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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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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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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编号: 120048   (序号：1) 

姓名: 周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政法委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丁山路区委办公大楼    八公山区政法委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7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0   (序号：2) 

姓名: 王爱中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公安分局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丁山路   八公山公安分局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2   (序号：3) 

姓名: 岳德全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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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四马路 44 号     八公山区检察院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3   (序号：4) 

姓名: 谢天慈 

职务: 控申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四马路 44 号     八公山区检察院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5   (序号：5) 

姓名: 刘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法院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淮凤路大瓜地      八公山区法院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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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6   (序号：6) 

姓名: 王霞（2）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法院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淮凤路大瓜地      八公山区法院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7   (序号：7) 

姓名: 孟培培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法院 

      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淮凤路大瓜地      八公山区法院   

       邮编：232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58   (序号：8) 

姓名: 王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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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分管女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看守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安成镇黑泥洼村石家店    淮南市看守所  

       邮编：232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0060   (序号：9) 

姓名: 陈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拘留所 

      安徽省淮南市拘留所   

       邮编：232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0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广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5 

编号: 122207   (序号：10) 

姓名: 刘华民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宿州女子监狱） 

      地址 1：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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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谷河路与颍州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范文芳、刘芝兰致死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 

编号: 122208   (序号：11) 

姓名: 陶民义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宿州女子监狱） 

      地址 1：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地址 2：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谷河路与颍州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范文芳、刘芝兰致死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 

编号: 122209   (序号：12) 

姓名: 王军 (2) 

职务: 分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  宿州监狱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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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 

编号: 122210   (序号：13) 

姓名: 朱林 

职务: 政保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洛河大道与和悦街交叉口  淮南市公安局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9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11   (序号：14) 

姓名: 索明辉 

职务: 政保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安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路二号 

       邮编：23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13   (序号：15) 

姓名: 孙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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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化肥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2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14   (序号：16) 

姓名: 吴化勤 

职务: 保卫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化肥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2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16   (序号：17) 

姓名: 李庆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淮化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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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18   (序号：18) 

姓名: 刘扬 

职务: 管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第一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19   (序号：19) 

姓名: 王明新（2）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政法委 

      安徽省淮北市花园路 7 号   淮北市委政法委员会/“610”办公室 

       邮编: 2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40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20   (序号：20) 

姓名: 高波 

职务: 反邪教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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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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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23   (序号：21) 

姓名: 王友根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24   (序号：22) 

姓名: 张素梅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9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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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26   (序号：23) 

姓名: 孟宪君 

职务: 起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28   (序号：24) 

姓名: 赵学礼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29   (序号：25) 

姓名: 余建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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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淮北市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31   (序号：26) 

姓名: 汝西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第二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编号: 122232   (序号：27) 

姓名: 陈安华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北市第二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丽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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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171   (序号：28) 

姓名: 王爱民（2）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金盾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3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74   (序号：29) 

姓名: 王晓彤 

职务: 天马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鞍山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天马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向山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3 

      安徽省马鞍山监狱 

      安徽省马鞍山市向山镇马鞍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77   (序号：30) 

姓名: 郑文田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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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天娥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西大圩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80   (序号：31) 

姓名: 袁震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合肥康健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南路 310 号 1 幢 502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83   (序号：32) 

姓名: 陈贵平 

职务: 天一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蚌埠监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天一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东路 1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2 

      安徽省蚌埠监狱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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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86   (序号：33) 

姓名: 许伟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天元动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3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88   (序号：34) 

姓名: 程松荷 

职务: 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农艺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310 号/ 合肥市清溪路安徽司法大厦 1236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7 

      安徽省监狱管理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0 号    安徽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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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190   (序号：35) 

姓名: 高兴成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皖中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 3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8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93   (序号：36) 

姓名: 李正全 

职务: 白湖阀门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庐江监狱 17）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白湖阀门厂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塘串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2 

      安徽省庐江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庐江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96   (序号：37) 

姓名: 左从山 

职务: 阜阳同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阜阳监狱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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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阳同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阜口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5 

      安徽省阜阳监狱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阜口路阜阳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198   (序号：38) 

姓名: 徐维 

职务: 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白湖监狱管理分局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97 

      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01   (序号：39) 

姓名: 朱筱晖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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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天庆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老峰镇新丰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04   (序号：40) 

姓名: 史磊 

职务: 巢湖铸造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巢湖监狱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巢湖铸造厂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3 

      安徽省巢湖监狱 

      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07   (序号：41) 

姓名: 刘晔 

职务: 天欣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天欣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巢湖市坝镇青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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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10   (序号：42) 

姓名: 龚明曦 

职务: 武鹰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女子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武鹰制衣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开发区谷河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9 

      安徽省女子监狱（宿州女子监狱） 

      地址 1：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地址 2：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谷河路与颍州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12   (序号：43) 

姓名: 王道敏 

职务: 华腾染织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宿州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华腾染织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宿州市胜利路 77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1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  宿州监狱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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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45   (序号：44) 

姓名: 陶善虎 

职务: 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蜀山监狱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环湖东路 16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4 

      安徽省蜀山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环湖东路 16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47   (序号：45) 

姓名: 路诚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天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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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52   (序号：46) 

姓名: 朱守武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九成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宿松县九成监狱管理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54   (序号：47) 

姓名: 陶大庆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龙山针织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西大圩新监区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56   (序号：48) 

姓名: 林静 

职务: 白湖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串河分公司经理、白湖监狱管理分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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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白湖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串河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西大圩新监区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5 

      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58   (序号：49) 

姓名: 王宏军 

职务: 栖凤分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栖凤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西大圩新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60   (序号：50) 

姓名: 卞士卢 

职务: 滨西分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滨西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5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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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262   (序号：51) 

姓名: 季伟 

职务: 安徽省白湖机械厂厂长、白湖监狱管理分局坝镇监区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白湖机械厂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61 

      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965   (序号：52) 

姓名: 江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07 号  蜀山区政法委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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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966   (序号：53) 

姓名: 张敬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07 号  蜀山区政法委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3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07 号  蜀山区政法委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68   (序号：54) 

姓名: 朱正友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人民路  肥西县公安分局  

       邮编：23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0   (序号：55) 

姓名: 汪先岭 

职务: 局长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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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城关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巢湖中路 37 号 城关派出所  

       邮编：23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1   (序号：56) 

姓名: 沈红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城关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巢湖中路 37 号 城关派出所  

       邮编：23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3   (序号：57) 

姓名: 江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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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4974   (序号：58) 

姓名: 沈家源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5   (序号：59) 

姓名: 朱加强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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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6   (序号：60) 

姓名: 杨明凤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7   (序号：61) 

姓名: 朱传年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78   (序号：62) 

姓名: 吴小水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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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4979   (序号：63) 

姓名: 孙钰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0   (序号：64) 

姓名: 蒋昌饶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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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1   (序号：65) 

姓名: 张玮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3   (序号：66) 

姓名: 万山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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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984   (序号：67) 

姓名: 王炳坤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5   (序号：68) 

姓名: 钟读宽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6   (序号：69) 

姓名: 李新枝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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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7   (序号：70) 

姓名: 戴文珺 

职务: 公诉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89   (序号：71) 

姓名: 李晓勤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海大道   瑶海区法院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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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90   (序号：72) 

姓名: 陈帮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4991   (序号：73) 

姓名: 钟磬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2 号 蜀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国珍和丁子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8 

编号: 125390   (序号：74) 

姓名: 韩成华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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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 1 号  瑶海区政法委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8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5391   (序号：75) 

姓名: 刘清华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 1 号  瑶海区政法委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8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5393   (序号：76) 

姓名: 武长江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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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5394   (序号：77) 

姓名: 桑劲松 

职务: 国保大队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396   (序号：78) 

姓名: 杜先祥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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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398   (序号：79) 

姓名: 李俊翔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合裕路 1058 号  和平路派出所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399   (序号：80) 

姓名: 倪同忠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合裕路 1058 号  和平路派出所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0   (序号：81) 

姓名: 乐双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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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合裕路 1058 号  和平路派出所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1   (序号：82) 

姓名: 徐全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合裕路 1058 号  和平路派出所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2   (序号：83) 

姓名: 潘孝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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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3   (序号：84) 

姓名: 李卫华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4   (序号：85) 

姓名: 朱晓璐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5   (序号：86) 

姓名: 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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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6   (序号：87) 

姓名: 丁尚飞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7   (序号：88) 

姓名: 杜卫根 

职务: 刑事判决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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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8   (序号：89) 

姓名: 高学林 

职务: 刑事判决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09   (序号：90) 

姓名: 黄从梅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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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410   (序号：91) 

姓名: 王浩威 

职务: 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笔迹鉴定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290 号 

       邮编：23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11   (序号：92) 

姓名: 胡明亮 

职务: 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笔迹鉴定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290 号 

       邮编：23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412   (序号：93) 

姓名: 吴达峰 

职务: 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笔迹鉴定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2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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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欣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3 

编号: 125971   (序号：94) 

姓名: 李安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洛河大道与和悦街交叉口  淮南市公安局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0 

编号: 125972   (序号：95) 

姓名: 王莊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洛河大道与和悦街交叉口  淮南市公安局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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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0 

编号: 125973   (序号：96) 

姓名: 杨保生 

职务: 一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  宿州监狱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0 

编号: 125974   (序号：97) 

姓名: 钟晓东 

职务: 一监区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  宿州监狱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0 

编号: 125975   (序号：98) 

姓名: 简相乾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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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  宿州监狱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0 

编号: 126086   (序号：99) 

姓名: 王克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 1 号  瑶海区政法委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87   (序号：100) 

姓名: 罗贤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 1 号  瑶海区政法委 

       邮编：2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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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89   (序号：101) 

姓名: 王文芳 

职务: 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兼信访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 999 号管委会办公楼 B3-104  新站区政法委    

       邮编：2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90   (序号：102) 

姓名: 姚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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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91   (序号：103) 

姓名: 王辉（3）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92   (序号：104) 

姓名: 刘世谦 

职务: 政委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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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6093   (序号：105) 

姓名: 李新明 

职务: 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6094   (序号：106) 

姓名: 沈永明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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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95   (序号：107) 

姓名: 许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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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097   (序号：108) 

姓名: 戴玉程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 119 号   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6098   (序号：109) 

姓名: 韩劲松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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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 119 号   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6099   (序号：110) 

姓名: 毛成志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 119 号   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编号: 126101   (序号：111) 

姓名: 夏传全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站居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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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贤君-2020（第 0008 号）-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防范办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0 

编号: 126868   (序号：112) 

姓名: 张志国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政法委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曹巷口 6 号   谯城区政法委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69   (序号：113) 

姓名: 张岩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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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0   (序号：114) 

姓名: 陈军（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政法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亳州市政法委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1   (序号：115) 

姓名: 崔巍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政法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亳州市政法委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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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872   (序号：116) 

姓名: 李向军 

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政法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亳州市政法委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3   (序号：117) 

姓名: 孟祥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南段   亳州市公安局   

       邮编：2368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4   (序号：118) 

姓名: 王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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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南段   亳州市公安局   

       邮编：2368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5   (序号：119) 

姓名: 李玉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北外环与 105 国道交叉口     谯城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6   (序号：120) 

姓名: 刘云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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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北外环与 105 国道交叉口     谯城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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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6877   (序号：121) 

姓名: 侯泽国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北外环与 105 国道交叉口     谯城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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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程涉峰 -2019（第 0091 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8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7537   (序号：122) 

姓名: 孙超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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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亳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亳州市政法委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3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7538   (序号：123) 

姓名: 王利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三曹路 358 号   谯城区法院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7539   (序号：124) 

姓名: 鲁清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205 号 亳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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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编号: 127540   (序号：125) 

姓名: 罗伟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205 号 亳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穆家四姐妹穆敏、穆蓬娟、穆霞、穆丽芳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