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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编号: 27327 
序号：1 
姓名: 樊春 （音）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电话：554- 567761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2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29160 
序号：2 
姓名: 沈先柱 
职务: 主任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 287 号  邮编：230041 
电话: 0551-5699392 0551-5699395 
区“610 办公室”主任沈先柱：办 0551-65699394  宅 0551-65539720  1350551691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6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郑德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20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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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9161 
序号：3 
姓名: 丁忠兵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478 号  邮编: 230061 
电话: 0551-2826384 
国保大队大队长丁忠兵：0551-6269333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郑德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20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29162 
序号：4 
姓名: 朱正明 
职务: 片警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 322 号 
邮编:230071 
派出所电话：0551─552773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6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郑德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20 

  
编号: 31880 
序号：5 
姓名: 秦东云 
职务: 成员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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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邮编:236400。 
临泉县 610 成员：秦东云：139567526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1 
序号：6 
姓名: 黄宗勤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地址，邮编：阜阳市临泉县前进中路 66 号，邮

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0558——6512405：0558——6512477 
安徽省临泉县国保大队黄宗勤 13966583546 家：0558—6510214 
黄宗勤办公室：0558-----6514689 0558----651716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2 
序号：7 
姓名: 张磊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地址，邮编：阜阳市临泉县前进中路 66 号，邮

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0558——6512405：0558——6512477 
国保大队张磊：13100088818 家：0558——65188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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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3 
序号：8 
姓名: 孙红志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看守所：0558——6512245 
安徽省临泉县看守所女号管教于侠玲：0558---6513200 手机：139657451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4 
序号：9 
姓名: 袁维彬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临泉县四化路百盛生活广场西 350 米路北，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检察长袁维彬：13905589260 办 0558——6533716，6533701 
家 0558----653725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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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885 
序号：10 
姓名: 李卫国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临泉县四化路百盛生活广场西 350 米路北，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李卫国：13705675135 办 0558——6533705 
家：0558——651626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6 
序号：11 
姓名: 郭辉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临泉县四化路百盛生活广场西 350 米路北，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郭辉：13865855999 办：0558——6533702 
家：0558——65123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7 
序号：12 
姓名: 吴瑕 
职务: 纪检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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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临泉县四化路百盛生活广场西 350 米路北，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纪检组长吴瑕：13966589668 办：0558——6533707 
家：0558——651293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8 
序号：13 
姓名: 韦学亮 
职务: 工会主席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临泉县四化路百盛生活广场西 350 米路北，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检察院： 
工会主席韦学亮：13956756891 办：0558——6533708 
家：0558——651293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89 
序号：14 
姓名: 窦灿辉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同阳西路，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院长窦灿辉：13805680002 家：0558——6519002 
办：0558——6512149；0558——65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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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8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90 
序号：15 
姓名: 李涛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同阳西路，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副院长李涛：13956751182 办 0558——6403103 家 0558——651262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9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91 
序号：16 
姓名: 杨志刚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同阳西路，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副院长杨志刚：13505675288 办 0558——6403103 家 0558——651953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9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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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892 
序号：17 
姓名: 杨晓辉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同阳西路，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副院长杨晓辉：13966821618 办 0558——64031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9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93 
序号：18 
姓名: 潘登 
职务: 纪检组长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同阳西路，邮编：236400。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纪检组长潘登 13500593899 办 0558——6403388 家 0558——651465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9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1894 
序号：19 
姓名: 王辉 (1) 
职务: 党组成员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邮编：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同阳西路，邮编：2364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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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of 69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安徽省临泉县法院： 
党组成员王辉 13295686663 办 0558——6403377 家 0558——65282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9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章兰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1 

  
编号: 32171 
序号：20 
姓名: 赵甄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西路 448 号 
电话：05512831910, 282638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绑架法轮功学员王剑英、彭玉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9 

  
编号: 32172 
序号：21 
姓名: 郑刚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西路 448 号 
电话：05512831910, 2826384 
郑刚: 5522717,  55221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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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绑架法轮功学员王剑英、彭玉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9 

  
编号: 32173 
序号：22 
姓名: 程超 
职务: 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益民街道电话 党政办 联系电话：2612109 2673047（传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绑架法轮功学员王剑英、彭玉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9 

  
编号: 32174 
序号：23 
姓名: 丁家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合肥五里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陈村路 11 号, China  
电话：+86 551 269 36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7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绑架法轮功学员王剑英、彭玉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9 

  
编号: 32191 
序号：24 
姓名: 张国柱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共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委政法委员会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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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36400 
电话：0558-651275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2 
序号：25 
姓名: 任亚民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 邮编：
236400 
电话：0558-6515267、 0558-3182544、0558-6512405 转 4646 传真：0558-6512405 转 4634、4635 
Email: linquangongan@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3 
序号：26 
姓名: 王民强 
职务: 政委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 邮编：
236400 
电话：0558-6515267、 0558-3182544、0558-6512405 转 4646 传真：0558-6512405 转 4634、4635 
Email: linquangongan@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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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4 
序号：27 
姓名: 高杰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 邮编：
236400 
电话：0558-6515267、 0558-3182544、0558-6512405 转 4646 传真：0558-6512405 转 4634、4635 
Email: linquangongan@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5 
序号：28 
姓名: 黄宗勤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 邮编：
236400 
黄宗勤电话：13966583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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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196 
序号：29 
姓名: 张磊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 邮编：
236400 
张磊电话：0558-1317008881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7 
序号：30 
姓名: 孙勇 (1)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老集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老集镇派出所 邮编：236400 
电话：0558-650166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8 
序号：31 
姓名: 吴和安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宝丰劳教所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周王镇宝丰 邮编：242061 
电话：0563--528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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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199 
序号：32 
姓名: 方煜文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宝丰劳教所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周王镇宝丰 邮编：242061 
电话：0563--528004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9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宣城市宝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34 

  
编号: 32430 
序号：33 
姓名: 张卫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安徽省宿州第三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电话：0557-3060631  0557-3033003  办公室 0557-3040379  监管监区办公室 0557-306093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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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431 
序号：34 
姓名: 李泽爱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精神病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西路 316 号  邮编：230022 
电话：0551-3636082  0551-3644522（院办）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2 
序号：35 
姓名: 李晓驷 
职务: 院长助理（院“610”负责人）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精神病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西路 316 号  邮编：230022 
电话：0551-3636082  0551-3644522（院办）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3 
序号：36 
姓名: 李琬 
职务: 主治医生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精神病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西路 316 号  邮编：230022 
电话：0551-3636082  0551-3644522（院办）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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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4 
序号：37 
姓名: 桑莲花 
职务: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电话：办公室 0551-5312701  0551-5313254  书记 0551-5315700  所长 0551-5315739  一大队：0551-
5310305  二大队：0551-5310308  三大队：0551-53213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5 
序号：38 
姓名: 潘磊 
职务: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电话：办公室 0551-5312701  0551-5313254  书记 0551-5315700  所长 0551-5315739  一大队：0551-
5310305  二大队：0551-5310308  三大队：0551-53213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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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436 
序号：39 
姓名: 吴家桂 
职务: 院长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建筑工业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 292 号  邮编：230601 
电话︰总机 0551-3525022  0551-3828012 
院长书记吴家桂：0551-3525022 转 3005  办 0551-3516763  宅 0551-287438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7 
序号：40 
姓名: 夏鹭平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安徽省建筑工业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 292 号  邮编：230601 
电话︰总机 0551-3525022  0551-3828012 
副院长夏鹭平： 0551-3525022 转 3010  办 0551-3523501  宅 0551-35100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8 
序号：41 
姓名: 吕长为 
职务: 保卫处长 
单位: 安徽省建筑工业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 292 号  邮编：230601 
电话︰总机 0551-3525022  0551-382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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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长吕长为：0551-3525022 转 304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39 
序号：42 
姓名: 洪厚来 
职务: 保卫处科长 
单位: 安徽省建筑工业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 292 号  邮编：230601 
电话︰总机 0551-3525022  0551-3828012 
保卫处科长洪厚来：0551-3525022 转 304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3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40 
序号：43 
姓名: 王士明 
职务: 纪检委负责人 
单位: 安徽省建筑工业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 292 号  邮编：230601 
电话︰总机 0551-3525022  0551-3828012 
纪检委负责人王士明：0551-3525022 转纪检委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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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2441 
序号：44 
姓名: 王露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公安分局“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485 号  邮编：230041 
电话︰0551-2831950  0551-2831910  0551-2928031  0551-3564964. 
区公安分局 610 头目王露（女，她手上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罪恶累累）：办 0551-2844962 或
0551-2831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晓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29 

  
编号: 33949 
序号：45 
姓名: 周文静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路二号。 
邮编：232007   电话：554-3623421 
国保大队周文静:手机：151566222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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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950 
序号：46 
姓名: 张玉鼎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56 号。 
邮编：232000      电话：554- 33212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1 
序号：47 
姓名: 芮红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广场北路，邮编：232001 
联系电话：0554-6807689 
E-Mail：ahs77103@126.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2 
序号：48 
姓名: 黄菊琴 
职务:  
单位: 安徽省淮南田家庵区前锋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居委会 邮编 232007 
电话：15655423193、0554-2674446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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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3 
序号：49 
姓名: 盛吉洋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石涧湖路，邮政编码：232052 
电话：5677914、检察长室 5672540、起诉科 567253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4 
序号：50 
姓名: 常炎丽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夏郢孜路。 
邮编:232052 电话：554- 5677514  5672795  刑事审判庭：5689500  5679239 
执行庭：554-5672883 
院长常炎丽:  院长室：554-56728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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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955 
序号：51 
姓名: 魏德兰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路东居委会 
大通区政法委。邮编:232033   电话：554-25166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6 
序号：52 
姓名: 金淮利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民主路 
邮编:232000      电话：554-2516724 
国保大队长金淮利:手机：139055408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7 
序号：53 
姓名: 刘洪锦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洛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 
邮编：232000   电话：554- 36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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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刘洪锦:手机：159554683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8 
序号：54 
姓名: 刘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大南路 邮编：232033 
电话： 0554 2519358, 传真： 25193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编号: 33959 
序号：55 
姓名: 王林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转盘街。 
邮编：232000 , 电话：554- 25176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5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爱华、陆敬军、朱磊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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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514 
序号：56 
姓名: 王玉成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学院南路 86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6665955  传真 0554-6611200 
原任政法委书记王玉成：办 0554-6665979  0554-6678770  宅 0554- 664238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15 
序号：57 
姓名: 王光社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路 97 号  邮编：232000 
电话：0554-6611411  0554-6657974 
市局国保大队王光社：办 0554-661109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16 
序号：58 
姓名: 冯建国 
职务: 国保支队长（已退休）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路 97 号  邮编：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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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4-6611411  0554-665797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17 
序号：59 
姓名: 苗洪民 
职务: 政保处副处长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中路 97 号  邮编：232000 
电话：0554-6611411  0554-6657974 
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苗洪民：办 0554-66110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18 
序号：60 
姓名: 胡传军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28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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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19 
序号：61 
姓名: 苗怀举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宣传部副部长兼区文明办主任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28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20 
序号：62 
姓名: 高风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女，已调离）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28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21 
序号：63 
姓名: 张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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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已调离）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28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2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22 
序号：64 
姓名: 许斌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已调离）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28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2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4523 
序号：65 
姓名: 赵磊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路  邮编：232007 
电话：（区分局）0554-3623421 
国保大队警察赵磊 ：13905546233  0554-36231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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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13 

  
编号: 35978 
序号：66 
姓名: 王双虎 
职务: 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义安北路  邮编：244000 
电话：0562-2833022 
市政法委主任王双虎：13856201745  住 铜陵市园林新村 109X3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编号: 35979 
序号：67 
姓名: 邹河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义安北路  邮编：244000 
电话：0562-2833022 
市政法委书记邹河(原任)：1396523308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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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980 
序号：68 
姓名: 张庆源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县城关镇 城西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4804 
县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张庆源：0562-8819331  0562-2212088 1370562237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5981 
序号：69 
姓名: 洪炜 
职务: 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铜陵县城关镇城西  邮编：244100 
电话：（县政法委）0562-8814804  “610”办 0562-8815040 
县“610”主任洪炜：办 0562-8815040  宅 0562-8811322  13956241011  1386651789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5982 
序号：70 
姓名: 王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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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党委书记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南湖路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4821  国保大队值班 137056285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编号: 35983 
序号：71 
姓名: 荣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原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南湖路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4821  国保大队值班 13705628503 
原国保大队长荣军：13866500781  0562-8826672  宅 0562-2627591 13856256757 住 铜陵市天井湖公

园对面小区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5984 
序号：72 
姓名: 施洪升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南湖路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4821  国保大队值班 1370562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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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施洪升：1396520394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编号: 35985 
序号：73 
姓名: 王荣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南湖路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4821  国保大队值班 13705628503 
国保大队警察王荣：1322924852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编号: 35986 
序号：74 
姓名: 凌明 
职务: 主任（原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县城东路  邮编：244100 
电话：办公室 0562-8811485  主任室 0562-881057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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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987 
序号：75 
姓名: 王敏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市义安路 61 号邮编：244000 
电话：2832619 
传真：283599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编号: 35988 
序号：76 
姓名: 王欣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县人民北路 46 号.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081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编号: 35989 
序号：77 
姓名: 储杨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南湖路，邮政编码：244100 
电话：0562-8810666, 检察长储杨电话：  0562-88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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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8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瑜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77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8681 
序号：78 
姓名: 左学和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295 号  邮编: 230041 
电话: 0551-2648354   办公室 0551-65699394 
区政法委书记左学和（原检察长）： 1360551842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38682 
序号：79 
姓名: 李昌文 
职务: 副书记兼区综治办主任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295 号  邮编: 230041 
电话: 0551-2648354   办公室 0551-65699394 
区政法委副书记兼庐阳区综治办主任李昌文：宅 0551-65551928  1385609241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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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4 of 69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38683 
序号：80 
姓名: 孙勇 (2)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478 号  邮编: 230061 
电话: 0551-2826384 
区公安局局长孙勇：办 0551-62831901 139056975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38684 
序号：81 
姓名: 张胜勇 
职务: 维稳办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 287 号  邮编：230041 
电话: 0551-5699392 0551-5699395 
区维稳办副主任张胜勇：0551-65699395 189196822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38685 
序号：82 
姓名: 晏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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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 (原合肥市中市区人民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北二环砀山路 699 号（09 年迁入）  邮编: 230041 
电话: 0551-63503361 
检察长晏维友：0551-63503301  1395518910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38686 
序号：83 
姓名: 陶霞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沿河路 111 号  邮编: 230041 
电话: 0551-5352887  0551-5522780-8304 
区法院院长陶霞: 办 0551-65352888  宅 0551-62780367  1396667986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瑞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0 

  
编号: 39752 
序号：84 
姓名: 陆东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 址：城关镇人民北路政法大院内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  邮编：244000 电

话：  0562-8814804                                                                                         
政法委书记陆东电话：  0562-8819330，1390562949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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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53 
序号：85 
姓名: 钟显中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 址：城关镇人民北路政法大院内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  邮编：244000 电

话：  0562-8814804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钟显中电话：0562-8827500，0562-8811849，1370562552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54 
序号：86 
姓名: 曹振文 
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 址：城关镇人民北路政法大院内安徽省铜陵县政法委  邮编：244000 电

话：  0562-8814804                                                                                         
综治办副主任曹振文电话：0562-8814804，0562-8815665，139652309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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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755 
序号：87 
姓名: 王成龙 
职务: 公安局长、党委书记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县公安局  邮编：244000   
电话：0562-8814821 
国保大队：0562-8810764，0562-8810778 转 4054                                                                                         
铜陵县公安局长、党委书记王成龙电话：0562-8814049，0562-5815156，139562362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56 
序号：88 
姓名: 杨林友 
职务: 政委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县公安局  邮编：244000   
电话：0562-8814821 
国保大队：0562-8810764，0562-8810778 转 4054                                                                                         
政委杨林友电话：   0562-8810762，0562-8815955，1390562040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57 
序号：89 
姓名: 王为民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天门镇新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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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铜陵县天门镇新民村委书记王为民电话：手机 138665176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58 
序号：90 
姓名: 李永青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天门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 址：铜陵县天门镇派出所朱村  邮编：244152 电 话：0562-8311145，
5628751271                                                                                                                                                          
                                                                                                                           所长李永青电话：手机
138562712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59 
序号：91 
姓名: 吴良斯 
职务: 铜陵县委书记、人大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人民北路 18 号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3916 
铜陵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吴良斯，0562-8811211，13856280008，13355620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5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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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0 
序号：92 
姓名: 林育松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县公安局  邮编：244000   
电话：0562-8814821 
副局长：林育松，0562-8810769，0562-8813053，138656287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1 
序号：93 
姓名: 施发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县公安局  邮编：244000   
电话：0562-8814821 
副局长：施发文，0562-8810758，0562-8812832，136056262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2 
序号：94 
姓名: 崔前托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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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0 of 69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铜陵县公安局  邮编：244000   
电话：0562-8814821 
副局长：崔前托，0562-8810760，0562-8820589，139056277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3 
序号：95 
姓名: 焦其寿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民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环城南路  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0666 
副检察长焦其寿（分管公诉科、监所科）电话：0562-881070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4 
序号：96 
姓名: 胡光辉 
职务: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民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环城南路  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0666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胡光辉电话：0562-88107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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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5 
序号：97 
姓名: 陈小田 
职务: 党组书记、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人民北路 18 号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39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6 
序号：98 
姓名: 蔡长兴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人民北路 18 号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39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7 
序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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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孙祝宪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人民北路 18 号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39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39768 
序号：100 
姓名: 胡洪翔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铜陵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城关镇人民北路 18 号邮编： 244100 
电话：0562-88139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6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善培、管宏友、裴学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1 

  
编号: 40004 
序号：101 
姓名: 饶培康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宣城城西路 33 号中共宁国市委政法委员会 
邮编：242300  
电话： 0563-4022266 0563-4061679 
市政法委书记饶培康 电话：书记室：0563- 4027641  副书记室：0563- 4036627（手机）1380563305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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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3 of 69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0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05 
序号：102 
姓名: 张兵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宣城城西路 33 号中共宁国市委政法委员会 
邮编：242300  
电话： 0563-4022266 0563-406167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0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06 
序号：103 
姓名: 张向阳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 原任)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宣城城西路 33 号中共宁国市委政法委员会 
邮编：242300  
电话： 0563-4022266 0563-4061679 
原宁国市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张向阳电话：13905638502 宅：0563-4021806，0563-4025906（有重名）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0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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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007 
序号：104 
姓名: 程绍海 
职务: 政法委办公室主任、“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宣城城西路 33 号中共宁国市委政法委员会 
邮编：242300  
电话： 0563-4022266 0563-4061679 
六一零办副主任程绍海电话：13956588855（手机）0563-4022789 转 3529（610 办公室）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08 
序号：105 
姓名: 喻祥 
职务: 国保科副科长、反邪教大队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国保科  邮编： 
电话： 0563-4022789  0563-4022757  0563-4022385 
国保科（城南路）：0563-4022789-3528 
大队长喻祥电话： 138056266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09 
序号：106 
姓名: 甄立志 
职务: 国保科科长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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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国保科  邮编： 
电话： 0563-4022789  0563-4022757  0563-4022385 
国保科（城南路）：0563-4022789-3528 
原国保科科长甄立志电话：13805633699 宅 0563-40250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10 
序号：107 
姓名: 郑晓哲 
职务: 公安监察大队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公安局国保科  邮编： 
电话： 0563-4022789  0563-4022757  0563-4022385 
国保科（城南路）：0563-4022789-3528 
大队长郑晓哲电话：      13805626662 宅 0563-40246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11 
序号：108 
姓名: 孙正东 
职务: 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市人大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津北, 邮编： 242300  
电话：0563-4061659 
安徽省宁国市人大常委会                                                         
地址：宁国市人大常委会宁国市津北邮编：2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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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63-406167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12 
序号：109 
姓名: 吴小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津河西路宁国市宁城北路 邮编：242300 
电话： 0563-40227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编号: 40013 
序号：110 
姓名: 吕雪峰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宁国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宁阳西路 83 号邮编：242300 
电话：0563-402208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宁国市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向阳、程绍海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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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954 
序号：111 
姓名: 田淮武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六安市委办公室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行政中心 1 号楼 
邮编：237001 
联系电话：0564-33791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55 
序号：112 
姓名: 许刚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梅山南路 
邮编：237000 
电话：0564-3378000, 0564-337804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56 
序号：113 
姓名: 沈宪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人民路 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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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37002 
电话：(0564)3327912  办公室 3379319 政治处 3379308 
http://www.lassfj.gov.cn/zcjg/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5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57 
序号：114 
姓名: 时代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路 (与 312 国道交叉口) 
邮编：237006 
电话： (0564)3311412 
http://www.lafy.gov.cn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5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58 
序号：115 
姓名: 徐波 
职务: 立案庭庭长 
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路 (与 312 国道交叉口) 
邮编：237006 
电话： (0564)3311412 
http://www.lafy.gov.cn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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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5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59 
序号：116 
姓名: 高孝忠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寿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寿县寿春镇红星 
邮编：232200 
电话： 0564-402237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5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0 
序号：117 
姓名: 王元红 
职务: 局长、党委书记 
单位: 安徽省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寿县寿春镇东大街 91 号 
邮编：237000 
电话: 0564-4025991 
http://lasx.ahga.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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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961 
序号：118 
姓名: 陈龙战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寿县寿春镇东大街 91 号 
邮编：237000 
电话: 0564-4025991 
http://lasx.ahga.gov.cn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2 
序号：119 
姓名: 刘心田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安徽省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寿县寿春镇东大街 91 号 
邮编：237000 
电话: 0564-4025991 
http://lasx.ahga.gov.cn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3 
序号：120 
姓名: 李家元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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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安徽省寿县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司法局 
邮编：2322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4 
序号：121 
姓名: 洪晋生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寿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寿县通淝路与紫金路交叉口 
邮编：232200 
办公室电话：0564-402246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5 
序号：122 
姓名: 徐家才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安徽省寿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寿县通淝路与紫金路交叉口 
邮编：232200 
办公室电话：0564-402246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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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6 
序号：123 
姓名: 汤多元 
职务: 法官 
单位: 安徽省寿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寿县通淝路与紫金路交叉口 
邮编：232200 
办公室电话：0564-402246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7 
序号：124 
姓名: 张文波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寿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寿县县委大院 
邮编: 232200 
电话: 0564-4027271 
传真: 0564-403127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8 
序号：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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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覃冰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安徽省寿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寿县县委大院 
邮编: 232200 
电话: 0564-4027271 
传真: 0564-403127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69 
序号：126 
姓名: 高峰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寿县中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南门外新城区 
邮编：232200 
电话: (0564)402258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6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1970 
序号：127 
姓名: 李来仁 
职务: 人员 
单位: 安徽省寿县双桥镇司法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寿县双桥镇双桥街道 
邮编：23229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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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7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天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21 

  
编号: 42199 
序号：128 
姓名: 陈春宇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巢湖中路 401 号 
邮编: 238000 
电话: 湖市党委书记局长：陈春宇 0565-2610001 1330565008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9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0 
序号：129 
姓名: 尹小奇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巢湖中路 401 号 
邮编: 238000 
电话: 巢湖市国保支队队长：尹小奇 办公室 0565-2610071 宅 0565-2366287 1390565538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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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201 
序号：130 
姓名: 刘庆年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巢湖中路 401 号 
邮编: 238000 
电话: 副支队长：刘庆年 0565-2610138 138056577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2 
序号：131 
姓名: 许才辉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安徽省居巢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巢湖居巢区政法委：许才辉 办公电话：0565-262924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3 
序号：132 
姓名: 戴尉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居巢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党委委员副局长居巢分局局长：戴尉华 0565-2610006 13856510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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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4 
序号：133 
姓名: 郎登山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居巢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巢湖市居巢区国保大队大队长：郎登山 0565-2636817 宅电：0565-2635018 
135056500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5 
序号：134 
姓名: 赵云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安徽省居巢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巢湖市居巢区国保大队教导员：赵云 1395667727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6 
序号：135 
姓名: 吴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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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居巢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巢湖市居巢区国保大队：吴松 0565-2636815 宅电：2325987 1360565229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7 
序号：136 
姓名: 臧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看守所 
邮编: 238000 
电话: 0565-2313012 
看守所所长臧平：0565-2393611 宅电 0565-2117511 138056568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8 
序号：137 
姓名: 梁艳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安徽省巢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看守所 
邮编: 238000 
电话: 0565-2313012 
副主任科员：梁艳 0565-2313012 1385650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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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209 
序号：138 
姓名: 王根新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散兵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散兵派出所所长王根新：0565-8381932 136056595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2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必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9 

  
编号: 42344 
序号：139 
姓名: 王善国 
职务: 主任（洗脑班负责人）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蚌埠市委政法委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市区胜利中路 21 号，邮政编码：
233000 
王善国：办公室电话：3118557 住宅电话：4076678 手机：13605523676 
蚌埠市“洗脑班”。（蚌埠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招待所）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燕山路 1155 号  邮编： 233010 
电话：（学院招待所）0552-4677578 
蚌埠市 610 负责人、反 x 办主任王善国：13605523676  宅 0552-4076678  办 0552-3118557 
（王善国以前在此服过役，现此招待所已承包给私人并提供场所供王善国办洗脑班）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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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怀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摄醇、王宏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3 

  
编号: 42345 
序号：140 
姓名: 金梅 
职务: 书记 
单位: 安徽省怀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怀远县城关镇禹王路  邮编：233400 
电话：0552801135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怀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摄醇、王宏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3 

  
编号: 42346 
序号：141 
姓名: 邱鹏 
职务: 主任 
单位: 安徽省怀远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安徽省怀远县城关镇禹王路  邮编：233400 
电话：05528011356 
县“610”主任邱鹏：1380552116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怀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摄醇、王宏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3 

  
编号: 42347 
序号：142 
姓名: 杨昆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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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安徽省怀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禹王中路  邮编：233400 
电话：0552-80113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怀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摄醇、王宏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3 

  
编号: 42348 
序号：143 
姓名: 王宜农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怀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禹王中路  邮编：233400 
电话：0552-8011360 
国保大队长王宜农：13605668765  办 0552-802712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怀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摄醇、王宏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3 

  
编号: 42349 
序号：144 
姓名: 隋学兵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第二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燕山路 662 号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41113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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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怀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摄醇、王宏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43 

  
编号: 42425 
序号：145 
姓名: 余勇 
职务: 刑庭副庭长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市辖区珠城路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30115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2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7 

  
编号: 42426 
序号：146 
姓名: 吴部昌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新淮路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30196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2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7 

  
编号: 42427 
序号：147 
姓名: 闻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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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新淮路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30196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2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7 

  
编号: 42428 
序号：148 
姓名: 武波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新淮路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30196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2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7 

  
编号: 42429 
序号：149 
姓名: 江海兰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新淮路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30196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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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2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7 

  
编号: 42430 
序号：150 
姓名: 彭艳 
职务: 助理审判员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新淮路 
邮编：233000 
电话： 0552-30196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3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7 

  
编号: 42536 
序号：151 
姓名: 程飞龙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砖集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砖集镇  邮编：236512 
电话：0558-4071118 
乡派出所指导员程飞龙：1395678980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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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537 
序号：152 
姓名: 黄东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砖集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砖集镇  邮编：236512 
电话：0558-4071118 
副所长黄东林：159056896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538 
序号：153 
姓名: 宋国光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界光路  邮编：236501 单；236502 双 
电话：（市看守所）0558-4841770 转  （拘留所）电子邮件 jssgajjls@126.com 
市拘留所所长宋国光：137056820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539 
序号：154 
姓名: 王之良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界光路  邮编：236501 单；236502 双 
电话：（市看守所）0558-4841770 转  （拘留所）电子邮件 jssgajjl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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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王之良：151781145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540 
序号：155 
姓名: 肖琳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界光路  邮编：236501 单；236502 双 
电话：（市看守所）0558-4841770 转  （拘留所）电子邮件 jssgajjls@126.com 
警察肖琳：139657290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4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541 
序号：156 
姓名: 戚怀民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南二环路（亦称一道河路）中段  邮编：236032 
电话：0558-2177711  刑二庭庭长 0558-2198535  0558-21985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4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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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542 
序号：157 
姓名: 卢国峰 
职务: 刑二庭法官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南二环路（亦称一道河路）中段  邮编：236032 
电话：0558-2177711  刑二庭庭长 0558-2198535  0558-2198536 
刑二庭法官卢国峰：130955812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4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543 
序号：158 
姓名: 朱长虹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界首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界首市中原东路 邮编： 236500 
电话：558- 488 344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4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翠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35 

  
编号: 42749 
序号：159 
姓名: 丁芙蓉 
职务: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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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安徽省委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9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0 
序号：160 
姓名: 常辉 
职务: 处长 
单位: 安徽省委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0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1 
序号：161 
姓名: 孙云 
职务: 调研员 
单位: 安徽省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1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2 
序号：162 
姓名: 余永东 
职务: 督导处副处长，处长 
单位: 安徽省委政法委综治办，省委防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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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2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3 
序号：163 
姓名: 时侠联 
职务: 主任 (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安徽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3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4 
序号：164 
姓名: 马军 
职务: 专职副主任 
单位: 安徽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4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5 
序号：165 
姓名: 王会杰 
职务: 综合处副处长 
单位: 安徽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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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5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6 
序号：166 
姓名: 郑重 
职务: 综合处处长 
单位: 安徽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551-26429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6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7 
序号：167 
姓名: 葛瑞冬 
职务: 综合科副调研员 
单位: 安徽省委防范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长江中路 39 号 
邮编：230001    
电话：2609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7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