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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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编号: 133599   (序号：1) 
姓名: 朱建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东路 166 号  清江浦区检察院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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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祖超--2021（第 153 号）-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1 

编号: 133601   (序号：2) 
姓名: 杨跃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闸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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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祖超--2021（第 153 号）-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1 

编号: 133602   (序号：3) 
姓名: 汪卫兵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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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公安分局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城南乡明远西路 11 号  清江浦分局  
       邮编：2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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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祖超--2021（第 153 号）-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1 

编号: 133604   (序号：4) 
姓名: 汪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政法委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南路 268 号 清江浦区政法委  
       邮编：22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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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祖超--2021（第 153 号）-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1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7 

编号: 133756   (序号：5) 
姓名: 李游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闸口派出所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承德南路 88 号 闸口派出所   
       邮编：2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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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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7 

编号: 133757   (序号：6) 
姓名: 张强（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健康西路 180 号   清江浦区法院   
       邮编：2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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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7 

编号: 134096   (序号：7) 
姓名: 朱爱云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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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097   (序号：8) 
姓名: 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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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健康东路 96 号  大丰区检察院  
       邮编：22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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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098   (序号：9) 
姓名: 王伟（7）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健康东路 96 号  大丰区检察院  
       邮编：22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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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099   (序号：10) 
姓名: 胡顺玲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健康东路 96 号  大丰区检察院  
       邮编：22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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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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101   (序号：11) 
姓名: 咸英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城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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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102   (序号：12) 
姓名: 杨云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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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103   (序号：13) 
姓名: 钱勇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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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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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编号: 134104   (序号：14) 
姓名: 骆荣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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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剑梅--2021（第 169 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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