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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编号: 27341 
序号：1 
姓名: 楼忠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县政法委员会 地址 缙云县五云镇黄龙路 38 号  邮编：321400, 
办公室 0578-3312435 
副书记室 0578-3312443 3312439 
维稳办（六一零） 0578-3312059 
缙云县「610」办主任楼忠强 13396889677﹔楼忠强老婆张任慧在新建医院工作 1895707186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27342 
序号：2 
姓名: 刘晓才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蓬莱路 1 号（新区公安大楼） 邮编：321400 
电话︰0578- 323 3112 电话: 0578-3233192 局长办 0578-3233191 E-Mail: zjs336782@163.com 
国保大队长刘晓才 0578-323318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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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27343 
序号：3 
姓名: 潘伟庆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蓬莱路 1 号（新区公安大楼） 邮编：321400 
电话︰0578- 323 3112 电话: 0578-3233192 局长办 0578-3233191 E-Mail: zjs336782@163.com 
缙云县国保副大队长潘伟庆 办公室电话：0578-32331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27344 
序号：4 
姓名: 朱祝玫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蓬莱路 1 号（新区公安大楼） 邮编：321400 
电话︰0578- 323 3112 电话: 0578-3233192 局长办 0578-3233191 E-Mail: zjs336782@163.com 
国保大队指导员朱祝玫 0578-323318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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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345 
序号：5 
姓名: 陈建文 
职务: 法制副科长,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邮编 321400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6（陈建文 国保民警）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27346 
序号：6 
姓名: 君丹 
职务: 国保大队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邮编 321400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5（君丹   科长）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7 
序号：7 
姓名: 朱茂光 
职务: 国保大队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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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of 4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邮编 321400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2 3233183 （朱茂光副科长）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8 
序号：8 
姓名: 陈耿华 
职务: 国保大队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邮编 321400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2 3233183 （陈耿华副科长）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49 
序号：9 
姓名: 设荣 
职务: 国保大队法制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路    邮编 321400 
电话：国保大队： 0578-3233188 13587158803 
0578-3233182 3233183 （设荣副科长）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4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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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0 
序号：10 
姓名: 李汝东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黄龙路 52 号       邮编 321400 
李汝东 13906881472 局长室 0578-313542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1 
序号：11 
姓名: 郑旺珠 
职务: 洗脑班副校长(缙云县), 检察院政治处主任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洗脑班副校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郑旺珠 13957095353  手机 13957095353 
缙云县检察院地址: 浙江省缙云县 邮编：3214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2 
序号：12 
姓名: 渖金清 
职务:  
单位: 浙江省丽水市“610 办公室”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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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6 of 4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渖金清：住宅电话：0578-2268097，办公室电话：0578-20918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3 
序号：13 
姓名: 罗根海 
职务:  
单位: 浙江省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罗根海：住宅电话：0578-2569259，办公室电话：0578-20918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4 
序号：14 
姓名: 叶沛华 
职务:  
单位: 浙江省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叶沛华：住宅电话：0578-2132362，办公室电话：0578-20918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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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7355 
序号：15 
姓名: 单炜 
职务:  
单位: 浙江省丽水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丽水地区丽水市解放街 51 号邮编：323000 
单炜：住宅电话：0578-21169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5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杜兰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4 

  
编号: 28412 
序号：16 
姓名: 翁钢粮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 768 号  邮编:310024 
电话:0571-85106667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0571—873933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1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28413 
序号：17 
姓名: 高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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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 768 号  邮编:310024 
电话:0571-85106667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0571—873933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1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28414 
序号：18 
姓名: 钱晓明 
职务: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 768 号  邮编:310024 
电话:0571-85106667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0571—873933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1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28415 
序号：19 
姓名: 寿俊峰 
职务: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 768 号  邮编:310024 
电话:0571-85106667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0571—873933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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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1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翔、张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57 

  
编号: 29926 
序号：20 
姓名: 金伟平 
职务: 常委, 书记 
单位: 浙江省宁海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县前街 5 号 邮编: 315600 
电话: 金伟平 0574－65213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2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27 
序号：21 
姓名: 范孝勤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宁海县"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县前街 5 号 邮编:315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2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28 
序号：22 
姓名: 潘本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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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宁海县"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宁海县县前街 5 号 邮编:315600 
潘本苗手机：3906606836 座机：0574－652130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2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29 
序号：23 
姓名: 章正文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 89 号 邮编:317100 
章正文: 0576-833066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2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30 
序号：24 
姓名: 郑江省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 89 号 邮编:317100 
郑江省: 0576-833066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3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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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31 
序号：25 
姓名: 罗俊杰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 89 号 邮编:317100 
公安局电话：0576-83335283 0576-833306508 0576-83306550 0576-833065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3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32 
序号：26 
姓名: 俞永清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 89 号 邮编:317100 
公安局电话：0576-83335283 0576-833306508 0576-83306550 0576-83306550 
俞永清: 13906550721 电话：0576-833065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3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29933 
序号：27 
姓名: 俞高耀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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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 89 号 邮编:317100 
公安局电话：0576-83335283 0576-833306508 0576-83306550 0576-8330655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3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海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39 

  
编号: 30292 
序号：28 
姓名: 俞流传 
职务: 书记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 801 号 邮编：321017 
电话：0579246922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3 
序号：29 
姓名: 吕观平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610"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政法委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 801 号 邮编：321017 
吕观平：0579-82469292 139579966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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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4 
序号：30 
姓名: 毛善恩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北街 1055 号 邮编：321000 
电话：0579-82512000 0579-825124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5 
序号：31 
姓名: 邢水成 
职务: 书记 
单位: 浙江省华市婺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宾虹西路 2666 号 邮编：321000 
电话：0579-82313721 
邢水成：0579-82322916 1380678887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6 
序号：32 
姓名: 王金宝 
职务: 主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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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4 of 4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610"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解放东路 142 号 3 幢 401 室 邮编：321000 
王金宝：0579-82225610 83209093 1386898296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7 
序号：33 
姓名: 李敏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610"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解放东路 142 号 3 幢 401 室 邮编：321000 
李敏：0579-82315120 82355632 1335705952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8 
序号：34 
姓名: 吕会民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 462 号 邮编：321000 
电话：0597-823242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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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299 
序号：35 
姓名: 李华敏 
职务: 队长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 462 号 邮编：321000 
电话：0597-82324261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300 
序号：36 
姓名: 盛如根 
职务: 队长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 462 号 邮编：321000 
电话：0597-82324261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0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301 
序号：37 
姓名: 丁利民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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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 462 号 邮编：321000 
电话：0597-82324261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0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302 
序号：38 
姓名: 王悦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代理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华市丹光西路 8 号 邮编：321001 
电话：0579-824120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0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0303 
序号：39 
姓名: 赖樟洪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邮编：321013 
电话：0579-82468624 
赖樟洪：0579-824686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0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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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小妹、金佩珍、张万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4 

  
编号: 31471 
序号：40 
姓名: 杨善民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机场路 110 号  邮编：322000 
公安局总机号码：0579-85522115 服务在线咨询电话：0579-85534297 
公安局公开联系电话：85534308；传真号码：8553421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2 
序号：41 
姓名: 王文进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机场路 110 号  邮编：322000 
公安局总机号码：0579-85522115 服务在线咨询电话：0579-85534297 
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文进：13516899066 
公安局公开联系电话：85534308；传真号码：8553421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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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473 
序号：42 
姓名: 徐江洪 
职务: 所长 (原任) （现任义乌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 
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义乌市北苑派出所；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春晗路 118 号  邮编：322000 
电话：0579-85263110 传真：85262889 
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南路 455 号 邮编：322000 
传真：0579-85275295 
徐江洪：电话：853111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4 
序号：43 
姓名: 宋连庆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义乌城西街道上杨村旁  邮编：322006 
电话：0579-85411743  0579-85827911  0579-85411666 
传真：85827977 
宋连庆电话：858279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5 
序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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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冯潮贵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义乌城西街道上杨村旁  邮编：322006 
电话：0579-85411743  0579-85827911  0579-85411666 
传真：85827977 
冯潮贵电话；858279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6 
序号：45 
姓名: 范锡祥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义乌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香山路 381 号  邮编：322000 
电话：0579-85328289  0579-853281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7 
序号：46 
姓名: 周晓红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0571-
89970217  （狱政支队）0579- 82720316  （纪委、监察科）89970057  8997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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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长周晓红：0571-8997000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8 
序号：47 
姓名: 余雪玲 
职务: 监区长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0571-
89970217  （狱政支队）0579- 82720316  （纪委、监察科）89970057  8997002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79 
序号：48 
姓名: 陈平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0571-
89970217  （狱政支队）0579- 82720316  （纪委、监察科）89970057  8997002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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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80 
序号：49 
姓名: 梅婷 
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81 
序号：50 
姓名: 王芳 
职务: 狱警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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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482 
序号：51 
姓名: 张伟丽 
职务: 狱警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83 
序号：52 
姓名: 杨丽华 
职务: 狱警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84 
序号：53 
姓名: 熊塞君 
职务: 狱警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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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85 
序号：54 
姓名: 许丽琴 
职务: 狱警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1486 
序号：55 
姓名: 郑瑜民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 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0571-89970138  传真：0571-88087738  0571-89970208  教育科 0571-8997009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8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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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义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肖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0 

  
编号: 35360 
序号：56 
姓名: 韩永丰 
职务: 书记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 余姚市兰江街道北兰江路 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韩永丰 0574—62709208   0574—62818808  13905847411 
王欢亮 维稳副主任 62703268 62775197 13777102323 
许林康 610 副主任 62731720 62729348 13857818882 
办公室：62703267 值班电话 62703267 传真 627025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1 
序号：57 
姓名: 赖根法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  62866027   62866000 
赖根法  0574-62860111   13906601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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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362 
序号：58 
姓名: 俞如康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  62866027   62866000 
俞如康 0574-62866201  62818363  139058459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3 
序号：59 
姓名: 罗一梁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  62866027   62866000 
罗一梁  0574-62866203  1390584961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4 
序号：60 
姓名: 马学良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81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公安局 0574-62866028  62866027   628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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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良  0574-62866202  0574- 62818820    1370584333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5 
序号：61 
姓名: 毛纪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418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毛纪华 0574-62773298 13905740296 
检察院 0574-627761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6 
序号：62 
姓名: 戴素君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 418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戴素君 0574-62776112   13757499137 
检察院 0574-627761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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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7 
序号：63 
姓名: 邹立群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谭家岭西路 140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法院 0574-62770008 
邹立群 0574-62770088   0574-62774906    1390662578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8 
序号：64 
姓名: 盛辉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谭家岭西路 140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法院 0574-62770008 
盛辉 0574-62770042   136858611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69 
序号：65 
姓名: 朱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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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谭家岭西路 140 号      邮编:315400 
电话: 法院 0574-62770008 
刑庭庭长朱蓉蓉 62770048 158880972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6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370 
序号：66 
姓名: 吕晓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余姚市黄家埠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黄家埠镇  邮编:315400 
吕晓伟地址：0574-62867171 
电话: 0574-62019713,  0574-62017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7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余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惠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359 

  
编号: 35446 
序号：67 
姓名: 孙尘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大队、东城派出所）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 邮编：321300 
电话：办公室 0579-87102763 0579-87102911 
副局长孙尘（分管国保大队、东城派出所）：0579-87102872 139058906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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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48 
序号：68 
姓名: 傅建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 邮编：321300 
电话：办公室 0579-87102763 0579-87102911 
副局长孙尘（分管国保大队、东城派出所）：0579-87102872 139058906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49 
序号：69 
姓名: 钱子健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 邮编：321300 
电话：办公室 0579-87102763 0579-87102911 
副局长钱子健：0579-8710287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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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450 
序号：70 
姓名: 吕振标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金城路 11 号 邮编：321300 
电话: 0579-87213911 0579-87212171 0579-87215283 
所长吕振标：0579-872117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1 
序号：71 
姓名: 陈哲 
职务: 警察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金城路 11 号 邮编：321300 
电话: 0579-87213911 0579-87212171 0579-87215283 
警察陈哲（警号 1562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2 
序号：72 
姓名: 潜伟峰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蓬莱路 1 号（新区公安大楼） 邮编：321400 
电话: 0578-3233192 局长办 0578-3233191 E-Mail: zjs33678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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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3 
序号：73 
姓名: 钭政雄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新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溪滨东路 26 号 邮编：321402 
电话：办公室 0578-3171010 
所长钭政雄： 
新建镇党政办公室电话：0578-3171493（传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4 
序号：74 
姓名: 黄端秀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花城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城西区花城路 139 号 邮编: 321302 
电话: 0579-87264766 0579-87263959 
所长黄端秀: 0579-87264766 宅 0579-87184096 136058920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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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5 
序号：75 
姓名: 王革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花城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城西区花城路 139 号 邮编: 321302 
电话: 0579-87264766 0579-87263959 
教导员王革: 0579-87264767 0579-87176887 139067901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6 
序号：76 
姓名: 胡航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花城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城西区花城路 139 号 邮编: 321302 
电话: 0579-87264766 0579-87263959 
副所长胡航海: 0579-87264717 138529277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7 
序号：77 
姓名: 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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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花城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城西区花城路 139 号 邮编: 321302 
电话: 0579-87264766 0579-87263959 
副所长黄胜: 0579-872647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5458 
序号：78 
姓名: 翁文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浙江省永康市花城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城西区花城路 139 号 邮编: 321302 
电话: 0579-87264766 0579-87263959 
副所长翁文勇: 0579-87265716 9679332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5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永康市、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楼伟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445 

  
编号: 37232 
序号：79 
姓名: 程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蓬莱路 1 号（新区公安大楼） 邮编：321400 
电话︰0578- 323 3112 电话: 0578-3233192 局长办 0578-3233191 E-Mail: zjs336782@163.com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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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37233 
序号：80 
姓名: 周岚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黄龙路 578 号 邮编：3214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37234 
序号：81 
姓名: 吴桂生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缙云县新建镇政法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缙云新建镇政法办主任： 吴桂生：13905881077 邮编：3214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缙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南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231 

  
编号: 39828 
序号：82 
姓名: 王易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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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 184 号  市府大院内  邮编：
325000 
电话：057788249998 
地址：（维稳办）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 市行政审批中心大楼 邮编：325001 
电话：副书记：0577-88960003、 88960004 、88960005 、88960006、88960007、 889600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39829 
序号：83 
姓名: 林莉 
职务: 市政法委、市维稳处处长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 184 号  市府大院内  邮编：
325000 
电话：057788249998 
地址：（维稳办）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 市行政审批中心大楼 邮编：325001 
电话：副书记：0577-88960003、 88960004 、88960005 、88960006、88960007、 88960008 
市政法委、市维稳处处长林莉：13968855222 0577-88261122 0577-8896890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39830 
序号：84 
姓名: 黄宝坤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政法委、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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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 184 号  市府大院内  邮编：
325000 
电话：0577-88249998 
地址：（市公安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金桥路 2 号 邮编：325027 
电话：0577-89980000  传真 0577-89980149 
市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黄宝坤：局长办 0577-89980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3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39831 
序号：85 
姓名: 林振江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隆山东路 525 号 邮编：325207 
电话：0577-65855110 
市公安局局长林振江：138068888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3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39832 
序号：86 
姓名: 周立鹏 
职务: 政委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隆山东路 525 号 邮编：325207 
电话：0577-65855110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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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3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39833 
序号：87 
姓名: 陈祥雄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隆山东路 525 号 邮编：325207 
电话：0577-65855110 
副局长陈祥雄：138068086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3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39834 
序号：88 
姓名: 叶良才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隆山东路 525 号 邮编：325207 
电话：0577-65855110 
国保大队大队长叶良才：13806537777  15325094604  0577-6566177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3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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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835 
序号：89 
姓名: 郑川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隆山东路 525 号 邮编：325207 
电话：0577-65855110 
国保大队教导员郑川：1350665950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3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温州瑞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长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27 

  
编号: 41046 
序号：90 
姓名: 葛炳瑶 
职务: 副厅长（主管监狱管理局） 
单位: 浙江省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司法局杭州市省府路 11 号   
邮编：310007   
电话 0571-87054411 
副厅长葛炳瑶（主管监狱管理局）电话：0571-8705366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4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编号: 41047 
序号：91 
姓名: 吕昭华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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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监狱管理局杭州市天目山路二十四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075598—2436 
书记、局长吕昭华电话：  0571-8825696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4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编号: 41048 
序号：92 
姓名: 刘瑜 
职务: 政委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杭州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传真：0571-89970138；0571-88087738 
政委刘瑜   电话：  0571-8997000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4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编号: 41049 
序号：93 
姓名: 方玉红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杭州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传真：0571-89970138；0571-88087738 
副监狱长方玉红 电话：   0571-8997000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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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4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编号: 41050 
序号：94 
姓名: 熊赛君 
职务: 警察 
单位: 浙江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杭州翠苑二区育新路 16 号（杭州市 1214 信箱） 
邮编： 310012 
电话/传真：0571-89970138；0571-8808773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5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编号: 41051 
序号：95 
姓名: 杨云海 
职务: 警察 
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人民中路 263 号   
电话：0575-851330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5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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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758 
序号：96 
姓名: 楼志浪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8 
迫害案例:  

  
编号: 42759 
序号：97 
姓名: 金国华 
职务: 副主任 （原 610 宣传处处长) 
单位: 浙江省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59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0 
序号：98 
姓名: 潘利民 
职务: 涉外处处长 
单位: 浙江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0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1 
序号：99 
姓名: 李学贡 
职务: 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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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1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2 
序号：100 
姓名: 朱恒毅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2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3 
序号：101 
姓名: 何土芳 
职务: 副调研员 
单位: 浙江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3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4 
序号：102 
姓名: 顾钧 
职务: 宣教处调研员 
单位: 浙江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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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4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5 
序号：103 
姓名: 卢林方 
职务: 督察处处长（兼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 
单位: 浙江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5    电话：57187057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5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6 
序号：104 
姓名: 刘树枝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6    电话：870505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6 
迫害案例:  

  
编号: 42767 
序号：105 
姓名: 施兆年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6    电话：870505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7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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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4 of 4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42768 
序号：106 
姓名: 叶欢 
职务: 维稳处主任科员 
单位: 浙江省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省府大楼 3 号楼 
邮编： 310028    电话：870505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68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