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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编号: 3735
序号：1
姓名: 郭基达
职务: 党组书记、副主席
单位: 浙江省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35
迫害案例: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编号: 3736
序号：2
姓名: 季道藩
职务:
单位: 浙江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36
迫害案例: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编号: 3737
序号：3
姓名: 潘丽萍
职务:
单位: 绍兴晚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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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f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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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37
迫害案例: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编号: 16921
序号：4
姓名: 王雷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南京市铁路公安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141 号
电话︰025-85021309 85820688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21
迫害案例:




邮编︰210015

追查南京铁路公安处和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爱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50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爱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83
追查南京市、区、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08

编号: 17155
序号：5
姓名: 徐颜吉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5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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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6
序号：6
姓名: 吉永根
职务: 政委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5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57
序号：7
姓名: 丁丽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5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58
序号：8
姓名: 叶黎
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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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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59
序号：9
姓名: 周晓青
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5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0
序号：10
姓名: 陈志英
职务: 四大队专管中队指导员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1
序号：11
姓名: 朱红霞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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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2
序号：12
姓名: 李莺莺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3
序号：13
姓名: 陈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4
序号：14
姓名: 姚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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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5
序号：15
姓名: 牟凌寒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6
序号：16
姓名: 徐霞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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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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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7167
序号：17
姓名: 蔡金星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8
序号：18
姓名: 陈玲莉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69
序号：19
姓名: 周颖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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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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0
序号：20
姓名: 李燕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1
序号：21
姓名: 于艳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2
序号：22
姓名: 俞王霞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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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3
序号：23
姓名: 姜璀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4
序号：24
姓名: 王小娥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5
序号：25
姓名: 蒋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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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6
序号：26
姓名: 蒋丽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7
序号：27
姓名: 胡红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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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8
序号：28
姓名: 谢琪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179
序号：29
姓名: 陈林丽
职务: 警察
单位: 莫干山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7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76

编号: 17519
序号：30
姓名: 黄宝贤
职务: 主任
单位: 杭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318 号 邮编: 310026
电话: 0571852524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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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0
序号：31
姓名: 王翔 (1)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杭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318 号 邮编: 310026
电话: 0571852524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1
序号：32
姓名: 严正满
职务: 宣教处长
单位: 杭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318 号 邮编: 310026
电话: 0571852524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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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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2
序号：33
姓名: 涂志林
职务: 督察处长
单位: 杭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318 号 邮编: 310026
电话: 0571852524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3
序号：34
姓名: 陈健
职务: 局长
单位: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西湖区虎跑路 49 号 邮编: 310008
电话: 0571-87285538、0571-87285535、0571-8728553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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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4
序号：35
姓名: 沈盛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西湖区虎跑路 49 号 邮编: 310008
电话:0571-87285538、0571-87285535、0571-8728553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5
序号：36
姓名: 王冬竹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西湖区虎跑路 49 号 邮编: 310008
电话:0571-87285538、0571-87285535、0571-8728553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6
序号：37
姓名: 张琦
职务: 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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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文二西路 9 号 邮编: 310012
电话: 0571－88497911 88497958
传真电话：88497992 （院办） 88497846（立案庭）
立案咨询电话：0571-88497846、88497843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监督电话：0571-88497986、 88497897
监督信箱：设在法院政治处。
监督电子信箱：hzxihufy123@hotmail.com 部门电话：
刑 庭：88497959 民一庭：88497943 民二庭：88497899
民三庭：88497938 行政庭：88497894 执行局：88497903
执行实施一科：88497880 执行实施二科：87317089
执行实施三科：88497867
立案庭：88497980 送达保全科：88497923
审监庭：88497975 法警队：88497917
上泗法庭：87317091 8731709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7
序号：38
姓名: 朱虹
职务: 书记员（女）
单位: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杭州市文二西路 9 号 邮编: 310012
电话: 0571－88497911 88497958
传真电话：88497992 （院办） 88497846（立案庭）
立案咨询电话：0571-88497846、88497843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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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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8
序号：39
姓名: 张鸣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杭州市西湖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邮编: 310012
电话: 0571-87933734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29
序号：40
姓名: 高翔
职务: 常务副检察长
单位: 杭州市西湖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2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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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0
序号：41
姓名: 胡菲
职务: 政治处主任
单位: 杭州市西湖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邮编: 310012
电话: 0571-87933734
政治处主任胡菲，0571-87933726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31
序号：42
姓名: 孙军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杭州市西湖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邮编: 310012
电话: 0571-87933734
公诉科孙军；0571－87933726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17532
序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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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永达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杭州市西湖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灵北路 8 号 邮编: 310012
电话: 0571-87933734
公诉科苏永达；0571－87933726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建平、魏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2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21657
序号：44
姓名: 周伟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
单位: 杭州市政法委、市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 318 号 邮编：310026
电话：85252473
政法委电话：852524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开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6

编号: 21658
序号：45
姓名: 翁广禹
职务: 科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苑路 2 号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7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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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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电话：（0571）88801155 、（0571）85126916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开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6

编号: 21659
序号：46
姓名: 程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杭州市古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益乐路 36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8935737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开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6

编号: 21660
序号：47
姓名: 杨振
职务: 警察
单位: 杭州市古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益乐路 36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8935737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6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开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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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7
序号：48
姓名: 王魁
职务: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 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康平路 2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12000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08
序号：49
姓名: 王林根
职务: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康平路 2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12000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8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09
序号：50
姓名: 林徐志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青年路 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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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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16100
大队长：林徐志 手机：139045769099
六一零办公室」电话：0576-88216198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9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0
序号：51
姓名: 王凌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青年路 82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16100
大队长：林徐志 手机：139045769099
六一零办公室电话：0576-88216198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0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1
序号：52
姓名: 张利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邮编︰318000
看守所电话 0576-8813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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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1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2
序号：53
姓名: 张仁
职务: 警察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邮编︰318000
看守所电话 0576-88132537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2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3
序号：54
姓名: 王惠招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明路 9 号
电话：0576-8831082
邮编：318000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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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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4
序号：55
姓名: 王普国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4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5
序号：56
姓名: 陶美娟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5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6
序号：57
姓名: 周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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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审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6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7
序号：58
姓名: 吕彩丽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1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19
序号：59
姓名: 戴根祥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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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9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20
序号：60
姓名: 金舒情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0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21
序号：61
姓名: 徐海丽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 368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22971 传真：0576-8889765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1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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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2
序号：62
姓名: 张虎林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399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55302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2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23
序号：63
姓名: 董仁喜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399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55302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3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3425
序号：64
姓名: 许雪征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399 号
邮编：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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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6-855302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25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6331
序号：65
姓名: 戴宪法
职务: 主任
单位: 温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人民东路 258 号 邮编：317500
联系电话：576-86120916
戴宪法: 576-81608300 手机：139586931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2
序号：66
姓名: 林波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温岭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人民东路 322 号公安大楼 邮编：317500
电话：576-86106969 邮箱:wldhb@sohu.com
林波:手机 13957616066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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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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3
序号：67
姓名: 程勇明
职务:
单位: 温岭市检察院公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湖北路 218 号 邮编：318000
联系电话：576-86222462
程勇明:电话：576-86086181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4
序号：68
姓名: 应荣辉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温岭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湖中路 198 号 邮编: 318000
联系电话：576-86128805
应荣辉:手机：13858635725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5
序号：69
姓名: 许声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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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审员
单位: 温岭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湖中路 198 号 邮编: 318000
联系电话：576-86128805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6
序号：70
姓名: 方玉春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温岭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湖中路 198 号 邮编: 318000
联系电话：576-86128805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7
序号：71
姓名: 陈夏斌
职务:
单位: 温岭市太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东门北路 219 号。 邮政编码: 317500
电话：576-86222128，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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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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8
序号：72
姓名: 陈卫平
职务: 副部长
单位: 温岭市委统战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温岭市卖鱼桥社区方城路 58 号 邮编: 317500
办公室电话（传真）：576-86223057 民宗局：576-86218102 台办：576-86221707 .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39
序号：73
姓名: 何颖
职务:
单位: 温岭市妇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温岭市妇联 邮编: 317500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40
序号：74
姓名: 胡云娥
职务:
单位: 温岭市太平街道东辉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温岭市 太平街道东辉小区。邮编: 3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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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of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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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4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41
序号：75
姓名: 张国宏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台州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与学院路交叉路口 邮编:318000
电话:576-88200892 88203737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4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42
序号：76
姓名: 陈泽彪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台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99 号 邮编:318000
电话: 576-88553093
陈泽彪:电话: 576-88553033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4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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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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大连市、浙江省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德喜、罗淑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01

编号: 26343
序号：77
姓名: 朱仁跃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台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99 号 邮编:318000
电话: 576-88553093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4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6344
序号：78
姓名: 朱坚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台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99 号 邮编:318000
电话: 576-88553093
朱坚:手机：13957601672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4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岭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惠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30

编号: 27341
序号：79
姓名: 楼忠强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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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缙云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黄龙路 38 号
电话：楼忠强 0578-3312059 1339688967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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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21400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2
序号：80
姓名: 刘晓才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9（刘晓才 大队长）

邮编 321400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3
序号：81
姓名: 潘伟庆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8（潘伟庆 副大队长）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邮编 3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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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4
序号：82
姓名: 朱祝玫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7（朱祝玫 指导员）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5
序号：83
姓名: 陈建文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6（陈建文 国保民警）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5
迫害案例:


邮编 321400

邮编 321400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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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f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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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27346
序号：84
姓名: 君丹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5（君丹 科长）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6
迫害案例:


邮编 321400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7
序号：85
姓名: 朱茂光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2 3233183 （朱茂光副科长）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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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21400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8
序号：86
姓名: 陈耿华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邮编 3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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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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8-3233182 3233183 （陈耿华副科长）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9
序号：87
姓名: 设荣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2 3233183 （设荣副科长）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9
迫害案例:


邮编 321400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0
序号：88
姓名: 李汝东
职务: 局长
单位: 缙云县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黄龙路 52 号
李汝东 13906881472 局长室 0578-3135420
单位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0
迫害案例:


邮编 321400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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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1
序号：89
姓名: 郑旺珠
职务: 洗脑班副校长(缙云县), 检察院政治处主任
单位: 缙云县（洗脑班副校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郑旺珠 13957095353 手机
缙云县检察院地址: 浙江省缙云县 邮编：3214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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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7095353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2
序号：90
姓名: 渖金清
职务:
单位: 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渖金清：住宅电话：0578-2268097，办公室电话：0578-20918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3
序号：91
姓名: 罗根海
职务:
单位: 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罗根海：住宅电话：0578-2569259，办公室电话：0578-209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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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4
序号：92
姓名: 叶沛华
职务:
单位: 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叶沛华：住宅电话：0578-2132362，办公室电话：0578-20918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5
序号：93
姓名: 单炜
职务:
单位: 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单炜：住宅电话：0578-21169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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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