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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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安徽 

编号: 71280 
姓名: 吴自恒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东部新城综合写字楼  安庆市政法委 
      邮编: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0 
序号：1 

编号: 71283 
姓名: 黄永忠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政法委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普贤路 3 号 太湖县政法委 
      邮编: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3 
序号：2 

编号: 71285 
姓名: 殷金红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公安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高坦路 1 号 太湖县公安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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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5 
序号：3 

编号: 71286 
姓名: 余浩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公安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高坦路 1 号 太湖县公安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6 
序号：4 

编号: 71287 
姓名: 汪敏学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公安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高坦路 1 号 太湖县公安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7 
序号：5 

编号: 71288 
姓名: 王懋平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公安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高坦路 1 号 太湖县公安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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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8 
序号：6 

编号: 71289 
姓名: 黎叶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公安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高坦路 1 号 太湖县公安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9 
序号：7 

编号: 71292 
姓名: 李传萍 
职务: 太湖县副县长、司法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0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司法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长河路 76 号 太湖县司法局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2 
序号：8 

编号: 71294 
姓名: 金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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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检察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晋熙镇建设路 太湖县检察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4 
序号：9 

编号: 71295 
姓名: 严国华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检察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晋熙镇建设路 太湖县检察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5 
序号：10 

编号: 71296 
姓名: 贺小艳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检察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晋熙镇建设路 太湖县检察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6 
序号：11 

编号: 71298 
姓名: 张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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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建设路 529 号 太湖县法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8 
序号：12 

编号: 71299 
姓名: 杨晓晴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建设路 529 号 太湖县法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9 
序号：13 

编号: 71300 
姓名: 吴卫兵 
职务: 刑庭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建设路 529 号 太湖县法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0 
序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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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301 
姓名: 卢汪友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建设路 529 号 太湖县法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1 
序号：15 

编号: 71302 
姓名: 徐晓东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建设路 529 号 太湖县法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2 
序号：16 

编号: 71303 
姓名: 孟凡文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新城建设路 529 号 太湖县法院 
      邮编: 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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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3 
序号：17 

编号: 71305 
姓名: 王雁山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5 
序号：18 

编号: 71306 
姓名: 汪晓波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6 
序号：19 

编号: 71307 
姓名: 纪泽平 
职务: 审判长（刑二庭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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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7 
序号：20 

编号: 71308 
姓名: 刘风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8 
序号：21 

编号: 71309 
姓名: 钱丹青 
职务: 刑庭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9 
序号：22 

编号: 71310 
姓名: 黄锋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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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0 
序号：23 

编号: 71311 
姓名: 程鸿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1 
序号：24 

编号: 71312 
姓名: 杨娟娟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 109 号 安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 24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0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2 
序号：25 

编号: 75443 
姓名: 汪一光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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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亳州市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3 
序号：26 

编号: 75447 
姓名: 张磊（2） 
职务: 亳州市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政法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4 

      安徽省亳州市维稳办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7 
序号：27 

编号: 75455 
姓名: 江淮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政法委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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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5 
序号：28 

编号: 75457 
姓名: 李新杰 
职务: 维稳办、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维稳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3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7 
序号：29 

编号: 75459 
姓名: 葛绍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检察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汤王大道  谯城区检察院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9 
序号：30 

编号: 75460 
姓名: 余彬 
职务: 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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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检察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汤王大道  谯城区检察院 
      邮编：2368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0 
序号：31 

编号: 75463 
姓名: 汪民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谯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3 
序号：32 

编号: 75464 
姓名: 孙维家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谯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4 
序号：33 

编号: 75465 
姓名: 石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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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谯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5 
序号：34 

编号: 75466 
姓名: 李栋 
职务: 国保大队队（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谯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6 
序号：35 

编号: 75467 
姓名: 程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谯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7 
序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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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468 
姓名: 裴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谯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8 
序号：37 

编号: 75470 
姓名: 王晓东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205 号 亳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0 
序号：38 

编号: 75471 
姓名: 何洪民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205 号 亳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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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1 
序号：39 

编号: 75473 
姓名: 程涉峰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三曹路 358 号 谯城区法院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3 
序号：40 

编号: 75474 
姓名: 柴毅 
职务: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三曹路 358 号 谯城区法院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4 
序号：41 

编号: 75475 
姓名: 刘善金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三曹路 358 号 谯城区法院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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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5 
序号：42 

编号: 75476 
姓名: 车海三 
职务: 助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三曹路 358 号 谯城区法院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6 
序号：43 

编号: 75478 
姓名: 袁文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8 
序号：44 

编号: 75479 
姓名: 吴传海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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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9 
序号：45 

编号: 75480 
姓名: 怀会义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0 
序号：46 

编号: 75481 
姓名: 吴会芹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1 
序号：47 

编号: 75482 
姓名: 韩晓燕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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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2 
序号：48 

编号: 75483 
姓名: 赵宁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3 
序号：49 

编号: 75484 
姓名: 刘玉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4 
序号：50 

编号: 75485 
姓名: 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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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5 
序号：51 

编号: 75486 
姓名: 贾玲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6 
序号：52 

编号: 75487 
姓名: 蒋召有 
职务: 管教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看守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十八里工业区  亳州市看守所 
      邮编：2368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87 
序号：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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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510 
姓名: 王子臣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0 
序号：54 

编号: 75511 
姓名: 张学礼 
职务: 副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1 
序号：55 

编号: 75512 
姓名: 乔峰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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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2 
序号：56 

编号: 75514 
姓名: 耿万民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派出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蚂蚱庙北村西一巷  薛阁派出所 
      邮编：236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4 
序号：57 

编号: 75516 
姓名: 彭宗海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6 
序号：58 

编号: 75517 
姓名: 朱光辉 
职务: 书记、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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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7 
序号：59 

编号: 75963 
姓名: 陈保飞 
职务: 副院长（分管刑事庭）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路 205 号 亳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63 
序号：60 

编号: 95230 
姓名: 高峰（2）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政法委 
      安徽省五河县惠民路 8 号 五河县政法委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2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0 
序号：61 

编号: 95232 
姓名: 鲍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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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原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政法委 
      安徽省五河县惠民路 8 号 五河县政法委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2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安徽省五河县惠民路 8 号 五河县政法委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2 
序号：62 

编号: 95233 
姓名: 郭术桥 
职务: 一科科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3 
序号：63 

编号: 95234 
姓名: 李荣国 
职务: 一科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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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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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4 
序号：64 

编号: 95235 
姓名: 沈士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5 
序号：65 

编号: 95236 
姓名: 郭保同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6 
序号：66 

编号: 95237 
姓名: 江胜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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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7 
序号：67 

编号: 95238 
姓名: 吴芳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8 
序号：68 

编号: 95239 
姓名: 吴峰（2）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9 
序号：69 

编号: 95240 
姓名: 吴世恒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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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0 
序号：70 

编号: 95241 
姓名: 张立英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安局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为民路 16 号 五河县公安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1 
序号：71 

编号: 95243 
姓名: 罗传继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院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淮河路 40 号 五河县法院 
       邮编：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3 
序号：72 

编号: 95245 
姓名: 左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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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检察院 
      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淮河路 35 号  五河县检察院 
       邮编：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5 
序号：73 

编号: 95247 
姓名: 王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关派出所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关派出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7 
序号：74 

编号: 95248 
姓名: 朱广学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关派出所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关派出所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8 
序号：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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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249 
姓名: 林云 
职务: 二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9 
序号：76 

编号: 95250 
姓名: 周鸣凤 
职务: 二大队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0 
序号：77 

编号: 95251 
姓名: 黄素英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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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1 
序号：78 

编号: 95252 
姓名: 朱传君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2 
序号：79 

编号: 95253 
姓名: 杨小晴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3 
序号：80 

编号: 95254 
姓名: 张志军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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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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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4 
序号：81 

编号: 95255 
姓名: 王艳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5 
序号：82 

编号: 95256 
姓名: 孙林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6 
序号：83 

编号: 95257 
姓名: 邓婉君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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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7 
序号：84 

编号: 95258 
姓名: 曹学芝 
职务: 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8 
序号：85 

编号: 95259 
姓名: 孙文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9 
序号：86 

编号: 95260 
姓名: 陈余全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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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0 
序号：87 

编号: 95261 
姓名: 李芳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1 
序号：88 

编号: 95262 
姓名: 黄士兰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2 
序号：89 

编号: 95263 
姓名: 孙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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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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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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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3 
序号：90 

编号: 95264 
姓名: 程梅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4 
序号：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