 高秀瑾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盂县检察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1 
序号：12 

编号: 72642 
姓名: 尹兰芳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  盂县检察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2 
序号：13 

编号: 72644 
姓名: 武绍晋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东关街 79 号 盂县法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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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4 
序号：14 

编号: 72645 
姓名: 郭树祥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东关街 79 号 盂县法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5 
序号：15 

编号: 72647 
姓名: 李文元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看守所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关和平路 108  盂县看守所  （秀水镇南关村）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7 
序号：16 

编号: 76392 
姓名: 张贵平 
职务: 副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 21 号 阳泉市政法委 
       邮编：0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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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2 
序号：17 

编号: 76393 
姓名: 梁宝元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政法委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东大街 46 号  平定县政法委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3 
序号：18 

编号: 76394 
姓名: 刘丽芳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东大街 46 号  平定县政法委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4 
序号：19 

编号: 76395 
姓名: 赵前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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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5 
序号：20 

编号: 76396 
姓名: 史成明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6 
序号：21 

编号: 76397 
姓名: 张海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7 
序号：22 

编号: 76398 
姓名: 李作海 
职务: 刑警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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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8 
序号：23 

编号: 76399 
姓名: 张海洋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炮台 10 号  平定县公安局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9 
序号：24 

编号: 76400 
姓名: 穆军广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派出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东大街  冠山派出所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0 
序号：25 

编号: 76401 
姓名: 王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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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派出所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东大街  冠山派出所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1 
序号：26 

编号: 76402 
姓名: 王忠强（2）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大街 34 号  平定县法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2 
序号：27 

编号: 76403 
姓名: 贾堂政 
职务: 刑事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大街 34 号  平定县法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3 
序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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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6404 
姓名: 张孝君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大街 34 号  平定县法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4 
序号：29 

编号: 76405 
姓名: 冯瑞林 
职务: 陪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大街 34 号  平定县法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5 
序号：30 

编号: 76406 
姓名: 李海燕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大街 34 号  平定县法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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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6 
序号：31 

编号: 76407 
姓名: 王建明（2）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平定东大街 183 号  平定县检察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7 
序号：32 

编号: 76408 
姓名: 闫淑青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平定东大街 183 号  平定县检察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8 
序号：33 

编号: 76409 
姓名: 陈圆圆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检察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平定东大街 183 号  平定县检察院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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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09 
序号：34 

编号: 76410 
姓名: 张铁红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看守所 
      山西省阳泉市大阳泉村莲子坪  阳泉市看守所 
       邮编:0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10 
序号：35 

编号: 76411 
姓名: 张宏伟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看守所 
      山西省阳泉市大阳泉村莲子坪  阳泉市看守所 
       邮编:0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11 
序号：36 

编号: 76412 
姓名: 霍金玉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看守所 
      山西省阳泉市大阳泉村莲子坪  阳泉市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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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12 
序号：37 

编号: 80999 
姓名: 杨玉春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东关街 79 号 盂县法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999 
序号：38 

编号: 81000 
姓名: 王瑞卿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法院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东关街 79 号 盂县法院  
       邮编：0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000 
序号：39 

编号: 86819 
姓名: 贡琦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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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晋中市政法委 
      （市委）山西省晋中市新华街 199 号  
       邮编：030600 
        
         (市政法委、 610 办)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路 18 号 (天星商务楼三层)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19 
序号：40 

编号: 86821 
姓名: 田宏平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委）山西省晋中市新华街 199 号  
       邮编：030600 
        
         (市政法委、 610 办)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路 18 号 (天星商务楼三层)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1 
序号：41 

编号: 86826 
姓名: 刘开建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法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中都北路 102 号 榆次区法院 
       邮编: 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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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6 
序号：42 

编号: 86827 
姓名: 刘勇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法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中都北路 102 号 榆次区法院 
       邮编: 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7 
序号：43 

编号: 86829 
姓名: 李元明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龙湖大街 43 号  榆次区检察院  
       邮编: 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9 
序号：44 

编号: 86831 
姓名: 张奇胜 
职务: 国保大队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中都北路 361 号 榆次公安分局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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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1 
序号：45 

编号: 86832 
姓名: 赵俊明 
职务: 国保大队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中都北路 361 号 榆次公安分局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2 
序号：46 

编号: 86835 
姓名: 韩春林 
职务: 支部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鸣李村委会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鸣李村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5 
序号：47 

编号: 86836 
姓名: 白晓嵩 
职务: 村委会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鸣李村委会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鸣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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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6 
序号：48 

编号: 86839 
姓名: 李春柱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南街 11 号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39 
序号：49 

编号: 86841 
姓名: 王志强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派出所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28 号 三桥派出所 
       邮编: 0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41 
序号：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