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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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编号: 115683   (序号：1) 

姓名: 李康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法院 

      上海虹口区北宝兴路 531 号 

       邮编 : 20008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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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姜素英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0 

编号: 115684   (序号：2) 

姓名: 宋卫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 260 号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姜素英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0 

编号: 115685   (序号：3) 

姓名: 李春烨 

职务: 国保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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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 260 号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姜素英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0 

编号: 115686   (序号：4) 

姓名: 李英（2） 

职务: 国保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 260 号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姜素英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0 

编号: 115688   (序号：5) 

姓名: 魏巍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监狱总医院（提篮桥监狱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繁荣路 478 号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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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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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姜素英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0 

追查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16545   (序号：6) 

姓名: 谢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433 号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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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董乃谦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8 

编号: 116866   (序号：7) 

姓名: 李丹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 

      上海市闵行区关港路 281 号   徐汇区看守所   

       邮编：2002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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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生欢、张宇霞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 

编号: 116867   (序号：8) 

姓名: 顾国祥 

职务: 数理信息学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师范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12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生欢、张宇霞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 

编号: 117423   (序号：9) 

姓名: 符建新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监狱总医院（提篮桥监狱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繁荣路 478 号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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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17452   (序号：10) 

姓名: 曾磊 

职务: 专管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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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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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第三男子劳教所一大队专管中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 

编号: 117453   (序号：11) 

姓名: 赵文轶 

职务: 专管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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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第三男子劳教所一大队专管中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 

编号: 117454   (序号：12) 

姓名: 高量林 

职务: 专管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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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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第三男子劳教所一大队专管中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 

编号: 117455   (序号：13) 

姓名: 黄德林 

职务: 专管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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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第三男子劳教所一大队专管中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 

编号: 117456   (序号：14) 

姓名: 张鸣 

职务: 看管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第三男子劳教所一大队专管中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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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9855   (序号：15) 

姓名: 何陈男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 260 号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彩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4 

编号: 119856   (序号：16) 

姓名: 吕金龙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 260 号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彩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4 

编号: 119857   (序号：17) 

姓名: 李春华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 260 号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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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彩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4 

编号: 119858   (序号：18) 

姓名: 秦蕾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 

      上海市虹口区唐山路 902 号     虹口区检察院    

       邮编：2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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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彩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4 

编号: 119859   (序号：19) 

姓名: 席建林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地址 1：上海市共和新路 3009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72 

        

       地址 2：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097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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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彩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4 

编号: 121495   (序号：20) 

姓名: 宋建超 

职务: 部门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责任单位：（原名上海航空公司、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航）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212 号 20 楼 

       邮编：2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江锡清子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8 

编号: 121496   (序号：21) 

姓名: 黄翠英 

职务: 部门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责任单位：（原名上海航空公司、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航）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212 号 20 楼 

       邮编：2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江锡清子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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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497   (序号：22) 

姓名: 文荣 

职务: 部门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责任单位：（原名上海航空公司、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航）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212 号 20 楼 

       邮编：2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江锡清子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8 

编号: 122233   (序号：23) 

姓名: 潘敏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234   (序号：24) 

姓名: 陶爱珠 

职务: 党委副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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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235   (序号：25) 

姓名: 邱俭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徐汇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236   (序号：26) 

姓名: 陈振勇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徐汇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237   (序号：27) 

姓名: 徐闻翌 

职务: 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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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21 号 嘉定区法院 

      邮编：2018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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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2 

编号: 122238   (序号：28) 

姓名: 项永明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21 号 嘉定区法院 

      邮编：2018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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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2 

编号: 122240   (序号：29) 

姓名: 才浩 

职务: 律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正大律师事务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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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2 

编号: 122242   (序号：30) 

姓名: 顾希希 

职务: 律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华典律师事务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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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2 

编号: 122244   (序号：31) 

姓名: 吴小乐 

职务: 律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诤正律师事务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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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2 

编号: 122245   (序号：32) 

姓名: 刘敏 

职务: 刑事庭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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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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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闸北区法院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3009 号  闸北区法院 

      邮编：20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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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闸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蓉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7 

编号: 122246   (序号：33) 

姓名: 柳燕 

职务: 公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 600 号  闸北区检察院 

      邮编：2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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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闸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蓉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7 

编号: 122247   (序号：34) 

姓名: 张士安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9 楼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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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建敏、顾继红姊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4 

编号: 122248   (序号：35) 

姓名: 包江明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9 楼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建敏、顾继红姊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4 

编号: 122249   (序号：36) 

姓名: 李伟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895 号 普陀区公安分局 

       邮编: 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曼晔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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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250   (序号：37) 

姓名: 周春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895 号 普陀区公安分局 

       邮编: 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曼晔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4 

编号: 122251   (序号：38) 

姓名: 陈洪军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派出所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 351 弄 31 号  

       邮编：2000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曼晔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4 

编号: 122252   (序号：39) 

姓名: 谢晓燕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4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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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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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顾建敏、顾继红姊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4 

编号: 122253   (序号：40) 

姓名: 刘娟娟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 号 浦东新区法院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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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54   (序号：41) 

姓名: 戴黎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33 号 浦东新区检察院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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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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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55   (序号：42) 

姓名: 张煜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浦东区丁香路 655 号   浦东公安分局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56   (序号：43) 

姓名: 陈国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 261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57   (序号：44) 

姓名: 沈小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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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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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 261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58   (序号：45) 

姓名: 倪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 261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59   (序号：46) 

姓名: 陈天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 261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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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60   (序号：47) 

姓名: 路爱宝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 261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61   (序号：48) 

姓名: 沈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巨野路 261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金淼一家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2 

编号: 122262   (序号：49) 

姓名: 蒋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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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闸北区太阳山路 38 号 交警大厦 9 楼 

      邮编：2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7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锦全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 

编号: 122263   (序号：50) 

姓名: 施伟青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华益路 351 号    浦东新区看守所   

       邮编： 2012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锦全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 

编号: 122264   (序号：51) 

姓名: 金伟骏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 201 号   长宁区公安局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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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1 

编号: 122265   (序号：52) 

姓名: 陈旷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 201 号   长宁区公安局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国彪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1 

编号: 122266   (序号：53) 

姓名: 朱奉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 201 号   长宁区公安局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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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267   (序号：54) 

姓名: 钱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 201 号   长宁区公安局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68   (序号：55) 

姓名: 陈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 201 号   长宁区公安局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69   (序号：56) 

姓名: 陈浩（1）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派出所 

      上海市长宁区芙蓉江路 100 弄 2 号  仙霞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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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0   (序号：57) 

姓名: 杨颖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派出所 

      上海市长宁区芙蓉江路 100 弄 2 号  仙霞路派出所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1   (序号：58) 

姓名: 凌中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199 号   宝山公安分局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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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2   (序号：59) 

姓名: 陈嘉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199 号   宝山公安分局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3   (序号：60) 

姓名: 杨端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3700 号  闵行公安分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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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4   (序号：61) 

姓名: 王晨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3700 号  闵行公安分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5   (序号：62) 

姓名: 沈巧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上海市女子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701408＃信箱 女子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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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6   (序号：63) 

姓名: 汪涵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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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上海市女子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701408＃信箱 女子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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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英、蓝兵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8 

编号: 122277   (序号：64) 

姓名: 严志麟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六一零办公室、检察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勤、李耀华等责任人徐震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2 

编号: 122278   (序号：65) 

姓名: 贾宗琦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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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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79   (序号：66) 

姓名: 程景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80   (序号：67) 

姓名: 曹声伟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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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82   (序号：68) 

姓名: 沈家春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83   (序号：69) 

姓名: 陈浩（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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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84   (序号：70) 

姓名: 曾建国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85   (序号：71) 

姓名: 王国芳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87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张轶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8 

编号: 122286   (序号：72) 

姓名: 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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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22287   (序号：73) 

姓名: 朱耀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22288   (序号：74) 

姓名: 程冰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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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22289   (序号：75) 

姓名: 姚荣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1 号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22290   (序号：76) 

姓名: 吴金标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监狱总医院（提篮桥监狱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繁荣路 478 号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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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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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291   (序号：77) 

姓名: 沈伟基 

职务: 秘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 

      地址 1：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 128 号 

      邮编：200042  

       

      地址 2：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185 号 

      邮编：20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国保处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小军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2 

编号: 122292   (序号：78) 

姓名: 郑轶娜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5 号  宝山区法院 

       邮编：201900 

        

       宝山区法院刑事庭地址：上海市月罗公路 2099 号（宝山看守所内） 

       邮编：2019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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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国保处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小军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2 

编号: 122293   (序号：79) 

姓名: 王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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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 

      上海市中山北路 567 号 

       邮编：2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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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国保处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小军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2 

编号: 122294   (序号：80) 

姓名: 吴宗海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上海市公安局福州路 185 号 

       邮编：20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17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国保处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小军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2 

编号: 122297   (序号：81) 

姓名: 赵亮 

职务: 延庆小区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派出所 

      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 203 号   

       邮编：20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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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江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 

编号: 122298   (序号：82) 

姓名: 徐哲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江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 

编号: 122299   (序号：83) 

姓名: 丁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江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 

编号: 122301   (序号：84) 

姓名: 朱似雯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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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徐汇区延庆居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徐汇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江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 

编号: 122302   (序号：85) 

姓名: 颜世萍 

职务: 五大队第二中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女子监狱 （上海松江女子监狱）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1601 号  上海市女子监狱 

       邮寄地址：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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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屹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0 

编号: 122303   (序号：86) 

姓名: 陈跃渊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女子监狱 （上海松江女子监狱）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1601 号  上海市女子监狱 

       邮寄地址：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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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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屹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0 

编号: 122304   (序号：87) 

姓名: 曹春华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女子监狱 （上海松江女子监狱）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1601 号  上海市女子监狱 

       邮寄地址：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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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屹仡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0 

编号: 122722   (序号：88) 

姓名: 冒国平 

职务: 申岳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市监狱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申岳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阳路 111 号 150 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1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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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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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24   (序号：89) 

姓名: 陈礼松 

职务: 上海辉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南汇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辉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里仁村 123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3 

      上海市南汇监狱 

      上海市周浦镇里仁村 1238 号  上海市南汇监狱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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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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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27   (序号：90) 

姓名: 周先水 

职务: 敬民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五角场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 19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6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 

      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 19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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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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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30   (序号：91) 

姓名: 张志华 

职务: 上海银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新泾监狱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银飞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北翟路 155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9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 

      上海市虹桥综合枢纽区北翟路 155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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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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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32   (序号：92) 

姓名: 包三红 

职务: 民星劳动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劳动管理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民星劳动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市民星路 20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1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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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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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35   (序号：93) 

姓名: 杨跃平 

职务: 升宝综合加工厂总经理、上海市宝山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升宝综合加工厂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617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4 

      上海市宝山监狱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沪太路 617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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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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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38   (序号：94) 

姓名: 顾金星 

职务: 海普诚工艺品加工厂总经理，周浦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普诚工艺品加工厂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新马路 1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7 

      上海市周浦监狱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康沈路 207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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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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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41   (序号：95) 

姓名: 费海华 

职务: 予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予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县青浦镇天圣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0 

      上海市新收犯监狱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93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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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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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43   (序号：96) 

姓名: 韦振中 

职务: 回春文化技术学校校办工厂总经理、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回春文化技术学校校办工厂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少年管教所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2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未管所）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新南路 31 号 

       邮编：2016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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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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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47   (序号：97) 

姓名: 徐纪兵 

职务: 海申岳服装厂总经理、青浦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申岳服装厂 

      上海青浦青松公路朱娄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6 

      上海市青浦监狱 

      上海市西郊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40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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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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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49   (序号：98) 

姓名: 何维志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沪丰综合服务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 159 号 7I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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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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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52   (序号：99) 

姓名: 鲍家松 

职务: 海隆光经贸服务中心总经理、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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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隆光经贸服务中心 

      上海市邯郸路 159 号 7 楼 E 座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1 

      上海市四岔河监狱 

      江苏省大丰市东北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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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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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55   (序号：100) 

姓名: 吴彬（2） 

职务: 上海森川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吴家洼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森川实业总公司 

      上海市香港路 5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4 

      上海市吴家洼监狱 

      江苏省大丰市与东台市交界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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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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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57   (序号：101) 

姓名: 顾爱军 

职务: 申川农贸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吴家洼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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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申川农贸公司 

      大丰市川东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6 

      上海市吴家洼监狱 

      江苏省大丰市与东台市交界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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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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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60   (序号：102) 

姓名: 钱虹 

职务: 上海天湖综合加工厂总经理、军天湖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天湖综合加工厂 

      上海市陕西北路 79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9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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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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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63   (序号：103) 

姓名: 唐云龙 

职务: 南岭实业总公司总经理，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南岭实业总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涛城镇白茅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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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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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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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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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65   (序号：104) 

姓名: 齐定安 

职务: 海达意实业公司总经理、提篮桥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达意实业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4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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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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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67   (序号：105) 

姓名: 高广桦 

职务: 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劳动钢管厂 

      上海市闵行区北翟路 155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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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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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36   (序号：106) 

姓名: 黄明德 

职务: 国保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199 号   宝山公安分局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37   (序号：107) 

姓名: 徐慈祥 

职务: 国保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199 号   宝山公安分局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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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39   (序号：108) 

姓名: 王建平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刘行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5200 号     刘行派出所   

       邮编：2019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40   (序号：109) 

姓名: 朱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刘行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5200 号     刘行派出所   

       邮编：2019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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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041   (序号：110) 

姓名: 徐佩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刘行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5200 号     刘行派出所   

       邮编：2019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42   (序号：111) 

姓名: 董学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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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43   (序号：112) 

姓名: 王强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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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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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44   (序号：113) 

姓名: 唐敏芳 

职务: 批捕承办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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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45   (序号：114) 

姓名: 徐旸彪 

职务: 承办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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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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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046   (序号：115) 

姓名: 孙培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地址 1：上海市共和新路 3009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72 

        

       地址 2：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097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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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珍、王秋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2 

编号: 126225   (序号：116) 

姓名: 金永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 

      上海市普陀区柳园路 555 弄 55 号    普陀区看守所  

       邮编：200331 

        

       上海市北翟路 1444 号（普陀区看守所女监室暂调整到长宁区看守所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钟怡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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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879   (序号：117) 

姓名: 金晓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晓东-2019（第 0095 号）-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颛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2 

编号: 126880   (序号：118) 

姓名: 袁铭钧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晓东-2019（第 0095 号）-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颛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2 

编号: 126881   (序号：119) 

姓名: 顾春军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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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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顾春军-2019（第 0098 号）-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50 

编号: 126882   (序号：120) 

姓名: 周敏（2）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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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顾春军-2019（第 0098 号）-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50 

编号: 126883   (序号：121) 

姓名: 江峰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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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顾春军-2019（第 0098 号）-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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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884   (序号：122) 

姓名: 杨国强 

职务: 教育改造处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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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顾春军-2019（第 0098 号）-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50 

编号: 126885   (序号：123) 

姓名: 王梦南 

职务: 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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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顾春军-2019（第 0098 号）-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50 

编号: 127232   (序号：124) 

姓名: 江显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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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惠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显华-2020（第 0030 号）-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惠南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3 

编号: 127772   (序号：125) 

姓名: 王思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浦东区丁香路 655 号   浦东公安分局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金水-2020（第 0074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42 

编号: 127773   (序号：126) 

姓名: 蒋峥嵘 

职务: 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01 号 5 号楼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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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金水-2020（第 0074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42 

编号: 128053   (序号：127) 

姓名: 陆扬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华益路 351 号    浦东新区看守所   

       邮编： 2012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国忠-2020（第 0093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44 

编号: 128054   (序号：128) 

姓名: 吴洪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历城路 50 号  上钢新村派出所 

      邮编：20012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国忠-2020（第 0093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44 

编号: 128055   (序号：129) 

姓名: 江学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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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33 号 浦东新区检察院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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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国忠-2020（第 0093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44 

编号: 128202   (序号：130) 

姓名: 陆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伟平 -2020（第 0098 号） -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国保处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176 

编号: 128444   (序号：131) 

姓名: 余沛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 

      上海市长宁区北翟路 1436 号  长宁区看守所 

       邮编：2003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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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祝新军 -2020（第 0104 号）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