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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编号: 66644 

序号：1 

姓名: 余银虎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北兰江路 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62703267 

副书记余银虎：13777039108；办 0574-62702538；宅 0574-627198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编号: 66645 

序号：2 

姓名: 姚劭明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北兰江路 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62703267 

副书记姚劭明：13805807590；办 0574-62719736；宅 0574-6278017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编号: 66646 

序号：3 

姓名: 沈飞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北兰江路 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62703267 

主任沈飞：13857496835；办 0574-62702535；宅 0574-627306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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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编号: 66647 

序号：4 

姓名: 王欢亮 

职务: 维稳办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北兰江路 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62703267 

王欢亮 13777102323、0574-62703268、0574-627751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编号: 66648 

序号：5 

姓名: 应启明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余余姚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 140 号     邮编：315400 

电话：0574-62770008；0574-62770001；刑事庭：0574-62770047 

院长应启明：13646660636 627700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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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649 

序号：6 

姓名: 夏炼红 

职务: 教育科科长（主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育新路 16 号    邮编：310012 

电话：值班 0571-89970224、89970110；办公室 0571-89970015、89970018 

科长夏炼红：（教育科）0571-89970093、0571-89970094、0571-899700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编号: 66650 

序号：7 

姓名: 冯嘉玲 

职务: 四监区大队部（主管洗脑法轮功学员）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育新路 16 号    邮编：310012 

电话：值班 0571-89970224、89970110；办公室 0571-89970015、89970018 

四监区大队部冯嘉玲：0571-8997020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桂娣、姚红文、余志英、王春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编号: 68388 

序号：8 

姓名: 符明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2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0574-62866027；0574-62866000 

国保大队警察符明树：1337584312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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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8389 

序号：9 

姓名: 苏立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2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0574-62866027；0574-62866000 

国保大队警察苏立明：1370584187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8390 

序号：10 

姓名: 陈聪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2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0574-62866027；0574-62866000 

国保大队警察陈聪：1356789686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8391 

序号：11 

姓名: 宗华 

职务: 公诉科科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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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418 号     邮编：315402 

电话: 0574-62776118； 

科长宗华：137574991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8392 

序号：12 

姓名: 刘凯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宁波市中兴路 658 号     邮编：315040 

电话: 值班电话：0574-87062029（白天）；0574-87062098 

传真：0574-87062049（白天）；0574-870620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8393 

序号：13 

姓名: 朱振甫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尚书街 84 号        邮编：315099 

电话：0574-87344659;0574-81987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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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394 

序号：14 

姓名: 潘元龙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尚书街 84 号        邮编：315099 

电话：0574-87344659;0574-819870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8395 

序号：15 

姓名: 唐善斌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分局西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新芝路 95 弄 4 号   邮编：315016 

电话: 0574-87362080 

所长唐善斌：所长办 0574-872828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编号: 69000 

序号：16 

姓名: 胡大江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王充路 1117 号  邮编：312300 

电话：（区公安局）0575-82766073  0575-82766049 

（国保大队）0575-82766135 

区公安局局长胡大江：0575-82766073  0575-8276604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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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9 

  

编号: 69001 

序号：17 

姓名: 宋光飞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王充路 1117 号  邮编：312300 

电话：（区公安局）0575-82766073  0575-82766049 

（国保大队）0575-82766135 

国保大队队长宋光飞：1390585141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9 

  

编号: 69002 

序号：18 

姓名: 王华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原任） 

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王充路 1117 号  邮编：312300 

电话：（区公安局）0575-82766073  0575-82766049 

（国保大队）0575-82766135 

国保大队队长王华(原任)： 1380676285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9 

  

编号: 69837 

序号：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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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翁生华 

职务: 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兼反邪教处副处长 

单位: 浙江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生路 66 号 浙江省公安厅 邮编：310009 

电话：0571-87286688 

监督电话：0571-87286151  电子邮箱：zjsgat@zjsgat.gov.cn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38 

序号：20 

姓名: 吴海平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白云山南路 233 号  台州市委、政法委 邮编 318001 

电话：（市委）0576-88510292 0576-88510001 

“610 办公室” 电话 0576-2455515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39 

序号：21 

姓名: 王从志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康平路 2 号 台州市公安局 邮编 318000 

电话：0576-88212000 0576-88212222 

副局长王从志  0576-882126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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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0 

序号：22 

姓名: 奚基哪 

职务: 成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行政中心 702 室 三门县政法委 邮编 317100 

联系电话：0576-83333681 

成员奚基哪；1396852842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1 

序号：23 

姓名: 王建勇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润街道三门湾大道 21 号 三门县公安局 邮编：
317100 

电话：0576-83306510 

国保大队电话：0576-83306636 

局长:王建勇 0576-833065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2 

序号：24 

姓名: 章国金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公安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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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润街道三门湾大道 21 号 三门县公安局 邮编：
317100 

电话：0576-83306510 

国保大队电话：0576-83306636 

副局长:章国金 0576-83306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3 

序号：25 

姓名: 周尧正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镇大湖塘新区滨海大道 6 号  三门县检察

院    邮编：317100 

电话：0576-83300917 0576-83308956 

政治处：0576-83300911 

检察院案管科：0576-833009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4 

序号：26 

姓名: 洪欢东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镇大湖塘新区滨海大道 6 号  三门县检察

院    邮编：317100 

电话：0576-83300917 0576-83308956 

政治处：0576-83300911 

检察院案管科：0576-833009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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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5 

序号：27 

姓名: 周丹娜 

职务: 承办检察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镇大湖塘新区滨海大道 6 号  三门县检察

院    邮编：317100 

电话：0576-83300917 0576-83308956 

政治处：0576-83300911 

检察院案管科：0576-83300923 

承办检察官周丹娜：0576-83308956 0576-893006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6 

序号：28 

姓名: 张兴军 

职务: 党组书记、院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镇上洋路 70 号  三门县人民法院  邮编：
317100 

电话：0576-83367982   传真：0576-83367982 

立案大厅电话：0576-83326190 

执行举报电话：0576-83367919 

涉诉信访电话：0576-83367975 

司法公开投诉电话：0576-83367981 

违纪违法举报电话：0576-83367967 

档案查询：0576-83326136 

值班电话：0576-8336794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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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7 

序号：29 

姓名: 孙良挺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镇上洋路 70 号  三门县人民法院  邮编：
317100 

电话：0576-83367982   传真：0576-83367982 

立案大厅电话：0576-83326190 

执行举报电话：0576-83367919 

涉诉信访电话：0576-83367975 

司法公开投诉电话：0576-83367981 

违纪违法举报电话：0576-83367967 

档案查询：0576-83326136 

值班电话：0576-83367941 

刑庭庭长孙良挺： 0576-8332687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69848 

序号：30 

姓名: 杨利将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润街道头岙行政村 三门看守所 邮编：317100 

联系电话：0576-83306988 

值班室：0576-83306983 

综合室：0576-83306980 

接待受理中心：0576-833069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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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叶锦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编号: 70313 

序号：31 

姓名: 陈健 (2) 

职务: 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副书记陈健 0571-852521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14 

序号：32 

姓名: 裘建平 

职务: 市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市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裘建平 0571-852521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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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315 

序号：33 

姓名: 王木刚 

职务: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王木刚 0571-852521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16 

序号：34 

姓名: 叶寒冰 

职务: 公安局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公安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吴山商圈华光路 35 号 杭州市公安局 邮

政编码: 310000 

电话：0571-87280114 0571-87076677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叶寒冰 0571-87074110 

地址: (政法委)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17 

序号：35 

姓名: 杨焕 

职务: 市委政法委委员、秘书长、市综治办副主任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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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市委政法委委员、秘书长、市综治办副主任杨焕 0571-8525210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18 

序号：36 

姓名: 黄昌富 

职务: 维稳处处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办公室（研究室）0571-85252161 

监察室 0571-85252152 

机关党委 0571-85252115 

执法监督室 0571-85252151 

综合协调处 0571-85252116 

督查考评处 0571-85252148 

稳定处 0571-85252111 

市政法委维稳处处长黄昌富 0571-8525212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19 

序号：37 

姓名: 程逸 

职务: 维稳处副处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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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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188 号  杭州市政法委 邮编:310026 

（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与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电话: 监督电话：0571-85252110 0571-85252473 0751-85252463 0571-85252416 

Email：zfw@hz.gov.cn 

办公室（研究室）0571-85252161 

监察室 0571-85252152 

机关党委 0571-85252115 

执法监督室 0571-85252151 

综合协调处 0571-85252116 

督查考评处 0571-85252148 

稳定处 0571-85252111 

市政法委维稳处副处长程逸；0571-8525212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0 

序号：38 

姓名: 王洁 

职务: 人员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318 号  邮编: 310026 

电话:  0571-85252416 

 “610 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洁（此人一直参与迫害）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1 

序号：39 

姓名: 夏积亮 

职务: 区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现任西湖区区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1 号 西湖区政府 邮编 3100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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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1-87935116  0571-87935103 

区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夏积亮（现任西湖区区长）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2 

序号：40 

姓名: 陆放根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法制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5 号  西湖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邮

编:310007 

电话/传真 0571-87935905 

陆放根 副主任 0571-8793519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3 

序号：41 

姓名: 刘竞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法制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5 号  西湖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邮

编:310007 

电话/传真 0571-87935905 

刘竞 副主任 0571-8793681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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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324 

序号：42 

姓名: 汤文全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5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285538、0571-87285535、0571-87285531 

0571-87281212  受理投诉：0571-872812133 

传真：0571-872812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5 

序号：43 

姓名: 邓吉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5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285538、0571-87285535、0571-87285531 

0571-87281212  受理投诉：0571-872812133 

传真：0571-872812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6 

序号：44 

姓名: 余伟永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办案人员)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5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285538、0571-87285535、0571-87285531 

0571-87281212  受理投诉：0571-8728121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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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真：0571-872812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7 

序号：45 

姓名: 许航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10012 

电话: 办公室 0571-81902655  值班室 0571-81902657 

公诉科长许航 0571-8793372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28 

序号：46 

姓名: 樊丽娟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10012 

电话: 办公室 0571-81902655  值班室 0571-81902657 

公诉人樊丽娟 0571-87933732、0571-87933734、0571-87933704、0571-87933757、0571-879337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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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329 

序号：47 

姓名: 许静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10012 

电话: 办公室 0571-81902655  值班室 0571-81902657 

公诉人许静  0571-87933732、0571-87933734、0571-87933704、0571-87933757、0571-879337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30 

序号：48 

姓名: 程建飞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9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8497911  0571-88497958  传真 0571-8849799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31 

序号：49 

姓名: 杨承芙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9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8497911  0571-88497958  传真 0571-88497992 

审判长杨承芙 0571-88497959、0571-88497960、0571-88497870、0571-88497957、 

0571-884979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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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32 

序号：50 

姓名: 汪丽军 

职务: 人员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府苑新村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府苑新村社区 邮编:310012 

电话:社区党支部 0571-88252515 

府苑新村警务室 0571-88252915 

小区保安部 0571-88470441 

物业公司 0571-88470549 

业主委员会 0571-88252704 0571-88497957、0571-88497958 

汪丽军 府苑新村 17-4 单元 0571-88252920 1596719968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33 

序号：51 

姓名: 杜丽 

职务: 人员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府苑新村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府苑新村社区 邮编:310012 

电话:社区党支部 0571-88252515 

府苑新村警务室 0571-88252915 

小区保安部 0571-88470441 

物业公司 0571-88470549 

业主委员会 0571-88252704 0571-88497957、0571-884979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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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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编号: 70334 

序号：52 

姓名: 谢军 

职务: 人员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府苑新村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府苑新村社区 邮编:310012 

电话:社区党支部 0571-88252515 

府苑新村警务室 0571-88252915 

小区保安部 0571-88470441 

物业公司 0571-88470549 

业主委员会 0571-88252704 0571-88497957、0571-884979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