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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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15 
姓名: 李泽龙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法委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01 号 5 号楼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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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5 
序号：1 

编号: 71322 
姓名: 孙曙光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周浦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东南路 33 号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2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22 
序号：2 

编号: 72976 
姓名: 陈寅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政法委 
      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 225 号 1907 室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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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76 
序号：3 

编号: 72982 
姓名: 虞培林 
职务: 政治部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政法委 
      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 225 号 1907 室 
      邮编：2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82 
序号：4 

编号: 73011 
姓名: 李建国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电台南路 2 号  顾村派出所  
      邮编：2019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1 
序号：5 

编号: 73012 
姓名: 李亮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电台南路 2 号  顾村派出所  
      邮编：2019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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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2 
序号：6 

编号: 73013 
姓名: 莫文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电台南路 2 号  顾村派出所  
      邮编：2019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3 
序号：7 

编号: 73014 
姓名: 严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电台南路 2 号  顾村派出所  
      邮编：2019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4 
序号：8 

编号: 73015 
姓名: 陈永良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电台南路 2 号  顾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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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19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5 
序号：9 

编号: 73017 
姓名: 洪从荣 
职务: 中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7 
序号：10 

编号: 73018 
姓名: 施利群 
职务: 小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8 
序号：11 

编号: 73019 
姓名: 项建忠 
职务: 中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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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9 
序号：12 

编号: 73020 
姓名: 张民 
职务: 劳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0 
序号：13 

编号: 73021 
姓名: 董伟 
职务: 劳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1 
序号：14 

编号: 73022 
姓名: 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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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劳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2 
序号：15 

编号: 73023 
姓名: 高敬东 
职务: 劳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3 
序号：16 

编号: 73024 
姓名: 顾海伦 
职务: 劳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第三劳教所 （青浦第三劳教所） 
      上海市青浦区天圣庄 青浦第三劳教所 
      邮编：201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4 
序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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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027 
姓名: 倪济民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7 
序号：18 

编号: 73028 
姓名: 俞立行 
职务: 犯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8 
序号：19 

编号: 73029 
姓名: 刘乐平 
职务: 劳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上提篮桥监狱 
      邮编：20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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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29 
序号：20 

编号: 73681 
姓名: 沈培士 
职务: 国保处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3700 号  闵行公安分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1 
序号：21 

编号: 73682 
姓名: 金佩静 
职务: 国保处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3700 号  闵行公安分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2 
序号：22 

编号: 73684 
姓名: 周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2889 号 田园新村派出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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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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4 
序号：23 

编号: 73685 
姓名: 谢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2889 号 田园新村派出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5 
序号：24 

编号: 73686 
姓名: 蒋徐农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2889 号 田园新村派出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6 
序号：25 

编号: 73687 
姓名: 丁蔚光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2889 号 田园新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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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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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7 
序号：26 

编号: 73688 
姓名: 周彤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2889 号 田园新村派出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8 
序号：27 

编号: 73689 
姓名: 黄延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2889 号 田园新村派出所 
      邮编：201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89 
序号：28 

编号: 74431 
姓名: 杨进东 
职务: 国保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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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杨浦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1 
序号：29 

编号: 74432 
姓名: 沙圣东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杨浦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2 
序号：30 

编号: 74433 
姓名: 朱巍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杨浦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3 
序号：31 

编号: 74434 
姓名: 杨兆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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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平凉路隆昌路）杨浦区公安分局 
      邮编：20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4 
序号：32 

编号: 74437 
姓名: 马光辉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派出所 
      地址 1：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65 号  五角场镇派出所 
      邮编：200433 
       
      地址 2：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96 号 
      邮政编码：2004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7 
序号：33 

编号: 74438 
姓名: 叶睐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派出所 
      地址 1：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65 号  五角场镇派出所 
      邮编：200433 
       
      地址 2：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96 号 
      邮政编码：2004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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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8 
序号：34 

编号: 74439 
姓名: 周鼎仁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派出所 
      地址 1：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65 号  五角场镇派出所 
      邮编：200433 
       
      地址 2：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96 号 
      邮政编码：2004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9 
序号：35 

编号: 74440 
姓名: 周彪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派出所 
      地址 1：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65 号  五角场镇派出所 
      邮编：200433 
       
      地址 2：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96 号 
      邮政编码：2004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40 
序号：36 

编号: 74442 
姓名: 谭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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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 
      上海市杨浦区河间路 31 号 杨浦区检察院  
      邮编：20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4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42 
序号：37 

编号: 74459 
姓名: 曹钱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派出所 
      上海市黄浦区斜土路 315-319 号  打浦桥派出所 
      邮编：20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59 
序号：38 

编号: 75276 
姓名: 夏卫东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1300 号 
      邮编：2018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76 
序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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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277 
姓名: 高振国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231 号  嘉定区检察院 
      邮编：2018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77 
序号：40 

编号: 75278 
姓名: 何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安亭派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北路 211 号 安亭派出所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78 
序号：41 

编号: 75279 
姓名: 钱军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安亭派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北路 211 号 安亭派出所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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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79 
序号：42 

编号: 75280 
姓名: 顾力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安亭派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北路 211 号 安亭派出所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0 
序号：43 

编号: 75281 
姓名: 时彪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安亭派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北路 211 号 安亭派出所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1 
序号：44 

编号: 75282 
姓名: 陆菊明 
职务: 安亭镇社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安亭派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北路 211 号 安亭派出所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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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2 
序号：45 

编号: 75283 
姓名: 王建华（4） 
职务: 安亭镇社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分局安亭派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北路 211 号 安亭派出所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3 
序号：46 

编号: 75285 
姓名: 陈飞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202 弄 6 号（五楼）安亭镇综治办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5 
序号：47 

编号: 75286 
姓名: 冯艳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202 弄 6 号（五楼）安亭镇综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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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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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6 
序号：48 

编号: 75288 
姓名: 陶滢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红梅社区居委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237 弄 35 号  红梅社区居委会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7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8 
序号：49 

编号: 75290 
姓名: 吴铭贤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玉兰二村居委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阜康西路 199 弄 37 号 玉兰二村居委会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0 
序号：50 

编号: 75291 
姓名: 邱静萍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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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玉兰二村居委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阜康西路 199 弄 37 号 玉兰二村居委会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1 
序号：51 

编号: 75293 
姓名: 韩照显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迎春社区居委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890 号 迎春小区居委会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3 
序号：52 

编号: 75295 
姓名: 王晓桦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迎春社区居委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890 号 迎春小区居委会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5 
序号：53 

编号: 75296 
姓名: 徐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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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紫荆居委会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泽普路 108 弄 16 号 紫荆居委会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96 
序号：54 

编号: 75655 
姓名: 王凯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55 号 
      邮编：2001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5 
序号：55 

编号: 75657 
姓名: 王昕琦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行路 330 号  高行派出所  
      邮编：201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7 
序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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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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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58 
姓名: 马骏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行路 330 号  高行派出所  
      邮编：201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8 
序号：57 

编号: 75659 
姓名: 丁晓波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行路 330 号  高行派出所  
      邮编：201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9 
序号：58 

编号: 75660 
姓名: 刘贵平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行路 330 号  高行派出所  
      邮编：201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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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60 
序号：59 

编号: 75661 
姓名: 周培德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行路 330 号  高行派出所  
      邮编：201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61 
序号：60 

编号: 75662 
姓名: 付文雄 
职务: 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云山路 1349 号  金杨新村派出所 
      邮编：2001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62 
序号：61 

编号: 89808 
姓名: 严友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元松路 1 号  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邮编: 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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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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8 
序号：62 

编号: 89809 
姓名: 徐忠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元松路 1 号  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邮编: 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9 
序号：63 

编号: 89810 
姓名: 翁爱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元松路 1 号  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邮编: 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0 
序号：64 

编号: 89811 
姓名: 严俊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元松路 1 号  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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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1 
序号：65 

编号: 89812 
姓名: 濮东晓 
职务: 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元松路 1 号  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邮编: 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2 
序号：66 

编号: 89813 
姓名: 徐玮 
职务: 承办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元松路 1 号  闵行区马桥派出所 
       邮编: 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3 
序号：67 

编号: 89815 
姓名: 曹宏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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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 2188 号  马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邮编：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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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5 
序号：68 

编号: 89816 
姓名: 刘钧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 2188 号  马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邮编：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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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6 
序号：69 

编号: 89817 
姓名: 韩春林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 2188 号  马桥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邮编：2011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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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7 
序号：70 

编号: 89818 
姓名: 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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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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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818 
序号：71 

编号: 94111 
姓名: 黄辉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1 
序号：72 

编号: 94112 
姓名: 季民 
职务: 国保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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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2 
序号：73 

编号: 94113 
姓名: 沈晓林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3 
序号：74 

编号: 94114 
姓名: 庄晓康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4 
序号：75 

编号: 94115 
姓名: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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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5 
序号：76 

编号: 94116 
姓名: 闫航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99 号  宝山分局 
      邮编：201900 
       
      （国保处）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999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6 
序号：77 

编号: 94117 
姓名: 贺卫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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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7 
序号：78 

编号: 94118 
姓名: 谷晓丽 
职务: 承办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地址 1：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959 号  宝山区检察院 
      邮编：201900  
       
      地址 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7 号 
      邮编：201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0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8 
序号：79 

编号: 94119 
姓名: 王国新（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5 号  宝山区法院 
       邮编：201900 
        
       宝山区法院刑事庭地址：上海市月罗公路 2099 号（宝山看守所内） 
       邮编：2019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19 
序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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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4120 
姓名: 杨斌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5 号  宝山区法院 
       邮编：201900 
        
       宝山区法院刑事庭地址：上海市月罗公路 2099 号（宝山看守所内） 
       邮编：2019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0 
序号：81 

编号: 94121 
姓名: 罗圣婕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宝山区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5 号  宝山区法院 
       邮编：201900 
        
       宝山区法院刑事庭地址：上海市月罗公路 2099 号（宝山看守所内） 
       邮编：2019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1 
序号：82 

编号: 94123 
姓名: 袁婷 
职务: 二审承办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 
      上海市中山北路 567 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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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2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3 
序号：83 

编号: 95576 
姓名: 黄凌钧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895 号 普陀区公安分局 
       邮编: 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7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6 
序号：84 

编号: 95577 
姓名: 翟立宏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895 号 普陀区公安分局 
       邮编: 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7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7 
序号：85 

编号: 95578 
姓名: 朱文波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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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 
      上海市普陀区北石路 609 号  普陀区检察院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8 
序号：86 

编号: 95579 
姓名: 王朝晖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433 号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9 
序号：87 

编号: 95580 
姓名: 殷轶群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433 号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80 
序号：88 

编号: 95581 
姓名: 栾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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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派出所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梅岭北路 1238 号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81 
序号：89 

编号: 95582 
姓名: 李俊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派出所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梅岭北路 1238 号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82 
序号：90 

编号: 95583 
姓名: 谢启星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派出所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梅岭北路 1238 号 
       邮编：2003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83 
序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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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675 
姓名: 顾斌泉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政法委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宏伟路 24 号  奉贤区政法委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00 

      上海市奉贤区维稳办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宏伟路 24 号  奉贤区政法委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5 
序号：92 

编号: 95677 
姓名: 唐丽娜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政法委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宏伟路 24 号  奉贤区政法委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00 

      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9555 号 奉贤分局 
      邮编：20149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9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7 
序号：93 

编号: 95678 
姓名: 孙军（2）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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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9511 号   奉贤区检察院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8 
序号：94 

编号: 95679 
姓名: 戴慈 
职务: 侦监科副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9511 号   奉贤区检察院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9 
序号：95 

编号: 95681 
姓名: 沈杰（2）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派出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街道沪杭公路 1699 号  奉浦派出所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81 
序号：96 

编号: 95682 
姓名: 高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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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承办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派出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街道沪杭公路 1699 号  奉浦派出所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82 
序号：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