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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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责任人 - 地区: 江苏;  

编号: 128783   (序号：1) 
姓名: 朱银妹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12 号    武进区法院   
       邮编：213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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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8785   (序号：2) 
姓名: 蒋一舟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16 号 武进区检察院  
       邮编：213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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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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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786   (序号：3) 
姓名: 杨雯琦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16 号 武进区检察院  
       邮编：213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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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8787   (序号：4) 
姓名: 朱文俊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16 号 武进区检察院  
       邮编：213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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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8788   (序号：5) 
姓名: 唐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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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16 号 武进区检察院  
       邮编：213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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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编号: 128789   (序号：6) 
姓名: 张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滨北路 520 号   武进公安分局   
       邮编：2131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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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8791   (序号：7) 
姓名: 蒋逸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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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派出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顺通西路 5 号  横林派出  
       邮编：213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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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8792   (序号：8) 
姓名: 孙金才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政法委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行政中心   武进区政法委  
       邮编：21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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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朱银妹 -2020（第 0127 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9148   (序号：9) 
姓名: 卢国新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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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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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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49   (序号：10) 
姓名: 杨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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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0   (序号：11) 
姓名: 黄兴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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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1   (序号：12) 
姓名: 冯平 
职务: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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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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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2   (序号：13) 
姓名: 陈益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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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3   (序号：14) 
姓名: 朱新华（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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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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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4   (序号：15) 
姓名: 丁建英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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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5   (序号：16) 
姓名: 张新益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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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6   (序号：17) 
姓名: 龚心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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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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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157   (序号：18) 
姓名: 陈燕飞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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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卢国新-2020（第 0138 号）-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8 

编号: 129359   (序号：19) 
姓名: 李学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政法委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朝霞路 88 路  通州区政法委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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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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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0   (序号：20) 
姓名: 夏季兵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朝霞路 88 路  通州区政法委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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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2   (序号：21) 
姓名: 杨彬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杏园路 1 号    通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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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3   (序号：22) 
姓名: 曹水林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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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杏园路 1 号    通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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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5   (序号：23) 
姓名: 王述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城中派出所 
      江苏省南通区金沙镇人民路 185 号    城中派出所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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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6   (序号：24) 
姓名: 张新民（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城中派出所 
      江苏省南通区金沙镇人民路 185 号    城中派出所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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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8   (序号：25) 
姓名: 黄凯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 201 号  通州区检察院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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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69   (序号：26) 
姓名: 黄炜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世纪大道 201 号  通州区检察院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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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71   (序号：27) 
姓名: 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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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法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银河路 40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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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72   (序号：28) 
姓名: 李振男 
职务: 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法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银河路 40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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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373   (序号：29) 
姓名: 邰瑢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法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银河路 40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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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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418   (序号：30) 
姓名: 薛志强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卸甲甸派出所（六合区大厂镇卸甲甸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西厂门街道凤凰南路 2 号  卸甲甸派出所 
       邮编：21004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19   (序号：31) 
姓名: 李明月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卸甲甸派出所（六合区大厂镇卸甲甸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西厂门街道凤凰南路 2 号  卸甲甸派出所 
       邮编：21004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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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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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421   (序号：32) 
姓名: 范诚忠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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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22   (序号：33) 
姓名: 朱建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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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23   (序号：34) 
姓名: 许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政法委 
      地址 1：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 196 号   玄武区政法委   
       邮编：210028 
        
       地址 2：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455 号 玄武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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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邮编：21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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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424   (序号：35) 
姓名: 祁红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政法委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太平南路 69 号 区机关办公大楼 23 层 
       邮编：2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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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25   (序号：36) 
姓名: 陈军（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29-1 号  秦淮区公安分局 
       邮编：210022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太平路太平巷 18 号   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2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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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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26   (序号：37) 
姓名: 刘志伟（2） 
职务: 管委会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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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27   (序号：38) 
姓名: 王海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看守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 188 号    南京市看守所    
       邮编：210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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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459   (序号：39) 
姓名: 邢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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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政法委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科普路 58 号   高新区政法委   
       邮编：2151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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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编号: 129460   (序号：40) 
姓名: 肖磊（音）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解放东路 388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虎丘分局） 
       邮编：215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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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编号: 129461   (序号：41) 
姓名: 夏坤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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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朝红路 166 号   枫桥派出所    
       邮编：2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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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编号: 129462   (序号：42) 
姓名: 仲汉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朝红路 166 号   枫桥派出所    
       邮编：2151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编号: 129463   (序号：43) 
姓名: 徐亮 
职务: 小区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朝红路 166 号   枫桥派出所    
       邮编：2151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51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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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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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编号: 129464   (序号：44) 
姓名: 冯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所 
      地址 1：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兴贤路 666 号   浒墅关新区派出所  
       邮编：215151 
        
       地址 2：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保卫路 18 号 
       邮编：2151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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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编号: 129465   (序号：45) 
姓名: 郑顺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第四看守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 390 号  苏州市第四看守所  
       邮编：21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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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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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466   (序号：46) 
姓名: 屠晓燕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788 号  吴江区法院   
       邮编：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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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培琴、宣小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87 

编号: 129699   (序号：47) 
姓名: 王晓明（2）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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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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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0   (序号：48) 
姓名: 常和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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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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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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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1   (序号：49) 
姓名: 陈丽芳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花红园 164 号 玄武区检察院 
       邮编：21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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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2   (序号：50) 
姓名: 刘松茂 
职务: 检察官助理（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花红园 164 号 玄武区检察院 
       邮编：21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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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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3   (序号：51) 
姓名: 沈湧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 58 号 玄武区法院  
       邮编：21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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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5   (序号：52) 
姓名: 邵小波 
职务: 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法庭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 258 号    锁金村法庭  
       邮编：21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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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6   (序号：53) 
姓名: 方田 
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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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法庭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 258 号    锁金村法庭  
       邮编：21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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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7   (序号：54) 
姓名: 秦志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政法委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佳路 4 号  栖霞区政法委   
       邮编：21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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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8   (序号：55) 
姓名: 徐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 141 号    栖霞公安分局   
       邮编：21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1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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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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09   (序号：56) 
姓名: 盛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 141 号    栖霞公安分局   
       邮编：21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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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10   (序号：57) 
姓名: 汪坤 
职务: 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 141 号    栖霞公安分局   
       邮编：21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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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848   (序号：58) 
姓名: 宋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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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12 号    武进区法院   
       邮编：213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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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9849   (序号：59) 
姓名: 陈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派出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顺通西路 5 号  横林派出  
       邮编：213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29850   (序号：60) 
姓名: 周霖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派出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顺通西路 5 号  横林派出  
       邮编：213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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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8 

编号: 130845   (序号：61) 
姓名: 杨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派出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鹿鸣路 451 号  潘黄派出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46   (序号：62) 
姓名: 袁扣鸿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派出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鹿鸣路 451 号  潘黄派出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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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47   (序号：63) 
姓名: 李鹏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派出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鹿鸣路 451 号  潘黄派出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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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48   (序号：64) 
姓名: 吴建荣 
职务: 副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派出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鹿鸣路 451 号  潘黄派出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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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49   (序号：65) 
姓名: 于宽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新区新都路 630 号 盐都区公安分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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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50   (序号：66) 
姓名: 徐志良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610”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新区新都路 630 号 盐都区公安分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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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52   (序号：67) 
姓名: 许正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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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健康东路 96 号  大丰区检察院  
       邮编：22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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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53   (序号：68) 
姓名: 陈育群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政法委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新区新都路 618 号 盐都区政法委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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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0855   (序号：69) 
姓名: 周德国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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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看守所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光荣社区六公里 盐城市看守所 
       邮编：224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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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编号: 130901   (序号：70) 
姓名: 赵洪权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政法委 
      江苏省淮安市健康东路 5 号    淮安市委政法委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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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02   (序号：71) 
姓名: 周达清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 
      江苏省淮安市开发区深圳路 22 号    淮安市公安局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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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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04   (序号：72) 
姓名: 张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城南乡明远西路 11 号  清江浦分局  
       邮编：2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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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06   (序号：73) 
姓名: 韩少芹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东路 166 号，清江浦区检察院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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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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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907   (序号：74) 
姓名: 翟艳兰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东路 166 号，清江浦区检察院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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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08   (序号：75) 
姓名: 乔继梅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东路 166 号，清江浦区检察院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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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10   (序号：76) 
姓名: 蔡宏志 
职务: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健康西路 180 号   清江浦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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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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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11   (序号：77) 
姓名: 刘泽年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政法委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涟城镇红日大道 18 号  涟水县政法委  
       邮编：22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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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12   (序号：78) 
姓名: 朱国海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公安局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涟城镇涟州路 9 号   涟水县公安局    
       邮编：22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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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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13   (序号：79) 
姓名: 卞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公安局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涟城镇涟州路 9 号   涟水县公安局    
       邮编：22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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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0914   (序号：80) 
姓名: 赵海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公安局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涟城镇涟州路 9 号   涟水县公安局    
       邮编：22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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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江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1 

编号: 131486   (序号：81) 
姓名: 李荣胜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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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788 号  吴江区法院   
       邮编：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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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编号: 131487   (序号：82) 
姓名: 张能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800 号  吴江区检察院  
       邮编：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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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丽鹏 --2021（第 062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2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编号: 131488   (序号：83) 
姓名: 杨凯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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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狮山派出所 (高新区狮山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邓蔚路 110 号 
       邮编: 215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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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编号: 131489   (序号：84) 
姓名: 王伟（6）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狮山派出所 (高新区狮山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邓蔚路 110 号 
       邮编: 215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编号: 131490   (序号：85) 
姓名: 冯建荣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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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编号: 131491   (序号：86) 
姓名: 毛曦雪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国安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荣胜 --2021（第 043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5 

编号: 131824   (序号：87) 
姓名: 刘丽鹏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788 号  吴江区法院   
       邮编：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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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刘丽鹏 --2021（第 062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2 

编号: 131825   (序号：88) 
姓名: 张唐勇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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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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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所 
      地址 1：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兴贤路 666 号   浒墅关新区派出所  
       邮编：215151 
        
       地址 2：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保卫路 18 号 
       邮编：2151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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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刘丽鹏 --2021（第 062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2 

编号: 131826   (序号：89) 
姓名: 姚勉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所 
      地址 1：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兴贤路 666 号   浒墅关新区派出所  
       邮编：215151 
        
       地址 2：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保卫路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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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刘丽鹏 --2021（第 062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2 

编号: 131827   (序号：90) 
姓名: 凌枫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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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所 
      地址 1：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兴贤路 666 号   浒墅关新区派出所  
       邮编：215151 
        
       地址 2：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保卫路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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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刘丽鹏 --2021（第 062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2 

编号: 131828   (序号：91) 
姓名: 陆振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政法委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科普路 58 号   高新区政法委   
       邮编：2151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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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刘丽鹏 --2021（第 062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2 

编号: 132326   (序号：92) 
姓名: 徐美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2 号楼 市综治办  
       邮编 : 215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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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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陆韧---2021（第 114 号）-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1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编号: 132327   (序号：93) 
姓名: 钱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政法委（吴江市政法委）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新城（松陵镇）开平路吴江大厦 A 座 18 楼 吴江区政法委 
       邮编 : 2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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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编号: 132328   (序号：94) 
姓名: 李文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分局（吴江市公安局） 
      江苏省苏州吴江市松陵镇梅石路 1288 号 吴江市公安局 
       邮编 : 2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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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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编号: 132330   (序号：95) 
姓名: 钱伟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笠泽路 19 号   松陵派出所  
       邮编 : 2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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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编号: 132331   (序号：96) 
姓名: 蒋建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788 号  吴江区法院   
       邮编：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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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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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编号: 132332   (序号：97) 
姓名: 杨荣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788 号  吴江区法院   
       邮编：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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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华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6 

编号: 132756   (序号：98) 
姓名: 陆韧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路 3998 号  苏州市公安局 
       邮编 : 215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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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陆韧---2021（第 114 号）-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1 

编号: 132757   (序号：99) 
姓名: 顾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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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路 3998 号  苏州市公安局 
       邮编 : 215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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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陆韧---2021（第 114 号）-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1 

编号: 132758   (序号：100) 
姓名: 俞祥根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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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陆韧---2021（第 114 号）-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1 

编号: 132898   (序号：101) 
姓名: 陈显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看守所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光荣社区六公里 盐城市看守所 
       邮编：224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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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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3274   (序号：102) 
姓名: 段晴毅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 55 号 工业园区公安分局  
       邮编：215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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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编号: 133276   (序号：103) 
姓名: 邵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葑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葑街道南摆宴街 2 号  娄葑派出所 
       邮编：2151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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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季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4 

 


	1.1 责任人 - 地区: 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