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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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编号: 117192   (序号：1) 

姓名: 黄丽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女子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3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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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冯嘉玲、黄丽宏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 

编号: 117193   (序号：2) 

姓名: 蒋蕾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女子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3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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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瑶的责任人蒋蕾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3 

编号: 117194   (序号：3) 

姓名: 陆琼 

职务: 教育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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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女子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3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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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骆银花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0 

编号: 117195   (序号：4) 

姓名: 林芳 

职务: 教育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女子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3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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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骆银花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0 

编号: 117196   (序号：5) 

姓名: 田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10 号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3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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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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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瑶的责任人蒋蕾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3 

编号: 122468   (序号：6) 

姓名: 夏福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法院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湖中路 198 号 

       邮编: 3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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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迫害法轮功学员余立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11 

编号: 122470   (序号：7) 

姓名: 张小江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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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乃法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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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孙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3 

编号: 122471   (序号：8) 

姓名: 裘佳其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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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乃法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孙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3 

编号: 122472   (序号：9) 

姓名: 王兴元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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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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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乃法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孙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3 

编号: 122473   (序号：10) 

姓名: 梁春雷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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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乃法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 

编号: 122474   (序号：11) 

姓名: 吴文杰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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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孙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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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75   (序号：12) 

姓名: 喻中汉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8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76   (序号：13) 

姓名: 俞玉昌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77   (序号：14) 

姓名: 魏平岩 

职务: 局长、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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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78   (序号：15) 

姓名: 余洲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79   (序号：16) 

姓名: 寿俊毅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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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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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481   (序号：17) 

姓名: 陆忠明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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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82   (序号：18) 

姓名: 俞金大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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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83   (序号：19) 

姓名: 俞忠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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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85   (序号：20) 

姓名: 吕金芳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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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2486   (序号：21) 

姓名: 徐荣 

职务: 公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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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富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5 

编号: 123856   (序号：22) 

姓名: 吴旭峰 

职务: 东盾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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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盾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联城街道花街村（浙江省之江监狱 1-7#厂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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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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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59   (序号：23) 

姓名: 黄宏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昊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许里村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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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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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61   (序号：24) 

姓名: 张镇宇 

职务: 浙江青春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浙江省青春医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青春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市庆春东路 54 号 /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双菱路 102 号 7 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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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浙江省青春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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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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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64   (序号：25) 

姓名: 安丰 

职务: 东博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临海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博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城北大道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3 

      浙江省临海监狱 

      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狮云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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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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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67   (序号：26) 

姓名: 杨国东 

职务: 东越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第一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越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五一路 2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6 

      浙江省第一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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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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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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1   (序号：27) 

姓名: 曾祥华 

职务: 东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十里丰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源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0 

      浙江省十里丰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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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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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4   (序号：28) 

姓名: 鄢则荣 

职务: 常新机械有限公司经理、浙江省第三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常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球川镇利川南路 6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3 

      浙江省第三监狱 

      通讯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球川镇利川南路 5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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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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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7   (序号：29) 

姓名: 余志忠 

职务: 东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十里坪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龙游县湖镇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6 

      浙江省十里坪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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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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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80   (序号：30) 

姓名: 赵忠宝 

职务: 天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长湖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天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湖州西凤路 1558 号 

       通讯地址：湖州市经济开发区西凤路 150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9 

      浙江省长湖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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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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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82   (序号：31) 

姓名: 陈森尧 

职务: 东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华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东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开化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1 

      浙江省金华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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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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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85   (序号：32) 

姓名: 董长青 

职务: 海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浙江省第六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杭州海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 1211 号 203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4 

      浙江省第六监狱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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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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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88   (序号：33) 

姓名: 方剑良 

职务: 月牙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杭州月牙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光明路 5 号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光明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7 

      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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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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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90   (序号：34) 

姓名: 柏连华 

职务: 武林机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第四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杭州武林机器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邱山大街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89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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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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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93   (序号：35) 

姓名: 赵仁林 

职务: 泰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第五监狱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泰祥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2 

      浙江省第五监狱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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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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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96   (序号：36) 

姓名: 胡朝阳 

职务: 新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南湖监狱党委副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新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南湖林场北林场场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5 

      浙江省南湖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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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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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93   (序号：37) 

姓名: 宋越舜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政法委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2001 号  宁波市政法委 

       邮编：3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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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694   (序号：38) 

姓名: 簣开波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政法委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2001 号  宁波市政法委 

       邮编：3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8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695   (序号：39) 

姓名: 毛亚伦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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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2001 号  宁波市政法委 

       邮编：315100  

        

       地址 2：（宁波市委 610）浙江省宁波市解放北路 91 号 

       邮编：3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696   (序号：40) 

姓名: 朱亚平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2001 号  宁波市政法委 

       邮编：315100  

        

       地址 2：（宁波市委 610）浙江省宁波市解放北路 91 号 

       邮编：3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697   (序号：41) 

姓名: 陈金宝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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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 658 号    宁波市公安局 

       邮编：3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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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698   (序号：42) 

姓名: 李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政法委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民和路 569 号  镇海区委/政法委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4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699   (序号：43) 

姓名: 胡自龙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民和路 569 号  镇海区委/政法委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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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701   (序号：44) 

姓名: 董顺来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陈倪路 99 号   镇海区检察院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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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702   (序号：45) 

姓名: 金涛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陈倪路 99 号   镇海区检察院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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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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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703   (序号：46) 

姓名: 王常林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陈倪路 99 号   镇海区检察院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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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704   (序号：47) 

姓名: 吴奕华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陈倪路 99 号   镇海区检察院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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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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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706   (序号：48) 

姓名: 张军斌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法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光大路 8 号  镇海区法院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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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708   (序号：49) 

姓名: 夏峰 

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解放路 50 号   庄桥派出所 

       邮编：315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709   (序号：50) 

姓名: 赵腾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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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解放路 50 号   庄桥派出所 

       邮编：315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5711   (序号：51) 

姓名: 胡海雄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百丈派出所（鄞州区百丈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中心区舟孟南路 66 号   百丈派出所 

       邮编：3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713   (序号：52) 

姓名: 任建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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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沁园街 256 号   宁波市看守所  

       邮编：315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5714   (序号：53) 

姓名: 董靖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沁园街 256 号   宁波市看守所  

       邮编：315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应国芳、秦莲玉、刘明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9 

编号: 126504   (序号：54) 

姓名: 欧文生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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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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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丁龙明-2019（第 0041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04 

编号: 126505   (序号：55) 

姓名: 邵费率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6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丁龙明-2019（第 0041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04 

编号: 126506   (序号：56) 

姓名: 金德华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6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丁龙明-2019（第 0041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04 

编号: 126600   (序号：57) 

姓名: 徐俊美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法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光大路 8 号  镇海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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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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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6601   (序号：58) 

姓名: 吴坚刚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 658 号    宁波市公安局 

       邮编：3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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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6603   (序号：59) 

姓名: 邬坚民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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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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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605   (序号：60) 

姓名: 朱斌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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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6606   (序号：61) 

姓名: 俞伟利 

职务: 国保大队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6607   (序号：62) 

姓名: 林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百丈派出所（鄞州区百丈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中心区舟孟南路 66 号   百丈派出所 

       邮编：3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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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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6608   (序号：63) 

姓名: 倪宝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徐家堰  镇海区看守所 

       邮编：315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编号: 126609   (序号：64) 

姓名: 张百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沁园街 256 号   宁波市看守所  

       邮编：315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奕华-2019（第 0062 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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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035   (序号：65) 

姓名: 朱恒义 

职务: 主任（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浙江省政法委  

       邮编：31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陶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67 

编号: 127037   (序号：66) 

姓名: 余永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嘉北派出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东升西路 450    嘉兴市嘉北派出所  

       邮编：314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陶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67 

编号: 127038   (序号：67) 

姓名: 冯云 

职务: 医院监区（十一监区）副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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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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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陶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67 

编号: 127039   (序号：68) 

姓名: 赵杭 

职务: 老病残分监区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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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陶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67 

编号: 127040   (序号：69) 

姓名: 叶善国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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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陶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67 

编号: 127041   (序号：70) 

姓名: 王定铸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陶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67 

编号: 127233   (序号：71) 

姓名: 徐子健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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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津-2020（第 0031 号）-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象珠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4 

编号: 127234   (序号：72) 

姓名: 周宁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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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津-2020（第 0031 号）-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象珠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4 

编号: 127236   (序号：73) 

姓名: 吕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象珠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津-2020（第 0031 号）-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象珠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4 

编号: 127238   (序号：74) 

姓名: 吕子勤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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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津-2020（第 0031 号）-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象珠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4 

编号: 127239   (序号：75) 

姓名: 林峰（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耿建波-2020（第 0058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03 

编号: 127240   (序号：76) 

姓名: 耿建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0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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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耿建波-2020（第 0058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03 

编号: 127241   (序号：77) 

姓名: 施国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耿建波-2020（第 0058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03 

编号: 127242   (序号：78) 

姓名: 杨震宇 

职务: 刑侦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耿建波-2020（第 0058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03 

编号: 127244   (序号：79) 

姓名: 陈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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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丽水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耿建波-2020（第 0058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03 

编号: 127245   (序号：80) 

姓名: 胡伟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0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耿建波-2020（第 0058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03 

编号: 128088   (序号：81) 

姓名: 吴松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政法委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城东街道伯乐东路 888 号市行政管理中心楼    乐清市政法委   

       邮编：3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8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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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庆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93 

编号: 128089   (序号：82) 

姓名: 张贤胜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城东街道伯乐东路 888 号市行政管理中心楼    乐清市政法委   

       邮编：3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8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庆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93 

编号: 128090   (序号：83) 

姓名: 林向光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城南街道良港东路  乐清市法院 

       邮编: 3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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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庆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93 

编号: 128091   (序号：84) 

姓名: 陈静 

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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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城南街道良港东路  乐清市法院 

       邮编: 3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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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庆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