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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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编号: 133570   (序号：1) 
姓名: 黄林平 
职务: 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 589 号 绍兴市委政法委 
       邮编：3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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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2   (序号：2) 
姓名: 杨冬娥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987 号 上虞区委政法委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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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4   (序号：3) 
姓名: 陈少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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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 1117 号 上虞区公安分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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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5   (序号：4) 
姓名: 孙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 1117 号 上虞区公安分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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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6   (序号：5) 
姓名: 顾烨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 1117 号 上虞区公安分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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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7   (序号：6) 
姓名: 厉炜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 1117 号 上虞区公安分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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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8   (序号：7) 
姓名: 汪明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派出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凤山路 481 号  百官派出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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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9   (序号：8) 
姓名: 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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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派出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凤山路 481 号  百官派出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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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80   (序号：9) 
姓名: 张凤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派出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凤山路 481 号  百官派出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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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81   (序号：10) 
姓名: 李杨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检察院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官河路 619 号  嵊州市检察院  
       邮编：31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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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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82   (序号：11) 
姓名: 张凯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街道艇湖路 100 号  嵊州市法院 
       邮编：31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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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83   (序号：12) 
姓名: 吕泉清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街道艇湖路 100 号  嵊州市法院 
       邮编：31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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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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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585   (序号：13) 
姓名: 张健良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龙池岭  上虞区看守所 
       邮编：3123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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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4530   (序号：14) 
姓名: 何德辉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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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德辉 --2021（第 192 号）-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2 

编号: 134531   (序号：15) 
姓名: 朱茂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公安分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 1996 号  金东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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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21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13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永康市公安局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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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德辉 --2021（第 192 号）-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2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茂均--2022（第 048 号）-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9 

编号: 134532   (序号：16) 
姓名: 施彪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永康市公安局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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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德辉 --2021（第 192 号）-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2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4534   (序号：17) 
姓名: 谢泽军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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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永康市公安局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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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德辉 --2021（第 192 号）-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2 

编号: 134941   (序号：18) 
姓名: 李和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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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43   (序号：19) 
姓名: 管筗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龙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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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44   (序号：20) 
姓名: 邹海亮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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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45   (序号：21) 
姓名: 李勇 
职务: 政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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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46   (序号：22) 
姓名: 蓝景芬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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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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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47   (序号：23) 
姓名: 林晓军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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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49   (序号：24) 
姓名: 吴杨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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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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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02   (序号：25) 
姓名: 龚旭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北大东路 27 号  姜山派出所 
       邮编：3151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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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3   (序号：26) 
姓名: 洪学军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法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光大路 8 号  镇海区法院 
       邮编：3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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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5   (序号：27) 
姓名: 杨剑锋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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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6   (序号：28) 
姓名: 陈振华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7   (序号：29) 
姓名: 罗加文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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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8   (序号：30) 
姓名: 杨嵩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9   (序号：31) 
姓名: 孙洪程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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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10   (序号：32) 
姓名: 刘洋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11   (序号：33) 
姓名: 傅欢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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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12   (序号：34) 
姓名: 沈飞舟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13   (序号：35) 
姓名: 卜建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沁园街 256 号   宁波市看守所  
       邮编：315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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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97   (序号：36) 
姓名: 蔡永波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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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金华市政法委 
      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 801 号市机关大楼 16 楼   金华市政法委   
       邮编：321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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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098   (序号：37) 
姓名: 杨兵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永康市公安局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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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099   (序号：38) 
姓名: 胡小荣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政法委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 2666 号   婺城区政法委  
       邮编：3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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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0   (序号：39) 
姓名: 李良才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丹光西路 8 号   婺城区检察院    
       邮编：3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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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1   (序号：40) 
姓名: 张玲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丹光西路 8 号   婺城区检察院    
       邮编：3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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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2   (序号：41) 
姓名: 鲍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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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婺城区法院   
       邮编：321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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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3   (序号：42) 
姓名: 项援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婺城区法院   
       邮编：321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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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4   (序号：43) 
姓名: 蒋天云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婺城区法院   
       邮编：321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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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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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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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5   (序号：44) 
姓名: 郎根明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婺城区法院   
       邮编：321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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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5106   (序号：45) 
姓名: 袁馨晨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婺城区法院   
       邮编：321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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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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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192   (序号：46) 
姓名: 唐剑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政法委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光南路 836 号区行政大楼  金东区政法委   
       邮编：321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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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茂均--2022（第 048 号）-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9 

编号: 136193   (序号：47) 
姓名: 陈士范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看守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狮乡十里牌楼村    金华市看守所   
       邮编：3210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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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茂均--2022（第 048 号）-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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