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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编号: 43285 
序号：1 
姓名: 陈平 (2)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浙江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公安厅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民生路 66 号  邮编： 310009 
电话： 0571-872860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85 
迫害案例:  

  
编号: 43286 
序号：2 
姓名: 罗宁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浙江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公安厅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民生路 66 号  邮编： 310009 
电话： 0571-872860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86 
迫害案例:  

  
编号: 43287 
序号：3 
姓名: 田扬畅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安徽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公安厅 
地址:  安徽省合肥庐阳区安庆路 282 号  邮编： 230061 
电话： 0551-62801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87 
迫害案例:  

  
编号: 43288 
序号：4 
姓名: 赵荣武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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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安徽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公安厅 
地址:  安徽省合肥庐阳区安庆路 282 号  邮编： 230061 
电话： 0551-62801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88 
迫害案例:  

  
编号: 44709 
序号：5 
姓名: 吴继兴 
职务: 主任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东方大道 99 号邮编:317000 
电话: 0576-88513289 
市“610 办公室”主任吴继兴：0576-85116289 137586272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0 
序号：6 
姓名: 王小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清化路 200 号邮编:317000 
电话: 0576-85337044 0576-85308110（临海 110，24 小时接听） 
局长王小平：0576-85308110（临海 110，24 小时接听）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1 
序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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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光满 
职务: 公安局副局长兼“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清化路 200 号邮编:317000 
电话:（市公安局）0576-85337044 0576-85308110（临海 110，24 小时接听） 
地址:（市政法委）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东方大道 99 号邮编: 317000 
电话:（市政法委）05765117500 
（市 610 办）0576-85116289 
副局长兼“610 办公室”副主任林光满：139058690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2 
序号：8 
姓名: 王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清化路 200 号邮编:317000 
电话: 0576-85337044 
国保大队警察王勇：13958570033 宅 0576-8522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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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1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3 
序号：9 
姓名: 陈青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深甫路 138 号（办事大厅对面）邮编：317000 
电话: 0576-85135478 
咨询 0576-89396837 0576-89396818 0576-8939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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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1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4 
序号：10 
姓名: 李本浪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东方大道 10 号邮编:317000 
电话: 0576-85136988 
传真 0576-8513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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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1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5 
序号：11 
姓名: 罗坚强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河东路邮编: 317000 
电话: 0576-859971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6 
序号：12 
姓名: 卢志鹏 
职务: 村民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镇改街道办事处，大田街道即大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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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田街道邮编: 317004 
电话:（大田街道办事处）05765952366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上街头村 邮编 317004 
大田镇村民卢志鹏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717 
序号：13 
姓名: 陈英柏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临海市(紫砂岙)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看守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古城街道紫砂岙邮编: 317000 
电话: 0576-85178708 
传真 0576-85178708 
email 85178708@qq.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临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莉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8 

  
编号: 44926 
序号：14 
姓名: 周志辉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珠儿潭巷 8 号 邮编：310011 
电话：0571883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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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2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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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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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4927 
序号：15 
姓名: 孙倪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办主任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珠儿潭巷 8 号 邮编：310011 
电话：05718839071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4928 
序号：16 
姓名: 俞翔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分局半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镇宁和弄 3 号 邮编：310002 
电话：88144460，88132759，881447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4929 
序号：17 
姓名: 韦晓阳 
职务: 警察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分局半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镇宁和弄 3 号 邮编：310002 
电话：88144460，88132759，88144761 
警察韦晓阳（警号：33015681） 
分管辖区：田园社区 
联系方式：8814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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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2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4930 
序号：18 
姓名: 司马来春 
职务: 书记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邮编：310002 
田园社区办公室电话（按职务高低排名，区号均为 0571-）： 
司马来春 56309233，1805713259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3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4931 
序号：19 
姓名: 李佳宁 
职务: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邮编：310002 
田园社区办公室电话: 李佳宁 5630924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3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4932 
序号：20 
姓名: 鲍静 
职务: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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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邮编：310002 
田园社区 鲍静 56309349，13735542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3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4933 
序号：21 
姓名: 张磊 
职务: 主任助理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田园社区 邮编：310002 
田园社区 主任助理张磊 563093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3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吉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25 

  
编号: 45661 
序号：22 
姓名: 蒋珍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台州经济开发区纬三路 67 号 邮编：318000 
电话:0576-88212376，0576-88212000 
蒋珍明办：0576-882120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6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黑龙江省塔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天杰、杨宗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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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662 
序号：23 
姓名: 郑灵江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西路徐翁村新公安大楼  邮政编码：
318050 
电话：0576-82999032、0576-82419999，0576-824199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6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台州市、黑龙江省塔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天杰、杨宗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60 

  
编号: 46698 
序号：24 
姓名: 韩彬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河中路 88 号 邮编 310009 
电话: 国保科 0571-87807381 
国保大队 57187280315 
国保大队韩彬: 571872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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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9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成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7 

  
编号: 46699 
序号：25 
姓名: 李小丹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河南路 邮编: 310002 
电话: 0571-8675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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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9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成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7 

  
编号: 46700 
序号：26 
姓名: 袁翠玉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河南路 邮编: 310002 
电话: 0571-8675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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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0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成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7 

  
编号: 47345 
序号：27 
姓名: 张亨利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伯乐东路 888 号 邮编: 325600 
电话: 0577-62583101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人民路 2 号 邮编:325600 
电话: 0577-6252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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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4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46 
序号：28 
姓名: 许大峰 (音)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浙江省乐清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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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人民路 2 号 邮编
:325600 
电话: 0577-62522709 
市“610 办公室”主任许大峰（许大凤）:13757770373 13757770371 宅 0577-6235303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4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47 
序号：29 
姓名: 郑阿孟 (音)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浙江省乐清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人民路 2 号 邮编
:325600 
电话: 0577-62522709 
市“610 办公室”副主任郑阿孟（郑可孟）:0577-61880996 0577-62750159 1370677137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4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48 
序号：30 
姓名: 于利民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浙江省乐清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人民路 2 号 邮编
:325600 
电话: 0577-62522709 
市政法委副书记于利民 :0577-61880987 0577-62575116 1386878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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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4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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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49 
序号：31 
姓名: 赵海霞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旭阳路 邮编:325600 
电话: 0577-61606187 
电子邮箱 yqjc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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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49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0 
序号：32 
姓名: 周朝章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旭阳路 邮编:325600 
电话: 0577-61606187 
电子邮箱 yqjcyb@163.com  
检察官周朝章: 158882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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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0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1 
序号：33 
姓名: 杨际平 
职务: 院长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城南街道良港东路 邮编: 325600 
电话: 办公室（传真）0577-6160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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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 0577-61609105 
信访 0577-57103252 
投诉 0577-616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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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1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2 
序号：34 
姓名: 赵少华 
职务: 法官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城南街道良港东路 邮编: 325600 
电话: 办公室（传真）0577-61607605 
刑事庭 0577-61609105 
信访 0577-57103252 
投诉 0577-61601208  
法官赵少华: 1895877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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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3 
序号：35 
姓名: 蒋荣国 
职务: 局长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二环路公安指挥中心大楼 903 室 
邮编 325600 
电话：577-61570022 
传真：0577-62362959 
国保大队：61570201-202，203，-210 
局长 61570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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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53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4 
序号：36 
姓名: 谷又林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二环路公安指挥中心大楼 903 室 
邮编 325600 
电话：577-61570022 
传真：0577-62362959 
国保大队：61570201-202，203，-210 
谷又林 副局长 专管 138688750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54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5 
序号：37 
姓名: 何瑞东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二环路公安指挥中心大楼 903 室 
邮编 325600 
电话：577-61570022 
传真：0577-62362959 
国保大队：61570201-202，203，-210 
何瑞东 国保大队长 1390587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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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5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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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356 
序号：38 
姓名: 刘晓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二环路公安指挥中心大楼 903 室 
邮编 325600 
电话：577-61570022 
传真：0577-62362959 
国保大队：61570201-202，203，-210 
刘晓东 138686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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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6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7 
序号：39 
姓名: 张育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二环路公安指挥中心大楼 903 室 
邮编 325600 
电话：577-61570022 
传真：0577-62362959 
国保大队：61570201-202，203，-210 
经办人：张育强 1350587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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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7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编号: 47358 
序号：40 
姓名: 徐旭东 
职务: 所长 
单位: 浙江省乐清市大荆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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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大荆镇小荆路 17 号 邮编:325615 
电话：62232110，62227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58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乐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莲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