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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编号: 3601
序号：1
姓名: 吕勇
职务: 政委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02
序号：2
姓名: 夏良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03
序号：3
姓名: 刘家忠
职务: 副监区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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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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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05
序号：4
姓名: 赵永顺
职务: 指导员、监管监区副教导员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07
序号：5
姓名: 于维周
职务: 分班长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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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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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编号: 3608
序号：6
姓名: 郑太平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09
序号：7
姓名: 戴杰
职务: 警察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10
序号：8
姓名: 张应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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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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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11
序号：9
姓名: 刘亚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12
序号：10
姓名: 李 敏
职务: 警察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13
序号：11
姓名: 武玉东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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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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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14
序号：12
姓名: 唐传友
职务: 监区长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法轮功转化基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15
序号：13
姓名: 张如伟
职务: “610 办公室”
单位: 淮北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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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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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淮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如伟、石修俊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1

编号: 3616
序号：14
姓名: 周维华
职务:
单位: 淮北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如伟、石修俊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1

编号: 3617
序号：15
姓名: 石修俊
职务: 法院院长
单位: 淮北市相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如伟、石修俊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1

编号: 3618
序号：16
姓名: 李俊廷
职务: 法院院长
单位: 淮北市相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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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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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如伟、石修俊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1

编号: 3619
序号：17
姓名: 杨明立
职务: 法院刑庭
单位: 淮北市相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如伟、石修俊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1

编号: 3620
序号：18
姓名: 刘同鑫
职务: 书记县委
单位: 宿松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3621
序号：19
姓名: 潘传六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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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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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安局局长
单位: 宿松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3622
序号：20
姓名: 陈坚
职务: 政保科科长
单位: 宿松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3623
序号：21
姓名: 张燕 (1)
职务: 大队长国安大队
单位: 宿松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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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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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24
序号：22
姓名: 吴永群
职务: (前任）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宿松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3625
序号：23
姓名: 丁胜兵
职务: 人民法院院长
单位: 宿松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3626
序号：24
姓名: 卢杨
职务: 一监区原监区长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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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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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编号: 3628
序号：25
姓名: 李国光
职务: 犯人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编号: 3629
序号：26
姓名: 吴丽
职务: 犯人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编号: 3630
序号：27
姓名: 王建祥
职务: 犯人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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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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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编号: 3631
序号：28
姓名: 肖华
职务: 犯人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编号: 3632
序号：29
姓名: 王松龄
职务: 犯人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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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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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33
序号：30
姓名: 刘军
职务: 犯人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编号: 3636
序号：31
姓名: 夏良民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38
序号：32
姓名: 程传水
职务: 局长
单位: 安徽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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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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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39
序号：33
姓名: 姜明
职务: 政委
单位: 安徽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41
序号：34
姓名: 王爱民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宿州第三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4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48
序号：35
姓名: 长王怀强
职务: 一监区监区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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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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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4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49
序号：36
姓名: 雷波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4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50
序号：37
姓名: 李敏
职务: 狱警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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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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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51
序号：38
姓名: 王同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52
序号：39
姓名: 韩明勤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53
序号：40
姓名: 吴利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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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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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54
序号：41
姓名: 陈国兴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55
序号：42
姓名: 王九林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3657
序号：43
姓名: 吴建中
职务: 书记（省劳教局副局长、副书记）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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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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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58
序号：44
姓名: 谷桂林
职务: 副书记兼所长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0
序号：45
姓名: 许平
职务: 政治部主任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1
序号：46
姓名: 赵国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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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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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2
序号：47
姓名: 钱敏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3
序号：48
姓名: 鲁智春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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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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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64
序号：49
姓名: 孟宇 （音）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孟宇（音）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5
序号：50
姓名: 陈茂浓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6
序号：51
姓名: 王太平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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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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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7
序号：52
姓名: 魏智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69
序号：53
姓名: 徐海风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6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70
序号：54
姓名: 汪昆林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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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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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3671
序号：55
姓名: 陆迪凤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蚌埠市蚌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2
序号：56
姓名: 张树春
职务: 政法委政委
单位: 蚌埠市蚌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3
序号：57
姓名: 石向东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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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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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蚌埠市蚌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4
序号：58
姓名: 李百正
职务: 邪教大队长
单位: 蚌埠市蚌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5
序号：59
姓名: 胡留柱
职务: 邪教支队长
单位: 蚌埠市蚌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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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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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76
序号：60
姓名: 窦金刚
职务: 邪教支队政委
单位: 蚌埠市蚌山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7
序号：61
姓名: 刘兴志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蚌山区天桥街道办事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8
序号：62
姓名: 曹保松
职务: (前任)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蚌山区天桥街道办事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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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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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79
序号：63
姓名: 喻荣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蚌山区天桥街道办事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安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8

编号: 3680
序号：64
姓名: 张连海
职务: “610 办公室”
单位: 临泉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编号: 3681
序号：65
姓名: 刘景
职务: 教委主任
单位: 临泉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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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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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编号: 3682
序号：66
姓名: 柳怀灿
职务: 原校长
单位: 临泉二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编号: 3683
序号：67
姓名: 王志和
职务: 校长
单位: 临泉二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编号: 3684
序号：68
姓名: 李兴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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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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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校长
单位: 临泉二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编号: 3685
序号：69
姓名: 张保安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临泉二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编号: 3686
序号：70
姓名: 张培建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临泉二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临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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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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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87
序号：71
姓名: 杨先富
职务: 书记
单位: 庐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7
迫害案例:


追查合肥市庐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章秋红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0

编号: 3688
序号：72
姓名: 长王璐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庐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8
迫害案例:


追查合肥市庐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章秋红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0

编号: 3689
序号：73
姓名: 窦本富
职务: 警察
单位: 庐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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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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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合肥市庐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章秋红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0

编号: 3690
序号：74
姓名: 沈光尧
职务: 主任
单位: 庐阳区丽都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0
迫害案例:


追查合肥市庐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章秋红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0

编号: 3691
序号：75
姓名: 侯宇明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庐阳区双岗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1
迫害案例:


追查合肥市庐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章秋红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0

编号: 3692
序号：76
姓名: 武德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庐阳区双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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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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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2
迫害案例:


追查合肥市庐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章秋红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50

编号: 3693
序号：77
姓名: 李立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694
序号：78
姓名: 邓祖霞
职务: 二大队队长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695
序号：79
姓名: 周明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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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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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696
序号：80
姓名: 盛诗琴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697
序号：81
姓名: 过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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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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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98
序号：82
姓名: 黄书英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9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700
序号：83
姓名: 王璐璐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701
序号：84
姓名: 慈玲玲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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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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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703
序号：85
姓名: 张燕 (2)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3705
序号：86
姓名: 张健
职务: 政法委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06
序号：87
姓名: 范旵华
职务: 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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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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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07
序号：88
姓名: 张东平
职务: 公安局局长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08
序号：89
姓名: 杨基平
职务: 政保科科长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09
序号：90
姓名: 吴松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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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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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科长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10
序号：91
姓名: 程平
职务: 郊区法院一组组长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11
序号：92
姓名: 盛昌辉
职务: 大观区法院四组组长
单位: 安庆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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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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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12
序号：93
姓名: 梅晓风
职务: 所长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安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芮晓林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

编号: 3713
序号：94
姓名: 陈安原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14
序号：95
姓名: 阎伟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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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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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15
序号：96
姓名: 单严法
职务: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16
序号：97
姓名: 李万刚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17
序号：98
姓名: 张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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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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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18
序号：99
姓名: 纵志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19
序号：100
姓名: 李孝林
职务: 国保局
单位: 萧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20
序号：101
姓名: 朱永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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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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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诉讼科
单位: 萧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21
序号：102
姓名: 任远
职务: 法官
单位: 萧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编号: 3722
序号：103
姓名: 张东
职务: 庭长
单位: 萧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萧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朝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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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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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23
序号：104
姓名: 李荣超
职务: “610 办公室”国保支队支队长
单位: 蚌埠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3724
序号：105
姓名: 巫希平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蚌埠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3726
序号：106
姓名: 许金彪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蚌埠市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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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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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3727
序号：107
姓名: 马浩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蚌埠市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3728
序号：108
姓名: 钟永祥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蚌埠市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3729
序号：109
姓名: 高锋
职务: 局长
单位: 新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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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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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3730
序号：110
姓名: 吴家斌
职务: 保卫科科长
单位: 合肥市叉车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3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

编号: 3731
序号：111
姓名: 李进
职务: 保卫科副科长
单位: 合肥市叉车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3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

编号: 11761
序号：112
姓名: 黄启俊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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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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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分监区长
单位: 合肥市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电话：办公室 0557-3040379 咨询：0557-3021277 监管监区办公室：0577-3060935
宿州监狱 0557-3033003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897
宿州女监 0557-3021020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198
分监区长黄启俊：0557-3043062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纪广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3

编号: 11791
序号：113
姓名: 冯家宝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合肥市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电话：办公室 0557-3040379 咨询：0557-3021277 监管监区办公室：0577-3060935
宿州监狱 0557-3033003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897
宿州女监 0557-3021020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198
监狱长冯家宝：0557-306182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9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恩奎的责任人卢杨、于维周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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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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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文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纪广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3

编号: 11804
序号：114
姓名: 姚松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洗脑基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0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11805
序号：115
姓名: 王怀强
职务: 一监区监区长
单位: 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0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11813
序号：116
姓名: 张军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宿州监狱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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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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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

编号: 11816
序号：117
姓名: 王珏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编号: 11825
序号：118
姓名: 洪国林
职务: 狱警
单位: 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2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南湖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忠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5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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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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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856
序号：119
姓名: 史然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11859
序号：120
姓名: 何新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11861
序号：121
姓名: 侯景艳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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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5 of 90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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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淑玲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9

编号: 11882
序号：122
姓名: 刘亚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蚌埠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8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蚌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瞿惠萍的责任人李荣超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1

编号: 13189
序号：123
姓名: 杨思松
职务: 主任
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3190
序号：124
姓名: 陆忠敬
职务: 副书记、主任
单位: 合肥市政法委、合肥市“610 办公室”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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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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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荣事达大道 17 号
邮编：230001
电话：0551-3537721 0551-2646212（政法委）0551-2928550（610）
政法委副书记、市 610 主任陆忠敬： 办 0551-3537702 宅 4246221 1385511375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纪广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3

编号: 13191
序号：125
姓名: 李琼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合肥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荣事达大道 17 号
邮编：230001
电话：0551-3537721 0551-2646212（政法委）0551-2928550（610）
市 610 副主任李琼：办 0551-3537262 宅 5516968 1395513823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纪广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3

编号: 13192
序号：12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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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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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文涛
职务: 副书记、主任
单位: 合肥市政法委、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193
序号：127
姓名: 程瀚
职务: 局长
单位: 合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3194
序号：128
姓名: 桑宝庆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合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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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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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3195
序号：129
姓名: 沈朝晖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196
序号：130
姓名: 孙先友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197
序号：131
姓名: 丁文华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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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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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198
序号：132
姓名: 李志军
职务: 院长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199
序号：133
姓名: 王明汉
职务: 局长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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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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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00
序号：134
姓名: 王劲松
职务: 所长
单位: 合肥市芜湖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201
序号：135
姓名: 陈小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合肥市芜湖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3202
序号：136
姓名: 王霞
职务: 主任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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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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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剑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

编号: 14289
序号：137
姓名: 高川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8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0
序号：138
姓名: 曹金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政法委、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1
序号：139
姓名: 王增军
职务: 院长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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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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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2
序号：140
姓名: 颜承尧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3
序号：141
姓名: 谭峰
职务: 局长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4
序号：142
姓名: 吴先彬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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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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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5
序号：143
姓名: 袁磊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4296
序号：144
姓名: 胡献春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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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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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4297
序号：145
姓名: 周心泉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亳州市谯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9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亳州谯城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父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5

编号: 15003
序号：146
姓名: 张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合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04
序号：147
姓名: 程彰德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合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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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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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05
序号：148
姓名: 查振友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合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06
序号：149
姓名: 孔繁年
职务: 局长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07
序号：150
姓名: 刘宗信
职务: 书记
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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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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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08
序号：151
姓名: 蒋建国
职务: 院长
单位: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09
序号：152
姓名: 丁普生
职务: 员工
单位: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10
序号：153
姓名: 张鸿雁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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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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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员工
单位: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1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15011
序号：154
姓名: 徐徐
职务: 员工
单位: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1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丁兆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

编号: 20078
序号：155
姓名: 戴来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宣城市广德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景贤街 邮编:242200
电话: 0563-602241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7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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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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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079
序号：156
姓名: 陈辉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广德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景贤街 邮编:242200
电话: 1395657785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7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编号: 20080
序号：157
姓名: 朱志宏
职务: 队长
单位: 广德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德县桃州镇景贤街 89 号 邮编:242200
电话: 总机 0563-6022441、0563-6022473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8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编号: 20081
序号：158
姓名: 王武洪
职务: 队长 (前任)
单位: 广德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德县桃州镇景贤街 89 号 邮编:242200
电话: 13805632702, 总机 0563-6022441、0563-6022473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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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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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8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编号: 20082
序号：159
姓名: 吴天星
职务: 队长 (前任)
单位: 广德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德县桃州镇景贤街 89 号 邮编:242200
电话: 10563-6041542, 手 13905637760, 总机 0563-6022441、0563-6022473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8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编号: 20083
序号：160
姓名: 杨雪忠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广德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德县桃州镇景贤街 89 号 邮编:242200
电话: 13856386111, 总机 0563-6022441、0563-6022473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8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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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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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084
序号：161
姓名: 刘德旺
职务: 纪检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广德县教委纪检书记兼“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桃州路 邮编:242200
教育局电话：0563-6022918
联系电话：0563—60150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8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编号: 20085
序号：162
姓名: 王兆德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宣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叠嶂西路 93 号 邮编:242000
公安局电话：0563-302283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8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610 办公室”主任陈辉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00

编号: 20221
序号：163
姓名: 董辉
职务: 队长
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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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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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2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高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祖强父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8

编号: 20222
序号：164
姓名: 袁宝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南湖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2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高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祖强父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8

编号: 21219
序号：165
姓名: 黄爱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淮南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学院南路 86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6665955 05542674403
书记黄爱华（女）：0554-6612201、0554-6612208（办）0554-6642253（宅）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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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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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1220
序号：166
姓名: 李家铭
职务: 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淮南市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学院南路 86 号 邮编:232001
电话: 6612207, 6651156, 13855465135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21
序号：167
姓名: 胡志刚
职务: 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
单位: 淮南市政法委政法委、市综治办主任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学院南路 86 号 邮编:232001
电话: 0554－ 6612066, 6646645, 1330554233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22
序号：168
姓名: 胡雷
职务: 书记
单位: 谢家集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区委电话: 0554-567481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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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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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1223
序号：169
姓名: 苗新华
职务: 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谢家集区政法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电话: 办 5677339, 手机 13013050301, 宅 0554－5674173
区委电话: 0554-567481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1224
序号：170
姓名: 应海云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单位: 谢家集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电话: 13866316919
区委电话: 0554-567481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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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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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1225
序号：171
姓名: 朱宗好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谢家集区政法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区委电话: 0554-567481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1226
序号：172
姓名: 张鹏程
职务: 警察
单位: 谢家集区蔡新路派出所, 谢家集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 谢家集区蔡新南路 邮编:232052
派出所： 0554-5719086
谢家集公安分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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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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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电话：0554-5677529
警察张鹏程：1306347118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1227
序号：173
姓名: 邱国志
职务: 警察
单位: 谢家集区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 谢家集区蔡新南路 邮编:232052
电话: 13956456058
派出所： 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28
序号：174
姓名: 毕家喜
职务: 警察
单位: 谢家集区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 谢家集区蔡新南路 邮编:232052
电话: 13956433692, 0554-5719086
派出所： 0554-571908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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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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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29
序号：175
姓名: 陈士俊
职务: 主任
单位: 谢家集区立新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新建村立新街道办事处 邮编:232052
街道办电话： 0554-571771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2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30
序号：176
姓名: 孔令昌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淮南矿务局“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淮南矿业集团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洞山中路 1 号 邮编:232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3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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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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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1231
序号：177
姓名: 姚俊
职务: 书记
单位: 淮南矿业公用事业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街道 淮南矿业集团公用事业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232001
公司电话: 0554-7624621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3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32
序号：178
姓名: 王恒
职务: 部长
单位: 淮南矿业公用事业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街道 淮南矿业集团公用事业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232001
公司电话: 0554-7624621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3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1233
序号：179
姓名: 屠成
职务: 警察
单位: 淮南矿业公用事业公司公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街道 淮南矿业集团公用事业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23200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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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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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 0554-7624621
屠成: 1590554152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3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及“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05

编号: 23222
序号：180
姓名: 孙志强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淮南市田家庵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路二号
邮编：232007
电话：0554-3623421
国保大队长孙志强：1390554150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23
序号：181
姓名: 陆敬军
职务: 主任
单位: 淮南市田家庵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邮编：232007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主任陆敬军（女）：15955407653 0554-6888390 0554-3235575
陆敬军住址：淮南市洞山颐园北村 17-02-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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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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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24
序号：182
姓名: 朱磊
职务:
单位: 淮南市田家庵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邮编：232007
电话：05542698010 0554－2698090
“610”成员朱磊：13956403945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25
序号：183
姓名: 沈朝磊
职务: 原任党委书记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原任党委书记沈朝磊：1350057557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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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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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226
序号：184
姓名: 姬可理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现任党委书记姬可理：13505545589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27
序号：185
姓名: 褚宝田
职务: 所长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所长褚宝田：13705543980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28
序号：186
姓名: 鲁绍务
职务: 副所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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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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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副所长鲁绍务：1885428000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29
序号：187
姓名: 万朝金
职务: 保卫处长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保卫处长万朝金：13500577339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30
序号：188
姓名: 黄士才
职务: 保卫干事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保卫干事黄士才：1395641989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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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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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3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31
序号：189
姓名: 朱克好
职务: 主任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主任朱克好：13605549021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3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32
序号：190
姓名: 李文斌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副主任李文斌：13855468235 13855406961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3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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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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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233
序号：191
姓名: 张益民
职务: 办事员
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369 号
邮编：232001
电话：0554-3315642 传真：0554-3310652
办事员张益民：13655613675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3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221

编号: 23653
序号：192
姓名: 朱杰
职务: 副区长
单位: 淮南市谢家集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政府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平山路 邮编：232052
电话：0554-5677993 5677720
副区长朱杰（主管司法、公安）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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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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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654
序号：193
姓名: 李家奎
职务: 所长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55
序号：194
姓名: 王清龙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56
序号：195
姓名: 李宗梁
职务: 副所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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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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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57
序号：196
姓名: 殷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58
序号：197
姓名: 韩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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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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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59
序号：198
姓名: 王国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60
序号：199
姓名: 汤颖
职务: 警察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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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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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61
序号：200
姓名: 戚良春
职务: 警察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62
序号：201
姓名: 谢娟
职务: 警察
单位: 淮南市蔡新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蔡新南路
电话：0554—5719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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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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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663
序号：202
姓名: 苏红华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夏郢孜路 邮编：232052
电话：0554-5677514 5672795
院长室：5672882
刑事审判庭：5689500 5679239
执行庭：5672883
庭长苏红华：5689500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64
序号：203
姓名: 颜于胜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卧龙山西路 邮编：232052
检察长室：5672540
起诉科：5672530
电话：567791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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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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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665
序号：204
姓名: 李岩
职务:
单位: 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卧龙山西路 邮编：232052
检察长室：5672540
起诉科：5672530
电话：567791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编号: 23666
序号：205
姓名: 胡新峰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卧龙山西路 邮编：232052
检察长室：5672540
起诉科：5672530
电话：567791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6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刘德元、朱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2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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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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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4354
序号：206
姓名: 唐传有
职务: 警察, 法轮功转化基地监区长
单位: 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电话：办公室 0557-3040379 咨询：0557-3021277 监管监区办公室：0577-3060935
宿州监狱 0557-3033003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897
宿州女监 0557-3021020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198
法轮功转化基地监区长唐传有：0557-3039687 手机：13305576300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纪广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3

编号: 24355
序号：207
姓名: 翟建华
职务: 八分监区狱警
单位: 安徽省宿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电话：办公室 0557-3040379 咨询：0557-3021277 监管监区办公室：0577-3060935
宿州监狱 0557-3033003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897
宿州女监 0557-3021020 （集中关押大法弟子）传真 0557-363019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州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纪广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5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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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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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006
序号：208
姓名: 高德金
职务: 县委书记
单位: 原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皇武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2217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07
序号：209
姓名: 俞正义
职务: 书记
单位: 原无为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檀树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017
俞正义：13505653177, 0565-6311006, 0565-63253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08
序号：210
姓名: 吴文斌
职务: 书记
单位: 原无为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檀树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01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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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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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09
序号：211
姓名: 夏朝晖
职务: 原副书记
单位: 原无为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檀树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017
夏朝晖：0565-63235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0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0
序号：212
姓名: 章进
职务: 局长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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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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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011
序号：213
姓名: 彭可兴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彭可兴(原任)：13905652880 0565-6312511（办） 0565-3190009（宅）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2
序号：214
姓名: 周逢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周逢标：13605652019，0565-6310984，0565-633914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3
序号：215
姓名: 张继炳
职务: 原副政委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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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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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张继炳：13905657241 0565-6315300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4
序号：216
姓名: 黄启富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黄启富：13805651218，0565-6315284，0565-6311939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5
序号：217
姓名: 汪蓓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汪蓓：13856538866 宅 0565-631345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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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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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6
序号：218
姓名: 黄兆雪
职务: 国安人员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黄兆雪（凶手）：0565-6311339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7
序号：219
姓名: 王明新
职务: 国安人员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王明新（王明兴）：0565-631528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8
序号：220
姓名: 罗业红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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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6 of 90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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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职务: 国安人员 （女）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罗业红（女）：13966356336 0565-6315284 0565-633295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9
序号：221
姓名: 章长贵
职务: 书记
单位: 原泉塘镇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0001
章长贵：13605656333 0565-6310698 0565-63227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20
序号：222
姓名: 周晓堂
职务: 书记
单位: 原泉塘镇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0001
周晓堂：0565-60839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安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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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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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21
序号：223
姓名: 钱俊
职务: 所长
单位: 原泉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巢湖市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1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22
序号：224
姓名: 伍晓树
职务: 所长
单位: 原泉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巢湖市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1110
晓树：1390565277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2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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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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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023
序号：225
姓名: 刘小兵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原泉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巢湖市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1110
刘小兵：13805655575 0565-6336984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24
序号：226
姓名: 宣远华
职务: 干事
单位: 泉塘镇民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泉塘镇 邮编：238362
电话：0565-6960001
宣远华：13966359338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4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25
序号：227
姓名: 彭先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无城镇城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2231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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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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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涛：0565-6336696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25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7327
序号：228
姓名: 樊春 （音）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2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培智、朱春梅、刘德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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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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