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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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04   (序号：1) 
姓名: 张文兵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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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海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9 

编号: 134006   (序号：2) 
姓名: 郑世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路派出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国庆路派出所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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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海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9 

编号: 134007   (序号：3) 
姓名: 熊凤生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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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田家庵区检察院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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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海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9 

编号: 134008   (序号：4) 
姓名: 蔡亚男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田家庵区检察院 
       邮编：2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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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海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9 

编号: 134848   (序号：5) 
姓名: 张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锦绣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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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张伟--2021（第 215 号）- 安徽省合肥市锦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1 

编号: 134849   (序号：6) 
姓名: 吴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锦绣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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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伟--2021（第 215 号）- 安徽省合肥市锦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1 

编号: 134851   (序号：7) 
姓名: 马文权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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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张伟--2021（第 215 号）- 安徽省合肥市锦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1 

编号: 135444   (序号：8) 
姓名: 李卉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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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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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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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江华 --2021（第 23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1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善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6 

编号: 135445   (序号：9) 
姓名: 夏诚成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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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华 --2021（第 23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1 

编号: 135447   (序号：10) 
姓名: 王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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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华 --2021（第 23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1 

编号: 135448   (序号：11) 
姓名: 王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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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江华 --2021（第 23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1 

编号: 135449   (序号：12) 
姓名: 杨子铭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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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江华 --2021（第 23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1 

编号: 135450   (序号：13) 
姓名: 李加权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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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07 号  蜀山区政法委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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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江华 --2021（第 238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1 

编号: 136134   (序号：14) 
姓名: 李义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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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136   (序号：15) 
姓名: 张颖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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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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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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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137   (序号：16) 
姓名: 李允华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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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138   (序号：17) 
姓名: 虞宝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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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139   (序号：18) 
姓名: 李云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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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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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140   (序号：19) 
姓名: 陈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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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309   (序号：20) 
姓名: 任锦辉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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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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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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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锦辉 --2022（第 057 号）-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5 

编号: 136310   (序号：21) 
姓名: 殷红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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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锦辉 --2022（第 057 号）-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5 

 


	责任人 - 地区: 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