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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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编号: 128959   (序号：1) 
姓名: 廖国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政法委 
      地址 1：上海市徐汇区宛平路 9 号   上海市政法委  
       邮编：200030 
        
       地址 2：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 225 号  上海市政法委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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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仁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1 

编号: 128960   (序号：2) 
姓名: 龚道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 128 号   上海市公安局  
       邮编：2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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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仁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1 

编号: 128961   (序号：3) 
姓名: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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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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 
      上海市普陀区常德路 1399 号  
       邮编：20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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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仁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1 

编号: 128962   (序号：4) 
姓名: 胡敏颖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 
      上海市普陀区金鼎路 108 号     普陀区检察院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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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仁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 -2020（第 017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坚--2021（第 106 号）-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7 

编号: 128963   (序号：5) 
姓名: 龚雯（2） 
职务: 刑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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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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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09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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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仁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1 

编号: 129199   (序号：6) 
姓名: 陆娆俊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55 号 浦东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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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1 

编号: 129200   (序号：7) 
姓名: 沈耀旻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55 号 浦东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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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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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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1 

编号: 129202   (序号：8) 
姓名: 纪建颖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王港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雅路 258 号   王港派出所  
       邮编：201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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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1 

编号: 129203   (序号：9) 
姓名: 李巾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 199 号   奉贤区法院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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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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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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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27   (序号：10) 
姓名: 管劲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周东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祝公路 1001 号  周东派出所 
       邮编：2013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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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0（第 014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89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法正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5 

编号: 129941   (序号：11) 
姓名: 钱丽娜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09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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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 -2020（第 017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2021（第 06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3 

编号: 129943   (序号：12) 
姓名: 杨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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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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派出所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新村路 1299 号   万里派出所  
       邮编：2002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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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 -2020（第 017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8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编号: 130388   (序号：13) 
姓名: 张佳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建路 889 号 花木派出所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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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佳峰 -2020（第 0198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9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9 

编号: 130389   (序号：14) 
姓名: 陈晓东 
职务: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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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华益路 351 号 浦东新区看守 
       邮编：2012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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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佳峰 -2020（第 0198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9 

编号: 130869   (序号：15) 
姓名: 郑晶晶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凯城路 99 号  闵行区检察院 
      邮编：2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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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1（第 01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8 

编号: 130870   (序号：16) 
姓名: 吴赛花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凯城路 99 号  闵行区检察院 
      邮编：2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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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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1（第 01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8 

编号: 130871   (序号：17) 
姓名: 石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86 号 古美路派出所 
      邮编：20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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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1（第 01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8 

编号: 130872   (序号：18) 
姓名: 冯亦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86 号 古美路派出所 
      邮编：20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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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1（第 01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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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73   (序号：19) 
姓名: 王震（2） 
职务: 案件审理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3700 号  闵行公安分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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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1（第 01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8 

编号: 130874   (序号：20) 
姓名: 季文清 
职务: 案件审理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3700 号  闵行公安分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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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士龙-2021（第 013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8 

编号: 131425   (序号：21) 
姓名: 王唯 
职务: 国保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55 号 浦东新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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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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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昕琦--2021（第 042 号）-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高行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2 

编号: 131427   (序号：22) 
姓名: 张文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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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昕琦--2021（第 042 号）-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高行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2 

编号: 131428   (序号：23) 
姓名: 武士民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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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昕琦--2021（第 042 号）-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高行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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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429   (序号：24) 
姓名: 冯相海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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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昕琦--2021（第 042 号）-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高行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2 

编号: 131829   (序号：25) 
姓名: 杨永勤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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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2021（第 06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郁建忠 --2021（第 078 号）-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泗塘新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1 

编号: 131831   (序号：26) 
姓名: 曹君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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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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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2021（第 06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3 

编号: 131832   (序号：27) 
姓名: 俞震 
职务: 国保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199 号   宝山公安分局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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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2021（第 06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郁建忠 --2021（第 078 号）-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泗塘新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1 

编号: 131833   (序号：28) 
姓名: 唐敏（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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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 
      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 2101 号  宝山区看守所 
       邮编：2019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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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钱丽娜--2021（第 06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2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郁建忠 --2021（第 078 号）-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泗塘新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1 

编号: 131840   (序号：29) 
姓名: 朱秦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 199 号   奉贤区法院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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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 --2021（第 065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2021（第 138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8 

编号: 131841   (序号：30) 
姓名: 王邕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上海市长宁区安顺路 160 号   长宁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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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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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 --2021（第 065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5 

编号: 131843   (序号：31) 
姓名: 王晓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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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 --2021（第 065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5 

编号: 131844   (序号：32) 
姓名: 滕飞（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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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 --2021（第 065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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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845   (序号：33) 
姓名: 李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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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 --2021（第 065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5 

编号: 131993   (序号：34) 
姓名: 王溢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 199 号   奉贤区法院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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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法正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5 

编号: 132043   (序号：35) 
姓名: 郁建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泗塘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 236 号  泗塘新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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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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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郁建忠 --2021（第 078 号）-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泗塘新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1 

编号: 132072   (序号：36) 
姓名: 张伟（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政法委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9 楼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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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坚--2021（第 106 号）-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7 

编号: 132073   (序号：37) 
姓名: 郑中 
职务: 国保处处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895 号 普陀区公安分局 
       邮编: 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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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编号: 132074   (序号：38) 
姓名: 王卫峰 
职务: 国保处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895 号 普陀区公安分局 
       邮编: 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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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编号: 132253   (序号：39) 
姓名: 于绍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政法委 
      地址 1：上海市徐汇区宛平路 9 号   上海市政法委  
       邮编：200030 
        
       地址 2：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 225 号  上海市政法委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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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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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254   (序号：40) 
姓名: 舒庆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 128 号   上海市公安局  
       邮编：2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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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2255   (序号：41) 
姓名: 陈晓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松江区政法委 
      地址 1：上海市松江区园中路 1 号   
       邮编：201620 
        
       地址 2: 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中山东路 303 号 3 楼  区政法委 
       邮编：20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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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2257   (序号：42) 
姓名: 高天春 
职务: 刑侦支队一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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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111 号    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  
       邮编：20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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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2259   (序号：43) 
姓名: 吴云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658 号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邮编：2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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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2260   (序号：44) 
姓名: 俞蕾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658 号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邮编：2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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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2262   (序号：45) 
姓名: 李健（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555 号 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 
       邮编：20023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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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2264   (序号：46) 
姓名: 辛宁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上海市闸北区灵石路 900 号 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20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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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5 

编号: 133080   (序号：47) 
姓名: 朱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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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 
      上海市静安区昌平路 1036 号  静安区检察院 
      邮编：2000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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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海荣 --2021（第 136 号）-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8 

编号: 133082   (序号：48) 
姓名: 顾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大宁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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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海荣 --2021（第 136 号）-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8 

编号: 133083   (序号：49) 
姓名: 陈皓（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大宁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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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海荣 --2021（第 136 号）-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8 

编号: 133084   (序号：50) 
姓名: 许嘉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 
      上海市静安区余姚路 587 号 静安区看守所 
       邮编：2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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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海荣 --2021（第 136 号）-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8 

编号: 133157   (序号：51) 
姓名: 薛春华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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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2021（第 138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8 

编号: 133158   (序号：52) 
姓名: 胡威杰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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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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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2021（第 138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8 

编号: 133159   (序号：53) 
姓名: 金青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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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秦--2021（第 138 号）-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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