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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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95   (序号：1) 
姓名: 胡玉洁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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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48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筱玲、胡福英、王世珍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1 

编号: 133958   (序号：2) 
姓名: 蔡永强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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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59   (序号：3) 
姓名: 项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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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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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60   (序号：4) 
姓名: 徐政伟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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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61   (序号：5) 
姓名: 刘国安 
职务: 社会稳定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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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62   (序号：6) 
姓名: 汪善春 
职务: 社会稳定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63   (序号：7) 
姓名: 蒋振国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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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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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964   (序号：8) 
姓名: 鲍有波 
职务: 城镇运行管理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66   (序号：9) 
姓名: 金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派出所 
      上海浦东新区鹏春路 100 号 北蔡派出所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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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4014   (序号：10) 
姓名: 杨坤（2）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111 号  静安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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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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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筱玲、胡福英、王世珍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1 

编号: 134015   (序号：11) 
姓名: 谢文娟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111 号  静安区法院  
       邮编：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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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筱玲、胡福英、王世珍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1 

编号: 134635   (序号：12) 
姓名: 郭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 600 弄 199 号 闵行区看守所 
       邮编：201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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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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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文清--2021（第 204 号）-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7 

编号: 134818   (序号：13) 
姓名: 叶盛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234 号政法大楼 黄浦区检察院  
       邮编：20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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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叶盛--2021（第 213 号）-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6 

编号: 134819   (序号：14) 
姓名: 张骏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 
      （区分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174 号 
      邮编：200002 
       
      （国保、政保科）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一路 599 号  
      邮编：20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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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叶盛--2021（第 213 号）-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6 

编号: 134821   (序号：15) 
姓名: 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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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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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叶盛--2021（第 213 号）-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6 

编号: 134822   (序号：16) 
姓名: 陈建新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黄浦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中山南路 1669 弄 55 号 1 楼 
      邮编：20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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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叶盛--2021（第 213 号）-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6 

编号: 134832   (序号：17) 
姓名: 孙嘉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政法委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 幢三楼 长宁区政法委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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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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博、何冰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成学松 --2022（第 010 号）-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9 

编号: 134833   (序号：18) 
姓名: 韦国章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 幢三楼 长宁区政法委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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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轶博、何冰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8 

编号: 134834   (序号：19) 
姓名: 王旭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派出所 
      上海市长宁区芙蓉江路 100 弄 2 号  仙霞路派出所  
       邮编：20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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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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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轶博、何冰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成学松 --2022（第 010 号）-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9 

编号: 134835   (序号：20) 
姓名: 成学松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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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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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轶博、何冰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成学松 --2022（第 010 号）-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9 


	责任人 - 地区: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