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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编号: 65749 

序号：1 

姓名: 韦三保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610 办）主任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防范办 610 办)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一道河中路 209 号 邮

编：236032 

电话：(市政法委 防范办 610 办)书记办 0558-2182130 610 主任办 0558-2181679  

  

单位系统:“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0 

序号：2 

姓名: 赵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临泉县解放北大街人民巷 2 号 邮编：
236400 

电话：(县政法委 610 办)0558-6512757 

县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赵建：0558-6583622 

单位系统:“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1 

序号：3 

姓名: 水灵 

职务: 党委成员 (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前进西路 66 号 邮编：2364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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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8-6512268 0558-6512405 0558-6512477 

(国保大队)0558-6514689 

值班 0558-6512405-4666   

传真 0558-6512405 

临泉县公安局党委成员水灵(分管国保大队)：宅 6519330 住 临泉县王路庄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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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5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2 

序号：4 

姓名: 王勇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北关派出所 (原解放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港口路 166 号 邮编：236400 

电话：0558-65133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3 

序号：5 

姓名: 孙珂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杨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镇 001 乡道 邮编：236407 

电话：0558-6360019     

所长孙珂：131955819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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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5754 

序号：6 

姓名: 丁磊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关庙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关庙镇  邮编：236426 

电话：0558-6140815 

所长丁磊：1395675604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5 

序号：7 

姓名: 刘勇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谢集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谢集乡 附近 邮编：236411 

电话： 0558-63209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6 

序号：8 

姓名: 张杰 (1)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东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四化路 邮编：是 236400 

电话：0558-65124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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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7 

序号：9 

姓名: 段传亮 

职务: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土坡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土坡乡 邮编：2364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8 

序号：10 

姓名: 徐海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新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关镇 邮编：236400 

电话：0558-6409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59 

序号：11 

姓名: 张杰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阜王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一道河中路 邮编：236032 

电话：0558-2179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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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60 

序号：12 

姓名: 吴萧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关镇前进路 66 号 邮编：236400 

电话：0558-6512405 转 4646 转拘留所 传真 6537820 转拘留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6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5761 

序号：13 

姓名: 郝杰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东路 702 号 邮编：236036 

电话：(市公安局)0558-2265212 转市局拘留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非法抓捕 26 名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编号: 66082 

序号：14 

姓名: 朱煜 

职务: 书记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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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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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51-2648354 办公室 0551-65699394 

原区政法委书记朱煜: 5699397 宅 4482364 1395608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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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8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朱维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编号: 66083 

序号：15 

姓名: 林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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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12831910 282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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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8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朱维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编号: 66084 

序号：16 

姓名: 许明权 

职务: 院长（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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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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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8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朱维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编号: 66085 

序号：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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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孙秀丽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安徽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 邮编：231131 

电话：(刑罚执行科)0551-63720069 

(纪委检查室) 0551-637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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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8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朱维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编号: 66086 

序号：18 

姓名: 刘祥玲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安徽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 邮编：231131 

电话：(刑罚执行科)0551-63720069 

(纪委检查室) 0551-637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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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8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朱维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编号: 67607 

序号：19 

姓名: 杨海根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853 

副书记杨海根：0553-68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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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0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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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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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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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08 

序号：20 

姓名: 张天柱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112-114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6 

县公安局局长张天柱：0553-68298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09 

序号：21 

姓名: 朱依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112-114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6 

国保大队警察朱依林：1595533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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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0 

序号：22 

姓名: 权循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112-114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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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警察权循华：1386638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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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1 

序号：23 

姓名: 奚南海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112-114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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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2 

序号：24 

姓名: 陈邦峰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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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3 

序号：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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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丽莉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35 

公诉人徐丽莉：1894951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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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4 

序号：26 

姓名: 胡丹凌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7 0553-6828593  刑庭 0553-68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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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5 

序号：27 

姓名: 梅根慧 

职务: 审判长, 刑庭庭长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7 0553-6828593  刑庭 0553-6828830 

南陵县法院审判长梅根慧（男 刑庭庭长）：刑庭 0553-68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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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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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6 

序号：28 

姓名: 李林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7 0553-6828593  刑庭 0553-68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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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7 

序号：29 

姓名: 杨秀丽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7 0553-6828593  刑庭 0553-68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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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8 

序号：30 

姓名: 林先宏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路  邮编：241300 

电话：0553-6823357 0553-6828593  刑庭 0553-68288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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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林先宏：0553-68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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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1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19 

序号：31 

姓名: 单建国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监所管理站训基地看守所 邮编：241300 

电话：办 0553-8371365  

市看守所所长单建国：13805537818  办 0553-83713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编号: 67620 

序号：32 

姓名: 胡小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安徽省芜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监所管理站训基地看守所 邮编：241300 

电话：办 0553-83713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晓华、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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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953 

序号：33 

姓名: 王瑞峰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府）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公安街  邮编：244100   

电话：办公室 0562-8811482 

地址：（县公安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南湖路 39 号  邮编：244100   

电话： 0562-8814821 8814833  国保大队 8810764  8810778 转 4054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5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潘长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25 

  

编号: 67954 

序号：34 

姓名: 胡锦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城南路 邮编：244100 

电话：0562-88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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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潘长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25 

  

编号: 68768 

序号：35 

姓名: 李继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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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临泉县前进中路 66 号  邮

编:236400 

电话: （县公安局）0558-6512268  0558-6512405  0558-6512477 

值班 0558-6512405-4666  传真 0558-6512405 

(国保大队)0558-6514689 

国保大队警察李继轩（李继宣）：宅 05586510675 138558232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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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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6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编号: 68769 

序号：36 

姓名: 赵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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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临泉县前进中路 66 号  邮

编:236400 

电话: （县公安局）0558-6512268  0558-6512405  0558-6512477 

值班 0558-6512405-4666  传真 0558-6512405 

(国保大队)0558-6514689 

国保大队警察赵华忠：1350566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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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6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编号: 68770 

序号：37 

姓名: 陆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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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临泉县前进中路 66 号  邮

编:236400 

电话: （县公安局）0558-6512268  0558-6512405  0558-6512477 

值班 0558-6512405-4666  传真 0558-6512405 

(国保大队)0558-6514689 

国保大队警察陆迎超：13956709156 558228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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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7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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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编号: 68771 

序号：38 

姓名: 胡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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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公安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临泉县前进中路 66 号  邮

编:236400 

电话: （县公安局）0558-6512268  0558-6512405  0558-6512477 

值班 0558-6512405-4666  传真 0558-6512405 

(国保大队)0558-6514689 

国保大队警察胡春生：138662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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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7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编号: 68772 

序号：39 

姓名: 赵健 

职务: 主任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政务新区  邮编:236400   

电话:（县政法委）0558-6512757 

（县 610 办）0558-6583622 0558-6583628 

临泉县“610 办公室”主任赵健：0558-658362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编号: 68773 

序号：40 

姓名: 沈克让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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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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职务: 校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高塘乡杨庙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高塘乡杨庙村  邮编: 236410   

杨庙中学校长沈克让：18955811106 13955835406  

单位系统:教育；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编号: 68774 

序号：41 

姓名: 李贺彩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高塘乡杨庙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高塘乡杨庙村  邮编: 236410   

杨庙中学副校长李贺彩：15955875967 

单位系统:教育；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7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张磊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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