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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编号: 65747 

序号：1 

姓名: 董卫民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公安局福州路 185 号邮编：200002 

电话:021-64711109，021-6474200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闵行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美云、朱丽华、黄巧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7 

  

编号: 65748 

序号：2 

姓名: 王轶杨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七宝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沪松公路 600 号，邮编 201101 

电话：021-3350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闵行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美云、朱丽华、黄巧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7 

  

编号: 66447 

序号：3 

姓名: 李健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安顺路 160 号 邮编： 200051 

电话： 021-6252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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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屠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70 

  

编号: 66448 

序号：4 

姓名: 杨城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安顺路 160 号 邮编： 200051 

电话： 021-6252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屠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70 

  

编号: 67027 

序号：5 

姓名: 张雪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 99 号 邮编：200025 

电话：021-2402674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顾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6 

  

编号: 67735 

序号：6 

姓名: 赵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公园路 100 号 邮编:2017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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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1-5972829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编号: 67736 

序号：7 

姓名: 郑彦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政府)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公园路 100 号 邮编:201700 

电话: 021-5973289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编号: 67737 

序号：8 

姓名: 陈莉 

职务: 承办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乐路 399 号 邮编:201700 

电话: 021-69731311 021-69731369 传真 021-69731390 举报 02159712000 邮箱 shqpgcy@shqpgcy.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编号: 67738 

序号：9 

姓名: 宋学东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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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承办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 555 号 邮编:201700 

电话: 021-69201478 02159283677 02159203675 02169201421 02169201490  传真 021692014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编号: 67739 

序号：10 

姓名: 汪爱珍 

职务: 法官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 555 号 邮编:201700 

电话: 021-69201478 02159283677 02159203675 02169201421 02169201490  传真 02169201478 

承办法官汪爱珍: 0215920367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编号: 67740 

序号：11 

姓名: 沈宝琴 

职务: 法官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 555 号 邮编:201700 

电话: 021-69201478 02159283677 02159203675 02169201421 02169201490  传真 02169201478 

承办法官沈宝琴: 021592036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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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741 

序号：12 

姓名: 王聪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 555 号 邮编:201700 

电话: 021-69201478 02159283677 02159203675 02169201421 02169201490  传真 021692014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美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编号: 67915 

序号：13 

姓名: 赖浪平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300 号 嘉定司法中心大楼 邮编：201821 

电话：021-59985242  传真 021-59998019 自动 

（书记办）021-59998599  021-59998649  021-59998665  021-59999950 

区政法委副书记赖浪平：021-59998599  021-59998649 021-59998665  021-5999995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7916 

序号：14 

姓名: 季平 

职务: 政委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300 号 邮编：201821 

电话：（区分局）总机 021-59995000  投诉 021-59995000-42177  信访 021-59998582 传真 021-

59995000-421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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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gongan@jiading.gov.cn 

（国保处）021-59995000-42280  021-59995000-622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7917 

序号：15 

姓名: 游卫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190 号金钛怡和大楼 10 楼  邮编：201821 

电话：（区 610 办）主任室 021-60765271   副主任室 02160765272 

副调研员室：60765273 

综合秘书科：60765276 

督察协调科：60765278 

副主任游卫华：副主任室 0216076527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7918 

序号：16 

姓名: 沈绍裘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区委综治办主任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190 号金钛怡和大楼 10 楼  邮编：201821 

电话：（区 610 办）主任室 021-60765271   副主任室 02160765272 

副调研员室：60765273 

综合秘书科：60765276 

督察协调科：60765278 

区政法委副书记、区委综治办主任沈绍裘：021-5952910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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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7919 

序号：17 

姓名: 阮祝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31 号 邮编：201801 

电话：02159105000 02159916673 02159527450 

申诉 0215910508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7920 

序号：18 

姓名: 王忠卫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31 号 邮编：201801 

电话：02159105000 02159916673 02159527450 

申诉 0215910508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7921 

序号：19 

姓名: 彭知千 

职务: 申诉科职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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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31 号 邮编：201801 

电话：02159105000 02159916673 02159527450 

申诉 02159105087 

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彭姓职员：(彭知千，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助理) 0215910508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厉玉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编号: 68055 

序号：20 

姓名: 姚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174 号 邮编：200002 

电话：（区分局）总机 021-632801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编号: 68056 

序号：21 

姓名: 包晓军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174 号 邮编：200002 

电话：（区分局）总机 021-632801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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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057 

序号：22 

姓名: 沈伟若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黄浦分局）上海市卢湾区中山南一路 599 号 邮编：200023 

电话：（黄浦分局）021-53025110 021-63280123   国保 021-63280123*3329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68058 

序号：23 

姓名: 王辉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黄浦分局）上海市卢湾区中山南一路 599 号 邮编：200023 

电话：（黄浦分局）021-53025110 021-63280123   国保 021-63280123*3329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68059 

序号：24 

姓名: 施立伟 

职务: 法制办主任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174 号 邮编：200002 

电话：（区分局）总机 021-63280123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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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编号: 68060 

序号：25 

姓名: 孙振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林荫路 77 号 邮编：200011 

电话： 02123034606 021-63452779 63784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6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编号: 68061 

序号：26 

姓名: 张叔华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234 号 政法大楼 邮编：200003 

电话： 021-63270286  021124024000 02163278500 

区检察院公诉科张叔华：63278500＊220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6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编号: 68062 

序号：27 

姓名: 孙明德 

职务: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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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234 号 邮编：200003 

电话：021-535847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6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黄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曹月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编号: 68083 

序号：28 

姓名: 陈建华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监狱长：100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84 

序号：29 

姓名: 李翠萍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副监狱长：10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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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85 

序号：30 

姓名: 秦镭 

职务: 生活卫生科科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生活卫生科：科长：1107 秦镭（警号 310917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86 

序号：31 

姓名: 朱佳 

职务: 五监区专管副监区长（分管生产）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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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87 

序号：32 

姓名: 彭叶青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88 

序号：33 

姓名: 黄艳裔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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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89 

序号：34 

姓名: 朱雪芹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90 

序号：35 

姓名: 夏文婷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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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091 

序号：36 

姓名: 钱丽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92 

序号：37 

姓名: 王梅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93 

序号：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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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孙中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94 

序号：39 

姓名: 吴凤珍 

职务: 原五监区队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五监区：监区长：45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95 

序号：40 

姓名: 张咏梅 

职务: 原三监区监区长 

单位: 上海市女子监狱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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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 29 号 上海市 601-410 信箱 邮编:201601 

电话:02157615998 

电话:02157616356 

电话:02157615595 

传真:02157616779 

分机号码 

三监区：监区长：43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096 

序号：41 

姓名: 许金龙 

职务: 原“610”负责人 

单位: 上海提篮桥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邮编：200082 

电话：总机 021-55589900 

原上海提篮桥监狱“610”负责人许金龙（退休返聘到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 

单位系统:“610”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根娣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编号: 68151 

序号：42 

姓名: 徐兵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南东路 107 号 邮编：201908 

电话： 021-560101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5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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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宝山区罗南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王文菊、邹伟俊、陈静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02 

  

编号: 68152 

序号：43 

姓名: 王剑华 (2) 

职务: 主任 

单位: 上海市政府信访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信访办）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 200 号  邮编：200003 

电话：值班室 021-23111111 信訪接待 021-63281234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5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政府信访办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永清、杨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2 

  

编号: 68153 

序号：44 

姓名: 倪忠泽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黄埔公安分局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武胜路 18 号  邮编：200003 

电话：021-63585498  021-63280123 转 33966 

所长倪忠泽：021-635854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5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政府信访办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永清、杨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2 

  

编号: 68990 

序号：45 

姓名: 叶新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德路 1399 号   邮编：200060    

电话：021-62776918   021-22048050 

所长叶新华（男，54 岁，中共党员，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东新路派出所所长，2011 年 10 月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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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调任长寿路派出所所长，2012 年被评为上海市十佳派出所所长）：021-62776918   021-220480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1 

序号：46 

姓名: 石怀斌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德路 1399 号   邮编：200060    

电话：021-62776918   021-220480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2 

序号：47 

姓名: 张祖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德路 1399 号   邮编：200060    

电话：021-62776918   021-220480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3 

序号：48 

姓名: 官江明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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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北石路 609 号   邮编：200333 

电话：（区政府）总机 021-52564588   

（区检察院）021-52564588-4304 分机    批捕科 021-52564588-4452 分机 

区检察院检察官江明（承办批捕）：02152564588*4452 分机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4 

序号：49 

姓名: 陆文嘉 

职务: 法官 

单位: 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第一中级法院）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200 号  邮编：200336 

电话：（市一中法）总机 021-34254567   

刑一庭 021-62751200 转刑一庭 

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陆文嘉（2002 年参与非法庭审尤秀云）： 

（市一中法）刑一庭 021-62751200 转刑一庭 

（徐汇区法院）刑庭 64680966 转 2426 分机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5 

序号：50 

姓名: 彭涛 

职务: 刑庭审判长 

单位: 上海市徐汇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188 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680966   传真 02134768228   刑庭 02164680966*2407/2405 

区法院刑庭审判长彭涛：刑庭 02164680966*2407/24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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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6 

序号：51 

姓名: 左静鸣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上海市徐汇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188 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680966   传真 02134768228   刑庭 02164680966*2407/2405 

代理审判员左静鸣：刑庭 02164680966*2407/24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7 

序号：52 

姓名: 陈洁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上海市徐汇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188 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680966   传真 02134768228   刑庭 02164680966*2407/2405 

书记员陈洁：刑庭 02164680966*2407/24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8 

序号：53 

姓名: 俞伟国 

职务: 所长 (原任)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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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看守所）上海市徐汇区关港村 281 号（新址）  邮编： 200231 

电话：021-23038903 

原徐汇区看守所所长俞伟国：021-648689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8999 

序号：54 

姓名: 徐志华 

职务: 警察 (原任) 

单位: 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看守所）上海市徐汇区关港村 281 号（新址）  邮编： 200231 

电话：021-23038903 

原看守所警察徐志华：021-64868911 转 37247（四楼男监区）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尤秀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编号: 69232 

序号：55 

姓名: 潘崇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张杨北路 588 弄 90 号    邮编:200137 

电话：021-68953728、021-22047564、021- 68950319 

所长潘崇伟：021-689537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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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233 

序号：56 

姓名: 杨育红 (2) 

职务: "610"副组长、教导员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张杨北路 588 弄 90 号    邮编:200137 

电话：021-68953728、021-22047564、021- 6895031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编号: 69234 

序号：57 

姓名: 赵东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张杨北路 588 弄 90 号    邮编:200137 

电话：021-68953728、021-22047564、021- 689503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编号: 69235 

序号：58 

姓名: 徐文祥 

职务: 警察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张杨北路 588 弄 90 号    邮编:200137 

电话：021-68953728、021-22047564、021- 689503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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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编号: 69236 

序号：59 

姓名: 赵国庆 

职务: 承办人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张杨北路 588 弄 90 号    邮编:200137 

电话：021-68953728、021-22047564、021- 689503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编号: 69237 

序号：60 

姓名: 陈钢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33 号      邮编:200135 

电话：021-38794528、021-50138633 、 021-68545880 

转批捕内勤：021-50128633 

举报电话：021-58513222 

公诉科：021-50138681 

公诉科内勤：021-38794528*86011 

检察官陈钢：021-501386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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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785 

序号：61 

姓名: 陆奕绎 

职务: 书记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300 号 嘉定司法中心大楼 邮编：201821 

电话：021-59985242  传真 021-59998019 自动 

（书记办）021-59998599  021-59998649  021-59998665  021-5999995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封浜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吴桂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编号: 69786 

序号：62 

姓名: 陈玮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乡思路 201 号 邮编 20180 

电话：021-591375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封浜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吴桂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编号: 69787 

序号：63 

姓名: 黄民 

职务: 主任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综合治理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 555 号 邮编：201803 

电话：021-6951750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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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封浜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吴桂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编号: 69788 

序号：64 

姓名: 张晓松 

职务: 成员 

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 555 号 邮编：201803 

电话：021-6951750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嘉定区封浜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吴桂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编号: 70074 

序号：65 

姓名: 黄祥青 

职务: 院长 

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6468 号   邮编：201100 

电话：（区法院）总机 021- 64120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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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69 

序号：66 

姓名: 徐长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55 号 邮政编码：200135 

电话：021-50614567 

传真 58995516 

投诉 021-507050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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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处 021-220454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6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黄巧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68 

  

编号: 70170 

序号：67 

姓名: 缪敏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 111 号 邮编：200124 

电话：021-5841077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黄巧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68 

  

编号: 70493 

序号：68 

姓名: 黄庆伟 

职务: 书记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9 楼  普陀区政法委 邮编: 

200333    

电话: 021-52765329 021-52656898 

（区政府）总机 021-52564588 转区政法委    

区政府办公室邮箱：xxgk@ptq.sh.gov.cn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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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494 

序号：69 

姓名: 谷维冬 

职务: 主任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9 楼 邮编 200333 

电话：（区 610 办）021-52825610 02152825618 0215282561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编号: 70495 

序号：70 

姓名: 李思 

职务: 成员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9 楼 邮编 200333 

电话：（区 610 办）021-52825610 02152825618 0215282561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编号: 70496 

序号：71 

姓名: 戈亮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北石路 609 号  普陀区检察院 邮编：200333 

总机： 021-52564588 咨询电话 021-52829899 021-62562000 

检察官戈亮 021-52564588-4462 分机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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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编号: 70497 

序号：72 

姓名: 鞠伯平 

职务: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铜川路 1809 号 普陀区真如镇综治办 邮编
200333 

电话：021-62577221 021-52853666 021-52781767 

“610 办公室”鞠伯平 1336180684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编号: 70498 

序号：73 

姓名: 施月龙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990 普陀区真如派出所 邮编: 200333 

电话: 021-22048500 021-528584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编号: 70499 

序号：74 

姓名: 左靓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990 普陀区真如派出所 邮编: 200333 

电话: 021-22048500 021-528584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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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普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应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编号: 70500 

序号：75 

姓名: 马雪波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蒙源路 110 号 金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540    

电话: 021-37990110 传真 021-67962615 国保大队 021-3799110-334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1 

序号：76 

姓名: 朱卫东 

职务: 国保处处长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蒙源路 110 号 金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540    

电话: 021-37990110 传真 021-67962615 国保大队 021-3799110-3345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2 

序号：77 

姓名: 陶建平 

职务: 代理检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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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浩源路 211 号 金山区检察院 邮编:200540    

电话: 021-51918211 公诉 021-51918300 办公室 021-519182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3 

序号：78 

姓名: 韩梅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浩源路 211 号 金山区检察院 邮编:200540    

电话: 021-51918211 公诉 021-51918300 办公室 021-51918209 

检察官韩梅  021-5191829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4 

序号：79 

姓名: 唐平 (2)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浩源路 211 号 金山区检察院 邮编:200540    

电话: 021-51918211 公诉 021-51918300 办公室 021-519182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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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505 

序号：80 

姓名: 孙军 

职务: 院长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金山大道 2288 号 金山区法院 邮编:200540    

电话: 021-57968100 021-57968427 举报电话 021-579683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6 

序号：81 

姓名: 徐跃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金山大道 2288 号 金山区法院 邮编:200540    

电话: 021-57968100 021-57968427 举报电话 021-579683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7 

序号：82 

姓名: 曹雪明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上海市金山大道 2288 号 金山区法院 邮编:200540    

电话: 021-57968100 021-57968427 举报电话 021-57968335 

审判长曹雪明 021-579682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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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金山区迫害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王鑫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编号: 70508 

序号：83 

姓名: 卢焱 

职务: 书记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江浦路 549 号 邮编：200082 

电话：021-65419450-2177 

杨浦区 610 办：21-552157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8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09 

序号：84 

姓名: 陈志康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邮编 200090 

总机：021-65431000 

监督电话：22170610。 

电子邮箱：gafj01@shyp.gov。 

局长周陈志康：21-65431000 转 20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9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0 

序号：85 

姓名: 高长林 

职务: 国保处副处长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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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邮编 200090 

总机：021-65431000 

监督电话：22170610。 

电子邮箱：gafj01@shyp.gov 

国保处电话：021-65431000*31091*31093 *310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1 

序号：86 

姓名: 李军 (3) 

职务: 国保处科长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邮编 200090 

总机：021-65431000 

监督电话：22170610。 

电子邮箱：gafj01@shyp.gov 

国保处电话：021-65431000*31091*31093 *310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2 

序号：87 

姓名: 王建国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邮编 200090 

总机：021-65431000 

监督电话：22170610。 

电子邮箱：gafj01@shyp.gov 

国保处电话：021-65431000*31091*31093 *310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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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3 

序号：88 

姓名: 王盛刚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邮编 200090 

总机：021-65431000 

监督电话：22170610。 

电子邮箱：gafj01@shyp.gov 

国保处电话：021-65431000*31091*31093 *310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4 

序号：89 

姓名: 邓超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邮编 200090 

总机：021-65431000 

监督电话：22170610。 

电子邮箱：gafj01@shyp.gov 

国保处电话：021-65431000*31091*31093 *310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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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515 

序号：90 

姓名: 陈伟 (2)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政立路 65 号 邮编：200433 

电话：02122171160, 021-221711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6 

序号：91 

姓名: 殷波 

职务: 警长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政立路 65 号 邮编：200433 

电话：02122171160, 021-22171170 

承办警长殷波 电话 02122171196×80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517 

序号：92 

姓名: 张俊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 1101 号 邮政编码：200436 

电话：02122178040、02122170504、02165431000*31093 

传真：02165431000*312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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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杨浦区非法抓捕卢玉芝、沈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编号: 70671 

序号：93 

姓名: 潘勍钦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北站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浙江北路 321 号，邮编：200071 

电话：02163245454 电话：02163933628 

所长潘勍钦电话：138187340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静安区北站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冯兴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0 

  

编号: 70672 

序号：94 

姓名: 王小安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余姚路 587 号 邮编：200041 

电话：02122177903, 02162588800*38901  02122177916 

传真：02122177907, 02162588800*779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静安区北站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冯兴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0 

  

编号: 70791 

序号：95 

姓名: 吕南停 

职务: 书记 

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上海市延安东路 1234 号 邮编：200003 

电话：（区政法委）021-63276221 （区委）021-33134800 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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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法委书记吕南停：021-6327622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70792 

序号：96 

姓名: 陈思敏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区检察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33 号 邮编：200135 

电话：（新区检察院）021-38794528 021-50138633 021-68545880  传真 021-685457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70793 

序号：97 

姓名: 马超杰 

职务: 承办法官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 号 邮编：200135 

电话：（区法院）021-38794518  刑庭 021-38794518 转分机 11101 

承办法官马超杰：021-38794518 转分机 111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70794 

序号：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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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峰 

职务: 承办法官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 号 邮编：200135 

电话：（区法院）021-38794518  刑庭 021-38794518 转分机 11101 

承办法官李峰：021-38794518 转分机 111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70795 

序号：99 

姓名: 丁文豪 

职务: 承办法官 

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 号 邮编：200135 

电话：（区法院）021-38794518  刑庭 021-38794518 转分机 11101 

承办法官丁文豪：021-38794518 转分机 111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编号: 70849 

序号：100 

姓名: 张磊 

职务: 书记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 幢三楼  邮编：200336 

电话：（区政法委）02162702182 

区政法委书记张磊：021627021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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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0 

序号：101 

姓名: 高峥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 幢三楼  邮编：200336 

电话：（区政法委）021627021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0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1 

序号：102 

姓名: 褚凯华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 幢三楼  邮编：200336 

电话：（区政法委）021627021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1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2 

序号：103 

姓名: 施永良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 610 办）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2-2 楼 第 4 办公室  邮

编：2003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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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 610 办）02162753077 

副主任施永良：0216275307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2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3 

序号：104 

姓名: 王荣华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 610 办）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2-2 楼 第 4 办公室  邮

编：200336 

电话：（区 610 办）0216275307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3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4 

序号：105 

姓名: 祝新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长宁分局）上海市威宁路 201 号  邮编：200336 

电话：（长宁分局）02162906290  02123039000   国保处 02123039381 总机
02123039382  02123039443 

分局局长祝新军：021230392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4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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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855 

序号：106 

姓名: 张辉 (2) 

职务: 国保处处长 

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长宁分局）上海市威宁路 201 号  邮编：200336 

电话：（长宁分局）02162906290  02123039000   国保处 02123039381 总机
02123039382  02123039443 

国保处处长张辉：021230394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5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6 

序号：107 

姓名: 毛祯 

职务: 所长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程家桥派出所）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 1961 号  邮编：200336  

电话：02162686519 021-230303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6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编号: 70857 

序号：108 

姓名: 胡培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长宁区看守所）上海市长宁区清池路 108 号  邮编：200335 

电话：（长宁区看守所）021-23030801 021-62397576 夜间 021-23030809 

传真 02123030805 

所长监督 02162394606 

驻所检察室 021521895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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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雪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