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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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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安徽;  

编号: 128577   (序号：1) 
姓名: 杨永魁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永魁-2020（第 0113 号）-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1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28578   (序号：2) 
姓名: 李强（1）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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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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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永魁-2020（第 0113 号）-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1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28579   (序号：3) 
姓名: 郭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永魁-2020（第 0113 号）-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1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28580   (序号：4) 
姓名: 韦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看守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张营乡开发区  临泉县看守所 
       邮编：2364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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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永魁-2020（第 0113 号）-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1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28582   (序号：5) 
姓名: 李新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谭棚镇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谭棚镇谭李路  谭棚派出所 
       邮编：2364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8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永魁-2020（第 0113 号）-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1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0067   (序号：6) 
姓名: 詹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大南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詹伟- -2020（第 0182 号）-安徽省安庆市大南门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7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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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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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0068   (序号：7) 
姓名: 王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大南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詹伟- -2020（第 0182 号）-安徽省安庆市大南门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7 

编号: 130069   (序号：8) 
姓名: 黄杰 
职务: 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16 

      安徽省安庆市政法委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东部新城综合写字楼  安庆市政法委 
      邮编: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詹伟- -2020（第 0182 号）-安徽省安庆市大南门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7 

编号: 130722   (序号：9) 
姓名: 李香贤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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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包河区政府北楼六层 614 室   包河区政法委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23   (序号：10) 
姓名: 李强（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25   (序号：11) 
姓名: 鲍大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与玉龙路交口  滨湖派出所   
       邮编：230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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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26   (序号：12) 
姓名: 卢下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与玉龙路交口  滨湖派出所   
       邮编：230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27   (序号：13) 
姓名: 胡燕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与玉龙路交口  滨湖派出所   
       邮编：230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28   (序号：14) 
姓名: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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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人民检察院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29   (序号：15) 
姓名: 凌圣荣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人民法院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30   (序号：16) 
姓名: 李莉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人民法院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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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0731   (序号：17) 
姓名: 张明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人民法院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天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1 

编号: 131128   (序号：18) 
姓名: 音卫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2 号 蜀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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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130   (序号：19) 
姓名: 李春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山湖路 1 号，井岗派出所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编号: 131131   (序号：20) 
姓名: 朱毅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编号: 131133   (序号：21) 
姓名: 鲍杰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院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合肥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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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编号: 131134   (序号：22) 
姓名: 汪蕾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院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合肥市中级法院  
       邮编：2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编号: 131135   (序号：23) 
姓名: 胡宏林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院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合肥市中级法院  
       邮编：2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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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编号: 131136   (序号：24) 
姓名: 吕文博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院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合肥市中级法院  
       邮编：2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亚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9 

编号: 131137   (序号：25) 
姓名: 何友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芜湖市政法委 
      安徽省芜湖市政通路 66 号政务文化中心    芜湖市政法委  
       邮编：24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芜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8 

编号: 131139   (序号：26) 
姓名: 李兵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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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鲁港路 172 号  弋江公安分局    
       邮编：24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芜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8 

编号: 131141   (序号：27) 
姓名: 何晓春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弋江派出所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松元路   弋江派出所  
       邮编：24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芜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8 

编号: 131143   (序号：28) 
姓名: 陈帮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 
      安徽芜湖弋江区马仁山西路 162 号  弋江区检察院  
       邮编：24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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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芜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8 

编号: 131144   (序号：29) 
姓名: 马卫 
职务: 检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 
      安徽芜湖弋江区马仁山西路 162 号  弋江区检察院  
       邮编：24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芜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8 

编号: 131146   (序号：30) 
姓名: 高凡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法院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花津南路 26 号    弋江区法院   
       邮编：24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芜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翠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8 

编号: 131470   (序号：31) 
姓名: 徐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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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西园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屯溪路西园新村松涛里  西园派出所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编号: 131471   (序号：32) 
姓名: 吴立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15 号     肥东县政法委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1472   (序号：33) 
姓名: 胡朝龙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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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15 号     肥东县政法委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4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15 号     肥东县政法委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1473   (序号：34) 
姓名: 刘珍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南环路   肥东县公安局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1474   (序号：35) 
姓名: 袁长龙 
职务: 国保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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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南环路   肥东县公安局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1475   (序号：36) 
姓名: 吴钊智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南环路   肥东县公安局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编号: 131477   (序号：37) 
姓名: 张树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肥东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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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编号: 131479   (序号：38) 
姓名: 王国兵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撮镇派出所 
      安徽合肥市肥东县撮镇镇合裕路  撮镇派出所  
       邮编：2316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编号: 131481   (序号：39) 
姓名: 王学虎 
职务: 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茶山村政府 
      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镇茶山村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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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编号: 131482   (序号：40) 
姓名: 吴彩福 
职务: 会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茶山村政府 
      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镇茶山村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编号: 131484   (序号：41) 
姓名: 董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女子看守所 
      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北城世纪城梅冲湖路   合肥市女子看守所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小水 --2021（第 093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4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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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336   (序号：42) 
姓名: 瞿临祉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小水 --2021（第 093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4 

编号: 132337   (序号：43) 
姓名: 黎俊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小水 --2021（第 093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4 

编号: 132339   (序号：44) 
姓名: 乔芝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铜陵北路 6 号   瑶海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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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小水 --2021（第 093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小水 --2021（第 12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东海--2021（第 139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0 

编号: 132720   (序号：45) 
姓名: 吴桂林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政法委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太白大道 2008 号 2 号楼 马鞍山市政法委 
       邮编：243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4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23   (序号：46) 
姓名: 周发强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政法委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沙塘路街道竹园路 200 号 花山区政法委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41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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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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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天宝路 567 号 花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24   (序号：47) 
姓名: 李远好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天宝路 567 号 花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26   (序号：48) 
姓名: 芮明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花山派出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东苑八村五栋  花山派出所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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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28   (序号：49) 
姓名: 张建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桃源派出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菊园路 桃源派出所  
       邮编：243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30   (序号：50) 
姓名: 刘冬冬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塘西派出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安佳苑 99 栋 塘西派出所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32   (序号：51) 
姓名: 李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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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路东路 199 号 花山区检察院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34   (序号：52) 
姓名: 徐飞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东路 197 号   花山区法院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35   (序号：53) 
姓名: 甘蔚萍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东路 197 号   花山区法院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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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36   (序号：54) 
姓名: 周俊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东路 197 号   花山区法院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编号: 132737   (序号：55) 
姓名: 吴卫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北东路 197 号   花山区法院 
       邮编：2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马鞍山市迫害王树华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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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854   (序号：56) 
姓名: 李影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2856   (序号：57) 
姓名: 孙洁清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2857   (序号：58) 
姓名: 李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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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2859   (序号：59) 
姓名: 白祥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2860   (序号：60) 
姓名: 刘建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3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2861   (序号：61) 
姓名: 董濮玉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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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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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2864   (序号：62) 
姓名: 许彬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政法委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128 号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7 

编号: 132865   (序号：63) 
姓名: 赵守圣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东路辅路  田家庵区公安分局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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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7 

编号: 132866   (序号：64) 
姓名: 汤孝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东路辅路  田家庵区公安分局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7 

编号: 132867   (序号：65) 
姓名: 侯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田家庵区法院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7 

编号: 132868   (序号：66) 
姓名: 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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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田家庵区法院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7 

编号: 132870   (序号：67) 
姓名: 文则俊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法院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西路    淮南市中级法院 
       邮编： 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夏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7 

编号: 132890   (序号：68) 
姓名: 张言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站区龙岗派出所（瑶海分局龙岗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 119 号   新站区龙岗派出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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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小水 --2021（第 12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0 

编号: 132970   (序号：69) 
姓名: 刘大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广场派出所（站前路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站前路 9 号   广场派出所  
       邮编：2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1 

编号: 132971   (序号：70) 
姓名: 倪兵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000 号  蜀山区法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伟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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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094   (序号：71) 
姓名: 简洪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095   (序号：72) 
姓名: 张卫（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096   (序号：73) 
姓名: 姚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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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097   (序号：74) 
姓名: 郜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098   (序号：75) 
姓名: 刘全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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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099   (序号：76) 
姓名: 袁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0   (序号：77) 
姓名: 李大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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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1   (序号：78) 
姓名: 李妮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2   (序号：79) 
姓名: 燕易衡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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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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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3   (序号：80) 
姓名: 于娟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公安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 188 号  临泉县公安局 
       邮编：23640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明南路 119 号  临泉县国保大队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4   (序号：81) 
姓名: 张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东关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四化路  东关派出所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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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5   (序号：82) 
姓名: 李迎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东关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四化路  东关派出所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7   (序号：83) 
姓名: 孙勇（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西关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关镇城中南路 32 号  西关派出所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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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108   (序号：84) 
姓名: 周洪易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西关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关镇城中南路 32 号  西关派出所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09   (序号：85) 
姓名: 樊俊超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北关派出所 (原解放路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城关镇临泉县王路庄港口路 166 号  北关派出所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0   (序号：86) 
姓名: 张亚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北关派出所 (原解放路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城关镇临泉县王路庄港口路 166 号  北关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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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1   (序号：87) 
姓名: 谷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新城派出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解放南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东  新城派出所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2   (序号：88) 
姓名: 董将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检察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 S102 道北侧 临泉县检察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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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3   (序号：89) 
姓名: 赵可可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检察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 S102 道北侧 临泉县检察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4   (序号：90) 
姓名: 闫军会 
职务: 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检察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 S102 道北侧 临泉县检察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5   (序号：91) 
姓名: 许汝佺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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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一环与港口路交叉口东侧  临泉县法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6   (序号：92) 
姓名: 宫荣宾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一环与港口路交叉口东侧  临泉县法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7   (序号：93) 
姓名: 纪付刚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一环与港口路交叉口东侧  临泉县法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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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8   (序号：94) 
姓名: 曹剑锋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一环与港口路交叉口东侧  临泉县法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19   (序号：95) 
姓名: 刘中敏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一环与港口路交叉口东侧  临泉县法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20   (序号：96) 
姓名: 崔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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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南一环与港口路交叉口东侧  临泉县法院 
       邮编：2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0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22   (序号：97) 
姓名: 陈予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看守所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021 乡道阜阳市监管中心  阜阳市看守所 
       邮编：2364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2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迫害王翠兰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6 

编号: 133171   (序号：98) 
姓名: 崔东海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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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东海--2021（第 139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0 

编号: 133173   (序号：99) 
姓名: 王汉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城东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东海--2021（第 139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0 

编号: 133174   (序号：100) 
姓名: 李寄枫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城东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东海--2021（第 139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0 

编号: 133343   (序号：101) 
姓名: 刘旭东 
职务: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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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南环路   肥东县公安局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3345   (序号：102) 
姓名: 徐庆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金阳路与长江东路交叉口  店埠派出所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4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3346   (序号：103) 
姓名: 葛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金阳路与长江东路交叉口  店埠派出所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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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3347   (序号：104) 
姓名: 黎骏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路 1100 号  蜀山区检察院 
       邮编：2300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责任人 - 地区: 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