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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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编号: 115908   (序号：1) 

姓名: 蒋国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县委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09   (序号：2) 

姓名: 杨晓明（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政法委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0   (序号：3) 

姓名: 仝太斌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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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1   (序号：4) 

姓名: 杨书广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杨书广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 

编号: 115912   (序号：5) 

姓名: 贾大金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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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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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3   (序号：6) 

姓名: 郭明友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4   (序号：7) 

姓名: 张新民 

职务: 退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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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915   (序号：8) 

姓名: 王方品 

职务: 退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6   (序号：9) 

姓名: 曹广丰 

职务: 退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7   (序号：10) 

姓名: 闫红军 

职务: 退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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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8   (序号：11) 

姓名: 白素萍 

职务: “洗脑班”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19   (序号：12) 

姓名: 胡居玲 

职务: “洗脑班”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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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5920   (序号：13) 

姓名: 胡昌玲 

职务: “洗脑班”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仝太斌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7 

编号: 116127   (序号：14) 

姓名: 于爱荣 

职务: 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省司法厅副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 188 号 

       邮编：2100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8 

      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编：21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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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光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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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卫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02 

编号: 116128   (序号：15) 

姓名: 朱泉林 

职务: 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监狱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2888 号  苏州监狱 

       邮编：2151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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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光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 

编号: 116129   (序号：16) 

姓名: 王峻峰 

职务: 脑神经外科医院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69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光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 

编号: 116565   (序号：17) 

姓名: 项阳（2） 

职务: 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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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4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宗教局纪勤、教育处项阳、沿江公安分局周国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 

编号: 116567   (序号：18) 

姓名: 周国意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宗教局纪勤、教育处项阳、沿江公安分局周国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 

编号: 116568   (序号：19) 

姓名: 王平（3）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1 号 （40 号楼） 南京市政法委 

       邮编：21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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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南京市宗教局纪勤、教育处项阳、沿江公安分局周国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 

编号: 116570   (序号：20) 

姓名: 贾永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司法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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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潘海丰、石栋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 

编号: 116571   (序号：21) 

姓名: 潘海丰 

职务: 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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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潘海丰、石栋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 

编号: 116572   (序号：22) 

姓名: 汪孟才 

职务: 原教育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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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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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潘海丰、石栋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 

编号: 116573   (序号：23) 

姓名: 徐建（2） 

职务: 原狱政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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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潘海丰、石栋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 

编号: 116574   (序号：24) 

姓名: 王飞（2）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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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潘海丰、石栋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 

编号: 116575   (序号：25) 

姓名: 程升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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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潘海丰、石栋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 

编号: 120675   (序号：26) 

姓名: 李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政法委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黄海东路 299 号     赣榆区政法委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0676   (序号：27) 

姓名: 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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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安局委员、区委“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西路 1 号       赣榆区公安局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1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黄海东路 299 号     赣榆区政法委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0677   (序号：28) 

姓名: 李家壮 

职务: 指挥中心主任（分管区委 610 办公室、维稳办、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西路 1 号       赣榆区公安局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0678   (序号：29) 

姓名: 焦爱莲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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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西路 1 号       赣榆区公安局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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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0679   (序号：30) 

姓名: 程珍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西路 1 号       赣榆区公安局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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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0680   (序号：31) 

姓名: 薛剑祥 

职务: 院长（原任，现任扬州市中级法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法院 

      江苏省连云港市朝阳东路 15 号  

       邮编：222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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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0681   (序号：32) 

姓名: 刘颢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检察院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宁海东路 11 号   赣榆区检察院  

       邮编：22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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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霍西亮、宋加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92 

编号: 121652   (序号：33) 

姓名: 郝安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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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经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6 

编号: 121654   (序号：34) 

姓名: 王明英 

职务: 党委书记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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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矿务局化工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3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经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6 

编号: 121655   (序号：35) 

姓名: 赵仁义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矿务局化工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3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经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6 

编号: 121656   (序号：36) 

姓名: 朱延杰 

职务: 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矿务局化工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3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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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经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6 

编号: 121657   (序号：37) 

姓名: 张孝民 

职务: 厂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矿务局化工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3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经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6 

编号: 121658   (序号：38) 

姓名: 陈斌（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政法委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坞路 44 号  南通市政法委 

      邮编：226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59   (序号：39) 

姓名: 沈振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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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0   (序号：40) 

姓名: 龚裕春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1   (序号：41) 

姓名: 华伟 

职务: 主任（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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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662   (序号：42) 

姓名: 徐士冲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3   (序号：43) 

姓名: 黄炳生 

职务: 副主任（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4   (序号：44) 

姓名: 曹东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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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6   (序号：45) 

姓名: 刘以银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7   (序号：46) 

姓名: 江自强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8   (序号：47) 

姓名: 赵志新（2） 

职务: 局长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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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69   (序号：48) 

姓名: 陈震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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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70   (序号：49) 

姓名: 陆炳辉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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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71   (序号：50) 

姓名: 杨永生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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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追查江苏省方强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5 

编号: 121672   (序号：51) 

姓名: 刘国飞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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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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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73   (序号：52) 

姓名: 卢斌 

职务: 教育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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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74   (序号：53) 

姓名: 张长勇 

职务: 政委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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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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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675   (序号：54) 

姓名: 李永吉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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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77   (序号：55) 

姓名: 施红新 

职务: 原启东看守所所长 (现任市局监管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678   (序号：56) 

姓名: 陈林海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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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镇江市政法委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 68 号  镇江市政法委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1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薛仲德、警察许继飞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3 

编号: 121679   (序号：57) 

姓名: 章壮钧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政法委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 68 号  镇江市政法委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1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80   (序号：58) 

姓名: 夏新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 

      江苏省镇江市九润州区华山路 9 号   镇江市公安局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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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薛仲德、警察许继飞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3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81   (序号：59) 

姓名: 顾其洪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 

      江苏省镇江市九润州区华山路 9 号   镇江市公安局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薛仲德、警察许继飞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3 

编号: 121683   (序号：60) 

姓名: 薛仲德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薛仲德、警察许继飞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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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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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1684   (序号：61) 

姓名: 许继飞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九里街派出所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镇江市禹山北路 166 号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94 

      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薛仲德、警察许继飞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3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85   (序号：62) 

姓名: 邵荣祥 

职务: 政保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镇江市禹山北路 166 号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9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九里街派出所教导员薛仲德、警察许继飞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3 

编号: 121687   (序号：63) 

姓名: 朱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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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城管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88   (序号：64) 

姓名: 赵树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城管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89   (序号：65) 

姓名: 乔月婵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镇江市禹山北路 166 号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9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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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90   (序号：66) 

姓名: 何仲正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镇江市禹山北路 166 号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9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92   (序号：67) 

姓名: 朱毅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宝塔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镇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 

编号: 121694   (序号：68) 

姓名: 陈克兰 

职务: 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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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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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695   (序号：69) 

姓名: 孙萍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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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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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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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696   (序号：70) 

姓名: 练少华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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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697   (序号：71) 

姓名: 丁慧（2）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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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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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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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1698   (序号：72) 

姓名: 戚冬梅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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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699   (序号：73) 

姓名: 周瑞英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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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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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700   (序号：74) 

姓名: 陆雪芹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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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01   (序号：75) 

姓名: 贺燕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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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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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702   (序号：76) 

姓名: 贾玉红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编号: 121703   (序号：77) 

姓名: 王昕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 

编号: 121704   (序号：78) 

姓名: 赵金礼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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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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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05   (序号：79) 

姓名: 许志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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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06   (序号：80) 

姓名: 金晓红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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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07   (序号：81) 

姓名: 陈蓓蕾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08   (序号：82) 

姓名: 汪智荃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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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09   (序号：83) 

姓名: 吕蓉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10   (序号：84) 

姓名: 王利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11   (序号：85) 

姓名: 沈琴 

职务: 劳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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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12   (序号：86) 

姓名: 郭红梅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6 

编号: 121713   (序号：87) 

姓名: 潘玉华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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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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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方强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5 

编号: 121714   (序号：88) 

姓名: 陈金祥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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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方强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5 

编号: 121715   (序号：89) 

姓名: 孙黎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方强劳教所） 

      地址 1: 江苏省盐城大丰市一里河  方强劳教所 

       邮编 :224165 

        

       地址 2: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方强农场  方强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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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241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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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方强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5 

编号: 121716   (序号：90) 

姓名: 曹桂芳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阳光工作站”洗脑班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阳光工作站 

       邮编：21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8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常州市“阳光工作站”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曹桂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3 

编号: 121717   (序号：91) 

姓名: 诸志洪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9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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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718   (序号：92) 

姓名: 周小岐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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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2 

编号: 121720   (序号：93) 

姓名: 邵志敏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青果巷 198 号  市政法委 

       邮编：21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3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1   (序号：94) 

姓名: 张晓霞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政法委 

      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青果巷 198 号  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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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9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2   (序号：95) 

姓名: 刘持平 

职务: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青果巷青果巷 188 号 

       邮编：21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3   (序号：96) 

姓名: 徐卫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公安分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元丰巷 8 号  天宁公安分局 

       邮编：21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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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4   (序号：97) 

姓名: 薛明方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9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5   (序号：98) 

姓名: 李文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公安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银杏路 85 号  钟楼公安分局 

       邮编：213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6   (序号：99) 

姓名: 丁海清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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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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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7   (序号：100) 

姓名: 严一飞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常州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邵志敏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6 

编号: 121729   (序号：101) 

姓名: 李海波（2） 

职务: 副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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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730   (序号：102) 

姓名: 孙勤 

职务: 副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2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2 

编号: 121731   (序号：103) 

姓名: 常树林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公安分局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大治路 17 号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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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2 

编号: 121733   (序号：104) 

姓名: 魏玉杰 

职务: 保卫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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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2 

编号: 121734   (序号：105) 

姓名: 朱从耀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 

编号: 121735   (序号：106) 

姓名: 颜赤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北京路 79 号 

       邮编: 2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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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 

编号: 121736   (序号：107) 

姓名: 郭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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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北京路 79 号 

       邮编: 2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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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 

编号: 121737   (序号：108) 

姓名: 黄学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承德北路 616 号 

       邮编: 2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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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 

编号: 121739   (序号：109) 

姓名: 王新阳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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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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淮安市清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33 

编号: 121740   (序号：110) 

姓名: 曹春梅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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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1   (序号：111) 

姓名: 张玉兰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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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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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2   (序号：112) 

姓名: 郑琪惠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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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3   (序号：113) 

姓名: 许新珍 

职务: 教育洗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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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4   (序号：114) 

姓名: 陈强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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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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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5   (序号：115) 

姓名: 魏红慧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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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6   (序号：116) 

姓名: 王艾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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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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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7   (序号：117) 

姓名: 李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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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句容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 

编号: 121748   (序号：118) 

姓名: 徐宁（2）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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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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卫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02 

编号: 121749   (序号：119) 

姓名: 苏建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公祠 1 号 南京市公安局  

       邮编：2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刚致半身不遂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刚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8 

编号: 121750   (序号：120) 

姓名: 周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公祠 1 号 南京市公安局  

       邮编：2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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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刚致半身不遂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刚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8 

编号: 121751   (序号：121) 

姓名: 潘晓忠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太平巷 18 号 白下区公安分局 

      邮编：2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刚致半身不遂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刚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28 

编号: 121753   (序号：122) 

姓名: 郑建 

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县 610 办）江苏省沛县新城区沛公路 8 号 

      邮编：22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4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沛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序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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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754   (序号：123) 

姓名: 胡居求 

职务: 一分监区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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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沛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序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9 

编号: 121755   (序号：124) 

姓名: 毕东升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沛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序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9 

编号: 121756   (序号：125) 

姓名: 贾良贵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洪泽湖监狱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农场  洪泽湖监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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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239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2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沛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序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9 

编号: 121757   (序号：126) 

姓名: 孙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句东女子劳教所） 

      邮寄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二四二信箱 

       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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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97 

编号: 122489   (序号：127) 

姓名: 张小洪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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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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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0   (序号：128) 

姓名: 刘金荣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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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1   (序号：129) 

姓名: 周顺宏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公安分局 

      （区公安局）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虎丘路 88 号  

       邮编︰215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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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3   (序号：130) 

姓名: 张来永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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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彩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4   (序号：131) 

姓名: 包建芳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公安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35 号  

       邮编: 2151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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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5   (序号：132) 

姓名: 夏志刚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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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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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7   (序号：133) 

姓名: 林锋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南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金阊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路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0 

编号: 122498   (序号：134) 

姓名: 朱文元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 20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5 

编号: 122499   (序号：135) 

姓名: 钱乃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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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 20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5 

编号: 122501   (序号：136) 

姓名: 张金芳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综治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苏州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5 

编号: 123615   (序号：137) 

姓名: 戴春雨 

职务: 江苏丰之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丰之源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高湖路 7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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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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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18   (序号：138) 

姓名: 宗双皊 

职务: 康宁旅游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康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康宁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竹箦煤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7 

      江苏省新康监狱（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江苏省溧阳市竹箦煤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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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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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23   (序号：139) 

姓名: 余仁 

职务: 龙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潭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龙潭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龙潭镇珠子山 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2 

      江苏省龙潭监狱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珠子山 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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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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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26   (序号：140) 

姓名: 张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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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湾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句容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湾山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句容市下蜀镇亭子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5 

      江苏省句容监狱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下蜀镇亭子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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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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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29   (序号：141) 

姓名: 李生清 

职务: 亚盟劳务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山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亚盟劳务加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龙山桥 13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8 

      江苏省丁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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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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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32   (序号：142) 

姓名: 黄建伟 

职务: 天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彭城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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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天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办事处长山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1 

      江苏省彭城监狱 

      江苏省徐州市高铁商务核心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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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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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35   (序号：143) 

姓名: 施东华（2） 

职务: 京江服饰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边城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京江服饰制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边城镇小茅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4 

      江苏省边城监狱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边城镇小茅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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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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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38   (序号：144) 

姓名: 罗杰 

职务: 环球伟业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州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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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环球伟业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铜沛路 18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7 

      江苏省徐州监狱 

      江苏省徐州市铜沛路 18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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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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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43   (序号：145) 

姓名: 谢明杰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凤凰西街 22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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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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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46   (序号：146) 

姓名: 张新顺 

职务: 江苏金丝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金陵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金丝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门外金丝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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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金陵监狱 

      江苏省南京市宁双路 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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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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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48   (序号：147) 

姓名: 刘继静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方圆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南京鼓楼区凤凰西街 22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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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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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50   (序号：148) 

姓名: 樊建树 

职务: 金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监狱人民警察接待站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金源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虎踞北路 181 号 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49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 188 号 

       邮编：2100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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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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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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53   (序号：149) 

姓名: 管荣赋 

职务: 新暨南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新暨南有限公司 

      江苏省句容市华阳镇暨南农场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2 

      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江苏省句容市东门外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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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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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56   (序号：150) 

姓名: 史永福 

职务: 五图河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连云港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五图河农场有限公司 

      江苏省灌云县七道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5 

      江苏省连云港监狱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七道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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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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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59   (序号：151) 

姓名: 陈志涛 

职务: 苏球星有限公司董事长、溧阳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球星有限公司 

      江苏省 溧阳市社渚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8 

      江苏省溧阳监狱 

      江苏省溧阳市社渚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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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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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61   (序号：152) 

姓名: 包越海 

职务: 江苏中宁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中宁建筑设计研究院 

      江苏省南京市凤凰西街 229 号 7-9 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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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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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64   (序号：153) 

姓名: 丁夫良 

职务: 大中农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盐城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大中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大丰市仙鹤镇仙鹤西路２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3 

      江苏省盐城监狱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大中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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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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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67   (序号：154) 

姓名: 蒋国贤 

职务: 芙蓉天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宜兴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芙蓉天蕴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芙蓉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6 

      江苏省宜兴监狱 

      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芙蓉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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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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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70   (序号：155) 

姓名: 桑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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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花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淳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花山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花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9 

      江苏省高淳监狱 

      江苏省高淳县固城镇东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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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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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73   (序号：156) 

姓名: 颜丙中 

职务: 新龙伟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镇江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新龙伟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 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2 

      江苏省镇江监狱 

      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 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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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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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77   (序号：157) 

姓名: 徐肖东 

职务: 环本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通州监狱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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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环本农场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环本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6 

      江苏省通州监狱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环本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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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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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79   (序号：158) 

姓名: 潘孝银 

职务: 石城实业总公司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石城实业总公司 

      南京市宁双路 9 号/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高湖路 7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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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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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83   (序号：159) 

姓名: 戴国牛 

职务: 无锡建华机床附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无锡建华机床附件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吴桥西路 12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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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监狱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吴桥西路 12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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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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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85   (序号：160) 

姓名: 沈德明 

职务: 新华伟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新华伟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288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4 

      江苏省苏州监狱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2888 号  苏州监狱 

       邮编：2151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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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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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88   (序号：161) 

姓名: 嵇为俊 

职务: 晶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州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晶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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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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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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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91   (序号：162) 

姓名: 王颖 

职务: 南京大连山水泥厂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南京大连山水泥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淳化大连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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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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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92   (序号：163) 

姓名: 吴刚 

职务: 南京大连山水泥厂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南京大连山水泥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淳化大连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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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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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95   (序号：164) 

姓名: 王洪生 

职务: 惠浦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浦口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惠浦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浦口区石佛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4 

      江苏省浦口监狱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石佛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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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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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63   (序号：165) 

姓名: 倪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政法委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 68 号  镇江市政法委 

       邮编：2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1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65   (序号：166) 

姓名: 裔新华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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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公安局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健康路 69 号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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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66   (序号：167) 

姓名: 王晓军（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公安局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健康路 69 号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9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68   (序号：168) 

姓名: 张磊（2） 

职务: 检察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检察院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齐梁路  丹阳市检察院  

       邮编： 2123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6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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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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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0   (序号：169) 

姓名: 汤小夫 

职务: 代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解放路 21 号 镇江市中级法院  

       邮编：21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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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2   (序号：170) 

姓名: 唐东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法院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南环路 16 号 丹阳市法院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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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3   (序号：171) 

姓名: 张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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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法院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南环路 16 号 丹阳市法院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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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4   (序号：172) 

姓名: 韦敖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看守所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九房云阳镇开发区丹金路 丹阳市看守所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5   (序号：173) 

姓名: 金连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看守所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九房云阳镇开发区丹金路 丹阳市看守所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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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6   (序号：174) 

姓名: 陶国芳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看守所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九房云阳镇开发区丹金路 丹阳市看守所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4577   (序号：175) 

姓名: 黄冬萍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看守所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九房云阳镇开发区丹金路 丹阳市看守所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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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578   (序号：176) 

姓名: 夏国俊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看守所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九房云阳镇开发区丹金路 丹阳市看守所 

       邮编：2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丹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金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59 

编号: 126314   (序号：177) 

姓名: 刘正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沿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正成-2018（第 0001 号）-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公安局山畔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58 

编号: 126315   (序号：178) 

姓名: 周国义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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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正成-2018（第 0001 号）-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公安局山畔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58 

编号: 126317   (序号：179) 

姓名: 孔祥新 

职务: 信访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综合治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正成-2018（第 0001 号）-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公安局山畔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58 

编号: 126318   (序号：180) 

姓名: 武中凯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综合治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正成-2018（第 0001 号）-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公安局山畔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58 

编号: 126946   (序号：181) 

姓名: 任远航 

职务: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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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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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47   (序号：182) 

姓名: 陈晓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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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49   (序号：183) 

姓名: 周兴龙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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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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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50   (序号：184) 

姓名: 刘军（4）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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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52   (序号：185) 

姓名: 余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53   (序号：186) 

姓名: 王建军 

职务: 阳山花苑小区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浒墅关新区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保卫路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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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51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55   (序号：187) 

姓名: 王宇（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56   (序号：188) 

姓名: 金建清（2） 

职务: 刑事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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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958   (序号：189) 

姓名: 许宗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第四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6959   (序号：190) 

姓名: 王玲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第四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远航-2020（第 0001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2 

编号: 127795   (序号：191) 

姓名: 邱学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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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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学锋-2020（第 0078 号）-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7 

编号: 127796   (序号：192) 

姓名: 王巧全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青年路 266 号  徐州市公安局 

      邮编： 22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学锋-2020（第 0078 号）-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7 

编号: 127797   (序号：193) 

姓名: 高雷（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青年路 266 号  徐州市公安局 

      邮编： 22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学锋-2020（第 0078 号）-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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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798   (序号：194) 

姓名: 张小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看守所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解放路  徐州市看守所 

      邮编：2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学锋-2020（第 0078 号）-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7 

编号: 127800   (序号：195) 

姓名: 刘建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杨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学锋-2020（第 0078 号）-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