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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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编号: 74688 
姓名: 王少华 
职务: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市“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公祠 1 号 南京市公安局  
      邮编：2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7 

      江苏省南京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1 号 40 号楼 南京市政法委 
      邮编：21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8 
序号：1 

编号: 74693 
姓名: 戴亦钢 
职务: 董事长、总编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龙虎网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33 号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3 
序号：2 

编号: 74694 
姓名: 朱妮 
职务: 总经理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龙虎网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33 号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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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4 
序号：3 

编号: 74695 
姓名: 袁培培 
职务: 副总经理、副总编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龙虎网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33 号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5 
序号：4 

编号: 74696 
姓名: 孙迎军 
职务: 副总经理、技术中心总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龙虎网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33 号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6 
序号：5 

编号: 74697 
姓名: 孙荣荣 
职务: 副总经理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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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龙虎网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33 号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7 
序号：6 

编号: 74698 
姓名: 徐红飞 
职务: “烂漫无邪”专栏编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龙虎网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233 号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8 
序号：7 

编号: 77403 
姓名: 朱韶伟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政法委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3 
序号：8 

编号: 77404 
姓名: 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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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政法委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9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4 
序号：9 

编号: 77405 
姓名: 徐海龙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5 
序号：10 

编号: 77406 
姓名: 谈军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公安局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盛路  县公安局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6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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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7407 
姓名: 蔡尧 
职务: 党委副书记、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公安局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盛路  县公安局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7 
序号：12 

编号: 77408 
姓名: 闫东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公安局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盛路  县公安局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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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8 
序号：13 

编号: 77410 
姓名: 沈淬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检察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昌路  县检察院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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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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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0 
序号：14 

编号: 77411 
姓名: 张一心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检察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永昌路  县检察院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1 
序号：15 

编号: 77413 
姓名: 袁长伟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徐宁中路  睢宁县法院  
      邮編：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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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3 
序号：16 

编号: 77414 
姓名: 李海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徐宁中路  睢宁县法院  
      邮編：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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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4 
序号：17 

编号: 77415 
姓名: 宁斐然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徐宁中路  睢宁县法院  
      邮編：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5 
序号：18 

编号: 77416 
姓名: 刘光俭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徐宁中路  睢宁县法院  
      邮編：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6 
序号：19 

编号: 77418 
姓名: 马荣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 416 号  徐州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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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2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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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18 
序号：20 

编号: 77468 
姓名: 王筱敏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公祠 1 号 南京市公安局  
      邮编：2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68 
序号：21 

编号: 77471 
姓名: 于可弟 
职务: 主任 (原任、现任秦淮区信访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 1 号 
      邮编：21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1 
序号：22 

编号: 77472 
姓名: 钱丽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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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29-1 号  秦淮区公安分局 
       邮编：210022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太平路太平巷 18 号   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2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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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2 
序号：23 

编号: 77473 
姓名: 程国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29-1 号  秦淮区公安分局 
       邮编：210022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太平路太平巷 18 号   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2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3 
序号：24 

编号: 77475 
姓名: 吴晨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双塘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双塘柳叶街 40 号  双塘派出所 
      邮编：21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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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5 
序号：25 

编号: 77476 
姓名: 许朗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双塘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双塘柳叶街 40 号  双塘派出所 
      邮编：21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6 
序号：26 

编号: 77478 
姓名: 张敏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  秦淮区法院 
       邮编：2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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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8 
序号：27 

编号: 77479 
姓名: 王晓春 
职务: 审判长（已退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  秦淮区法院 
       邮编：2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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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9 
序号：28 

编号: 77480 
姓名: 刘娟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  秦淮区法院 
       邮编：2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0 
序号：29 

编号: 77481 
姓名: 王龙芹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  秦淮区法院 
       邮编：2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1 
序号：30 

编号: 77482 
姓名: 苗天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  秦淮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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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2 
序号：31 

编号: 77484 
姓名: 朱赫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05-7 号  秦淮区检察院 
       邮编：21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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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4 
序号：32 

编号: 77487 
姓名: 周建飞 
职务: 刑二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35 号  南京市中级法院 
      邮编：21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7 
序号：33 

编号: 77488 
姓名: 汪波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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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35 号  南京市中级法院 
      邮编：21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9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8 
序号：34 

编号: 78011 
姓名: 姜永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政法委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坞路 44 号  南通市政法委 
      邮编：226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1 
序号：35 

编号: 78017 
姓名: 毛炜峰（2）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政法委 
      江苏省海门市政法南路 99 号  市政法委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7 
序号：36 

编号: 78019 
姓名: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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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海门市政法南路 99 号  市政法委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9 
序号：37 

编号: 78022 
姓名: 张炎 
职务: 副市长、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政府 
      江苏省海门市北京中路 600 号  市政府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0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政法委 
      江苏省海门市政法南路 99 号  市政法委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5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公安局 
      江苏省海门市江海路 56 号  海门市公安局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2 
序号：38 

编号: 78023 
姓名: 江卫东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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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公安局 
      江苏省海门市江海路 56 号  海门市公安局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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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3 
序号：39 

编号: 78026 
姓名: 李铁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长江路 988 号 海门市检察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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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6 
序号：40 

编号: 78027 
姓名: 保建明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长江路 988 号 海门市检察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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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7 
序号：41 

编号: 78028 
姓名: 付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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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长江路 988 号 海门市检察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8 
序号：42 

编号: 78029 
姓名: 季晨程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长江路 988 号 海门市检察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29 
序号：43 

编号: 78031 
姓名: 潘建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法院 
      江苏省海门市嘉陵江路 999 号  海门市法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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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1 
序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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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8032 
姓名: 吴学权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法院 
      江苏省海门市嘉陵江路 999 号  海门市法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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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2 
序号：45 

编号: 78033 
姓名: 陆卫东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法院 
      江苏省海门市嘉陵江路 999 号  海门市法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3 
序号：46 

编号: 78034 
姓名: 陈海东 
职务: 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法院 
      江苏省海门市嘉陵江路 999 号  海门市法院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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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34 
序号：47 

编号: 78344 
姓名: 卜海良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4 号  (市政法委 610 办） 
      邮编：2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4 
序号：48 

编号: 78346 
姓名: 谢晓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8 号  市公安局 
      邮编：2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6 
序号：49 

编号: 78349 
姓名: 岳中云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政法委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开发区文惠路 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2141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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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9 
序号：50 

编号: 78351 
姓名: 徐胜祥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堰桥街道文惠路 10 号 惠山公安分局 
      邮编：2141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1 
序号：51 

编号: 78353 
姓名: 周慧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3 
序号：52 

编号: 78354 
姓名: 苏浩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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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4 
序号：53 

编号: 78355 
姓名: 张震武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5 
序号：54 

编号: 78356 
姓名: 狄武伟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6 
序号：55 

编号: 78357 
姓名: 王桢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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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7 
序号：56 

编号: 78358 
姓名: 倪鑫佳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8 
序号：57 

编号: 78359 
姓名: 许建华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9 
序号：58 

编号: 78360 
姓名: 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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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派出所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兴西路 15 号  洛社派出所 
      邮编：214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0 
序号：59 

编号: 78363 
姓名: 徐静超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开发区吴韵路 518 号  惠山区检察院 
      邮编：2141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3 
序号：60 

编号: 78364 
姓名: 蒋长兰 
职务: 侦监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开发区吴韵路 518 号  惠山区检察院 
      邮编：2141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4 
序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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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8366 
姓名: 廖月娟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政和大道 195 号  惠山区法院 
      邮编：2141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66 
序号：62 

编号: 88119 
姓名: 于茂高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法委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19 
序号：63 

编号: 88121 
姓名: 李成平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维稳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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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1 
序号：64 

编号: 88122 
姓名: 贺金鹏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2 
序号：65 

编号: 88123 
姓名: 朱帮平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3 
序号：66 

编号: 88124 
姓名: 王彬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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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4 
序号：67 

编号: 88126 
姓名: 金波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239 号  江宁区检察院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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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6 
序号：68 

编号: 88127 
姓名: 马虹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239 号  江宁区检察院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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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7 
序号：69 

编号: 88128 
姓名: 王友年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239 号  江宁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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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8 
序号：70 

编号: 88129 
姓名: 朱桂花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239 号  江宁区检察院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9 
序号：71 

编号: 88130 
姓名: 赵立宏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天元东路 6 号  区公安分局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0 
序号：72 

编号: 88132 
姓名: 叶兴忠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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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园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 2009 号  高新园派出所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2 
序号：73 

编号: 88133 
姓名: 戚荣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园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 2009 号  高新园派出所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3 
序号：74 

编号: 88134 
姓名: 周添峰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园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 2009 号  高新园派出所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4 
序号：75 

编号: 88135 
姓名: 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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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园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 2009 号  高新园派出所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5 
序号：76 

编号: 88137 
姓名: 严忠琴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 658 号  江宁区法院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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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7 
序号：77 

编号: 88138 
姓名: 庞敬宝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看守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 青山社区  江宁区看守所 
       邮编：2111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38 
序号：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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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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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88146 
姓名: 曹忠明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法院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 246 号 
       邮编：226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46 
序号：79 

编号: 95635 
姓名: 张昊东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政法委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白下区)太平南路 69 号 区机关办公大楼 23 层 
       邮编：2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35 
序号：80 

编号: 95637 
姓名: 周恒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止马营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莫愁路 397 号   止马营派出所   
       邮编: 21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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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37 
序号：81 

编号: 95638 
姓名: 范睿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止马营派出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莫愁路 397 号   止马营派出所   
       邮编: 21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38 
序号：82 

编号: 95639 
姓名: 孙持明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05-7 号  秦淮区检察院 
       邮编：21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39 
序号：83 

编号: 95640 
姓名: 吴焱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  秦淮区法院 
       邮编：2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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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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0 
序号：84 

编号: 95647 
姓名: 陈镇一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江苏省苏州市解放东路 488 号 2 号楼 市综治办  
       邮编 : 215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1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7 
序号：85 

编号: 95648 
姓名: 李京生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 
      地址 1：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路 3998 号      
       邮编：215152 
        
       地址 2：（市公安局）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 1109 号  
       邮编：21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8 
序号：86 

编号: 95649 
姓名: 周建军（3）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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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分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35 号  
       邮编: 2151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9 
序号：87 

编号: 95651 
姓名: 陈飞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东路 113 号     
       邮编：2151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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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1 
序号：88 

编号: 95652 
姓名: 华益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法院 
       (吴中区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开发区石湖东路 102 号 
       邮编: 2151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2 
序号：89 

编号: 95653 
姓名: 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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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七监区监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3 
序号：90 

编号: 95654 
姓名: 朱声燕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4 
序号：91 

编号: 95655 
姓名: 柏光友 
职务: 狱政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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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5 
序号：92 

编号: 95656 
姓名: 尤金玉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6 
序号：93 

编号: 95657 
姓名: 韩亚梅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7 
序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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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658 
姓名: 易善玲 
职务: 刑事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8 
序号：95 

编号: 95659 
姓名: 张荣英 
职务: 刑事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9 
序号：96 

编号: 95660 
姓名: 龙丽娟 
职务: 刑事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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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0 
序号：97 

编号: 95661 
姓名: 史先梅 
职务: 刑事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1 
序号：98 

编号: 95662 
姓名: 蒋晓玲 
职务: 刑事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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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2 
序号：99 

编号: 95663 
姓名: 朱琴 
职务: 刑事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3 
序号：100 

编号: 95664 
姓名: 顾春燕 
职务: 一监区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 
      地址 1：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东路 258 号  
       邮编：226008 
        
       地址 2：江苏省南通市 102 信箱 6 分箱  
       邮编：22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4 
序号：101 

编号: 95665 
姓名: 郑陈虹 
职务: 一监区副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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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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 
      地址 1：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东路 258 号  
       邮编：226008 
        
       地址 2：江苏省南通市 102 信箱 6 分箱  
       邮编：22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5 
序号：102 

编号: 95667 
姓名: 许永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宝泉路 2 号   光福派出所 
       邮编：2151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7 
序号：103 

编号: 95668 
姓名: 苏和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宝泉路 2 号   光福派出所 
       邮编：2151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8 
序号：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