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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编号: 66761 

序号：1 

姓名: 张叶飞 

职务: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4 号 邮编：214002 

(市公安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8 号 邮编：214002 

电话：(市政法委）0510-82706193 

(市 610 办）0510-82750091 

(市公安局）0510-82222941 (0510)82705678 0510-82222138 电子邮箱：wxga_bgswgk@163.com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张叶飞（男，汉族，1966 年 11 月生，江苏江阴人，1986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3 年 4 月加入中共，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2 

序号：2 

姓名: 盛卫中 (2)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委“610 办公室”、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4 号  邮编：214001 

电话：（市委 610 办）0510-82750091 

市“610”办公室主任盛卫中：（男，1968 年生，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2011 年 3 月起任无锡市委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系统:“610”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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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763 

序号：3 

姓名: 韩民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澄江镇澄江中路 110 号 邮编：214431 

电话：(市公安局) 0510-868260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4 

序号：4 

姓名: 张爱军 

职务: “610办公室” 成员、国保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澄江镇澄江中路 110 号 邮编：214431 

电话：(市公安局) 0510-86826060 

市“610 办公室” 成员、国保警察张爱军：13585069693 

单位系统:“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5 

序号：5 

姓名: 单洪忠 

职务: “610办公室” 成员、国保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澄江镇澄江中路 110 号 邮编：214431 

电话：(市公安局) 0510-86826060 

市“610 办公室” 成员、国保警察单洪忠：13961670003 

单位系统:“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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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6 

序号：6 

姓名: 龚振东 

职务: “610办公室” 成员、国保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澄江镇澄江中路 110 号 邮编：214431 

电话：(市公安局) 0510-86826060 

市“610 办公室” 成员、国保警察龚振东：1391520802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7 

序号：7 

姓名: 黄明龙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泾镇 邮编：214411 

电话：0510-63050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8 

序号：8 

姓名: 蔡国云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泾镇 邮编：214411 

电话：0510-6305076 

警察蔡国云：15161618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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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69 

序号：9 

姓名: 车甫星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泾镇 邮编：214411 

电话：0510-63050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编号: 66770 

序号：10 

姓名: 严加进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陆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原陆桥派出所，现称华西派出所 (2012 年 12 月，原陆桥派出所

辖区整体并入华西派出所)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陆东大街 59 号 邮编：214425 

电话：0510-86371110  0510-86202139 

陆桥华西派出所指导员严加进：137712923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江阴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梅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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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051 

序号：11 

姓名: 肖宁建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洪公祠 1 号 邮编:210005 

电话: (市公安局) 025-84420114 025-84421982 办公室/传真 025-84420050 

025-84420509 025-84420005 025-83355888 (国保大队)025-86015780 025-84420854 

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肖宁建 (男，四十多岁，南京市公安局一处国保大队大队长，市“六一零”骨干) : 

13951647329 办 025-86015780 025-8442085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67052 

序号：12 

姓名: 嵇艳霞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29-1 号  邮编:210022 

电话：(区分局)025-84421214 (区国保大队)025-83355888-172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3 

序号：13 

姓名: 刘建春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29-1 号  邮编:210022 

电话：(区分局)025-84421214 (区国保大队)025-83355888-172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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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长刘建春: 1891386620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4 

序号：14 

姓名: 沈晓华 (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29-1 号  邮编:210022 

电话：(区分局)025-84421214 (区国保大队)025-83355888-17212 

国保大队警察沈晓华：1385199147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5 

序号：15 

姓名: 林相国 

职务: 成员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 1 号 邮编:210022 

电话：(区 610 办) 025-84556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6 

序号：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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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冯新国 

职务: 成员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 1 号 邮编:210022 

电话：(区 610 办) 025-84556610 

区“610”办公室成员冯新国：13072563099 025-8088957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7 

序号：17 

姓名: 任玉萍 

职务: 成员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 1 号 邮编:210022 

电话：(区 610 办) 025-84556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8 

序号：18 

姓名: 高洪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北村 50 号 邮编: 210016 

电话：025-84604801 025-84427268 025-844212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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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59 

序号：19 

姓名: 潘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北村 50 号 邮编: 210016 

电话：025-84604801 025-84427268 025-844212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60 

序号：20 

姓名: 袁德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北村 50 号 邮编: 210016 

电话：025-84604801 025-84427268 025-844212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61 

序号：21 

姓名: 邹建国 

职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瑞金路街道工委书记）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210016 

电话：025-846855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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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62 

序号：22 

姓名: 刘敏 

职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瑞金路街道政法委书记）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210016 

电话：025-846855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63 

序号：23 

姓名: 孙永江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210016 

电话：025-846855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64 

序号：24 

姓名: 孔小柱 

职务: “610办公室”干事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瑞金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2100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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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5-846855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065 

序号：25 

姓名: 秦玲 

职务: 三大队警察 

单位: 江苏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句容市石山头 句容市二四二信箱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212424 

电话︰0511-87706301 0511-87706336 0511-87201159 0511-87707100 

管理处 0511-87707013 0511-87707008 

三大队 0511-7707305 7707307 7707013 7707008 

三大队警察秦玲(三大队二中队)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三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编号: 67661 

序号：26 

姓名: 钱光杰 

职务: 公安局常委、市纪委派驻市公安局纪律检查组组长（分管连云港市看守所）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9 号 邮编︰222006 

电话: 0518-858190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仲进军、夏正艳、仲崇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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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662 

序号：27 

姓名: 傅成保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建中路 52 号 邮编：222000 

电话：0518-85431052 

政治处：85295503 

办公室：85295512 

刑一庭：85295558 

刑二庭：852955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仲进军、夏正艳、仲崇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编号: 67663 

序号：28 

姓名: 张克晓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龙西南路 31 号 邮编 222023 （2015 年 7 月新

地址） 

电话： 0518-85571511  

邮箱：lyghzqjcy@sina.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仲进军、夏正艳、仲崇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编号: 67664 

序号：29 

姓名: 史伟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分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中大街 65 号 邮编：222023 

电话：0518-80674875 0518-852961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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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总机 0518-5431665 5430096 转 3415 

办公室 0518- 5211047 

值班室 5213251 52134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仲进军、夏正艳、仲崇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编号: 67790 

序号：30 

姓名: 陈静瑜 

职务: 副院长、胸外科主任医师 

单位: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9 

  

编号: 67806 

序号：31 

姓名: 李幼生 

职务: 普通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小肠移植分会会员 

单位: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国际器官移植学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军队；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李幼生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5 

  

编号: 67842 

序号：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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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610”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4 号  邮编：214001 

电话：（市委 610 办）0510-82750091 

市“610”办公室副主任杨军：（男，无锡市委 610 办公室副主任，无锡市委 610 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原任无锡市委 610 办公室秘书处处长，是无锡市委 610 办公室管理层核心骨干）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编号: 67843 

序号：33 

姓名: 姚建峰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8 号 邮编：214001 

电话：（市局 610 办）0510-82222000 国保支队 0510-82737563  

电子邮箱：wxga_bgswgk@163.com 

国保警察姚建峰：0510-82737563 1301360155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编号: 67844 

序号：34 

姓名: 吴伟 (2)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名路 380 号 邮编：214023 

电话：0510-85753808 

原国保警察吴伟：13506171106（一直参与迫害）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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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编号: 67845 

序号：35 

姓名: 胡梁峰 

职务: 警察 (原任)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金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芦庄三区 邮编：214024 

电话：0510-85404191 

原警察胡梁峰：（警号 026347） 13063688787 与迫害）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编号: 67846 

序号：36 

姓名: 何莹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名路 378 号 邮编：214023 

电话：总机 0510-81022822 传真 0510-85760153 控告申诉检察科 0510-8574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编号: 67847 

序号：37 

姓名: 陈靖宇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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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名路 388 号 邮编：214023 

电话：0510-85750873 

原区法院院长陈靖宇：0510-85750873 0510-8222783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无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秀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编号: 68572 

序号：38 

姓名: 赵金龙 (2)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港城大道 180 号        邮

编：215625 

电话：（市公安局）0512-58679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常铮、陆林妹、秦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4 

  

编号: 68573 

序号：39 

姓名: 黄晟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锦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锦花路锦丰镇锦花路 1 号    邮编：215625 

电话： 0512-58560110；值班电话：0512-56758900；监督电话：0512-58562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常铮、陆林妹、秦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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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574 

序号：40 

姓名: 曹军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锦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锦花路锦丰镇锦花路 1 号    邮编：215625 

电话： 0512-58560110；值班电话：0512-56758900；监督电话：0512-58562600 

警察曹军：137732803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常铮、陆林妹、秦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4 

  

编号: 69345 

序号：41 

姓名: 杨小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富春江中路 1 号  邮编：
226400 

电话：(县政法委)办公室 84131099  综治办 84130808  传真 84512596 

联合接访 84131008   国安办 84535968 

县政法委书记杨小军( 男，1976 年 12 月出生，如东县人，大专学历，2000 年 9 月加入中共。2015 年

4 月至现在中共如东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46 

序号：42 

姓名: 季峥嵘 

职务: 县公安局副局长、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富春江中路 1 号  邮编：
2264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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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县政法委)办公室 84131099  综治办 84130808  传真 84512596 

联合接访 84131008   国安办 84535968 

地址：(县公安局)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幸福路  邮编：226400 

电话：(县公安局) 0513-84155000  0513-84163311 

县公安局副局长、县“610 办公室”主任季峥嵘（2016 年 9 月任）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47 

序号：43 

姓名: 程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幸福路  邮编：226400 

电话：0513-84155000  0513-841633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48 

序号：44 

姓名: 孙海林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幸福路  邮编：226400 

电话：0513-84155000  0513-841633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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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349 

序号：45 

姓名: 王建 

职务: 副政委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幸福路  邮编：226400 

电话：0513-84155000  0513-841633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0 

序号：46 

姓名: 徐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幸福路  邮编：226400 

电话：0513-84155000  0513-84163311 

国保大队长徐建华：139216924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1 

序号：47 

姓名: 姚恒肄 

职务: 承办警察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幸福路  邮编：226400 

电话：0513-84155000  0513-84163311 

承办警察姚恒肄：1386278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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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2 

序号：48 

姓名: 袁雪峰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镇  邮编：226422 

电话：0513-841591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3 

序号：49 

姓名: 张冬冬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镇  邮编：226422 

电话：0513-841591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4 

序号：50 

姓名: 张利宽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镇  邮编：2264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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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0513-841591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5 

序号：51 

姓名: 孟亮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镇  邮编：226422 

电话：0513-841591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356 

序号：52 

姓名: 沙小东 

职务: 警长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大豫镇  邮编：226422 

电话：0513-841591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非法抓捕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东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编号: 69561 

序号：53 

姓名: 韦庆涛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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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环城南路西段 3 号  邮编：222100 

电话：值班室 0518-86293000  0518-86288506 

法院审判长韦庆涛：0518-8629309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2 

序号：54 

姓名: 岳仁龙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环城南路西段 3 号  邮编：222100 

电话：值班室 0518-86293000  0518-86288506 

审判员岳仁龙：1365514120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3 

序号：55 

姓名: 樊明声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环城南路西段 3 号  邮编：222100 

电话：值班室 0518-86293000  0518-86288506 

陪审员樊明声(攀明生)：办 0518-8629309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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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4 

序号：56 

姓名: 徐鸣璐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环城南路西段 3 号  邮编：222100 

电话：值班室 0518-86293000  0518-86288506 

书记员徐鸣璐 (徐明路)： 0518-86293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5 

序号：57 

姓名: 贾凡德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城南路 71 号  邮编：222100 

电话：值班室 0518-86285503  0518-86281663  传真 0518-86285033 

公诉科办 0518-289650  0518-86281267 

检察院公诉人贾凡德：办 0518-289650  0518-8628126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6 

序号：58 

姓名: 倪洁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朝阳东路 15 号  邮编：222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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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中级法院)0518-85295214  0518-85295114  (刑事审判第二庭)办公室 0518-85295280 

邮箱 Lygzjfy936@163.com 

市中级法院审判长倪洁：0518-852952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7 

序号：59 

姓名: 齐扬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朝阳东路 15 号  邮编：222006 

电话：(中级法院)0518-85295214  0518-85295114  (刑事审判第二庭)办公室 0518-85295280 

邮箱 Lygzjfy936@163.com 

市中级法院代理审判员齐扬：0518-852952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69568 

序号：60 

姓名: 路锦辉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朝阳东路 15 号  邮编：222006 

电话：(中级法院)0518-85295214  0518-85295114  (刑事审判第二庭)办公室 0518-85295280 

邮箱 Lygzjfy936@163.com 

市中级法院代理审判员路锦辉：0518-852952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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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连云港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张学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编号: 70075 

序号：61 

姓名: 丘明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苏省阜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大街 沿岗路   邮编︰224400 

电话：（县公安局）0515-872128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江苏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亚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编号: 70076 

序号：62 

姓名: 周古伯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苏省阜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大街 沿岗路   邮编︰224400 

电话：（县公安局）0515-872128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江苏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亚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编号: 70077 

序号：63 

姓名: 杨月娥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苏省阜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大街 沿岗路   邮编︰224400 

电话：（县公安局）0515-87212876 

警察杨月娥（女）：1396207770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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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江苏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亚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编号: 70078 

序号：64 

姓名: 沈玉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苏省阜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大街 沿岗路   邮编︰224400 

电话：（县公安局）0515-87212876 

警察沈玉和（沈于河 国保大队长）：18260328660  13390726798  宅 0515-8722467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江苏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亚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编号: 70371 

序号：65 

姓名: 杨青松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分局）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 1149 号  邮编 : 215002 

电话 : （区分局）市局总机 0512-65225661 转姑苏分局  转 79260、79520、791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2 

序号：66 

姓名: 徐清宇 

职务: 院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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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邮编 : 215007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512-68127063  总机 0512-68220949  0512-68552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3 

序号：67 

姓名: 范晓荣 

职务: 法官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邮编 : 215007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512-68127063  总机 0512-68220949  0512-68552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4 

序号：68 

姓名: 刘亚军 

职务: 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邮编 : 215007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512-68127063  总机 0512-68220949  0512-68552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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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375 

序号：69 

姓名: 魏险峰 

职务: 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邮编 : 215007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512-68127063  总机 0512-68220949  0512-68552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6 

序号：70 

姓名: 陈可华 

职务: 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邮编 : 215007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512-68127063  总机 0512-68220949  0512-68552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7 

序号：71 

姓名: 薛国骏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姑苏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江苏省苏州市南环西路 28 号 邮编:215007 

电话:（区检察院） （0512）679568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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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8 

序号：72 

姓名: 张捷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金储街 298 号  金阊新城 1 层  邮

编 :215008 

电话 : （区法院）0512-682929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79 

序号：73 

姓名: 王雷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金储街 298 号  金阊新城 1 层  邮

编 :215008 

电话 : （区法院）0512-682929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380 

序号：74 

姓名: 孔兴国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皮市街道地段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街道办事处）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祥福寺巷（应为：祥符寺巷）24

号  邮编 : 2150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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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0512-72907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8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蒋素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编号: 70984 

序号：75 

姓名: 黄莉新 

职务: 江苏省省委常务副省长, 原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 

单位: 江苏省省委、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68 号 江苏省政府 邮编:210024 

电话: 025-83396047、025-83396049 电话/传真 025-83398111 

电子邮箱：jsxxgk@js.gov.cn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 41 号  南京市委 邮编：210008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4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85 

序号：76 

姓名: 王立科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苏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70 号 省政府大楼 10 楼 48 号 江苏省政

法委      邮编:210024 

电话: 025-87294344  总机 025-83393114  省委组织部 025-8339235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5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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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986 

序号：77 

姓名: 胡士宁 

职务: 公安局副局长、市维稳办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市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公祠 1 号 南京市公安局 邮编:210005 

电话: 办公室 025-84420050、025-84420509、025-84420005、025-83355888 

025-84421982 监督电话：025-84420114 传真：025-844283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87 

序号：78 

姓名: 杨玉琳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 455 号. 玄武区委/政法委 邮编 210018 

电话: 区委 025-83682458 025-83678288 

电话:“610 办公室”025-84482044 025-8368269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7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88 

序号：79 

姓名: 杨长轮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 455 号. 玄武区委/政法委 邮编 210018 

电话: 区委 025-83682458 025-83678288 

电话:“610 办公室”025-84482044 025-83682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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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8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89 

序号：80 

姓名: 冯甦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 196 号 玄武区公安分局 邮编:210000 

电话: 025-84421114  国保大队电话：025-84418110  025-84421131 

政委办 025-86649630 

监察室 025-84421106 

政保科 025-86644073 

法制科 025-844211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9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0 

序号：81 

姓名: 李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 196 号 玄武区公安分局 邮编:210000 

电话: 025-84421114  国保大队电话：025-84418110  025-84421131 

政委办 025-86649630 

监察室 025-84421106 

政保科 025-86644073 

法制科 025-8442113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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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0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1 

序号：82 

姓名: 李刚 (2)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清溪村 9-1 号 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邮编:210016 

电话: 025-84421160 025-84421189 025-84427161 

所长李刚 189138653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1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2 

序号：83 

姓名: 杨银根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清溪村 9-1 号 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邮编:210016 

电话: 025-84421160 025-84421189 025-844271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2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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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993 

序号：84 

姓名: 康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清溪村 9-1 号 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邮编:210016 

电话: 025-84421160 025-84421189 025-84427161 

副所长康建 189138321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3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4 

序号：85 

姓名: 王璐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清溪村 9-1 号 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邮编:210016 

电话: 025-84421160 025-84421189 025-844271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4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5 

序号：86 

姓名: 姜凯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清溪村 9-1 号 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 邮编:210016 

电话: 025-84421160 025-84421189 025-84427161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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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5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6 

序号：87 

姓名: 陆宁平 

职务: 检察长（原任，现任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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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5-83614789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05-7 号 秦淮区检察院 邮编 210022 

电话： 举报/申诉/咨询电话与传真：025-86622000 025-84402832 

原玄武区检察院检察长陆宁平（2017 2 月调任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7 

序号：88 

姓名: 胡道才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35 号  南京市中级法院 邮编：210008 

电话：025-83522114     举报电话：025-83522456 

立案联系电话：025-12368 

民事执行联系电话：025-83522302 18951990948 

监察室联系电话：025-8352245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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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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8 

序号：89 

姓名: 周迅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 58 号 玄武区法院  邮编:210018 

电话: 025-57716606，025-83523011 025-83523013 025-83523000                            

举报电话 025-83523050  025-835230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8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0999 

序号：90 

姓名: 高伟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 58 号 玄武区法院  邮编:210018 

电话: 025-57716606，025-83523011 025-83523013 025-83523000                            

举报电话 025-83523050  025-835230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9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编号: 71000 

序号：91 

姓名: 吕彬 

职务: 审判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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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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 58 号 玄武区法院  邮编:210018 

电话: 025-57716606，025-83523011 025-83523013 025-83523000                            

举报电话 025-83523050  025-83523010 

审判长吕彬 025-854783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0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枉判法轮功学员籍建霞、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等 6 人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