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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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编号: 71193 
姓名: 宋恩 (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 1：黑龙江省哈尔滨南岗区红旗大街 433 号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150069 
        
       地址 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广街 79 号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15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8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3 
序号：1 

编号: 71194 
姓名: 苏柏城 
职务: 教育改造处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 1：黑龙江省哈尔滨南岗区红旗大街 433 号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150069 
        
       地址 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广街 79 号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15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8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4 
序号：2 

编号: 71196 
姓名: 戈雪红 
职务: 十一监区副监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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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6 
序号：3 

编号: 71197 
姓名: 杨丽斌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狱政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7 
序号：4 

编号: 71362 
姓名: 汪芹 
职务: 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2 
序号：5 

编号: 71363 
姓名: 刘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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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3 
序号：6 

编号: 72544 
姓名: 高洋 
职务: 八监区六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女子监狱（原吉林省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4 
序号：7 

编号: 72961 
姓名: 渚淑华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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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61 
序号：8 

编号: 72962 
姓名: 陈东月 
职务: 九监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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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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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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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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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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号: 73070 
姓名: 廖国佑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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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70 
序号：14 

编号: 73564 
姓名: 李强（3） 
职务: 八大队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4 
序号：15 

编号: 73565 
姓名: 陆文元 
职务: 八大队副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5 
序号：16 

编号: 73566 
姓名: 杨波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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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6 
序号：17 

编号: 73567 
姓名: 刘云岭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梨园监狱（梨园头监狱、天津第一监狱）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梨园头村南  梨园头监狱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7 
序号：18 

编号: 74268 
姓名: 吴兵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68 
序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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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4269 
姓名: 刘盈盈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69 
序号：20 

编号: 74270 
姓名: 董璐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70 
序号：21 

编号: 74271 
姓名: 安莉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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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71 
序号：22 

编号: 75516 
姓名: 彭宗海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6 
序号：23 

编号: 75517 
姓名: 朱光辉 
职务: 书记、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宿州监狱 
      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西关大街 214 号 
      邮编：2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7 
序号：24 

编号: 76896 
姓名: 尹随庆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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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 91 号  新疆监狱管理局 
      邮编：8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6 
序号：25 

编号: 76897 
姓名: 警立元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 91 号  新疆监狱管理局 
      邮编：8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7 
序号：26 

编号: 76927 
姓名: 陈红霞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7 
序号：27 

编号: 76929 
姓名: 闻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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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罚执行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9 
序号：28 

编号: 76930 
姓名: 李建新 
职务: 九分监区监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0 
序号：29 

编号: 76968 
姓名: 詹贵朝 
职务: 副监狱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监狱（新密监狱） 
      河南省新密市嵩山大道东段 61 号新密邮政 841 信箱 
      邮编: 4523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8 
序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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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8122 
姓名: 庄广陵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2 
序号：31 

编号: 80056 
姓名: 沈国梁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56 
序号：32 

编号: 80871 
姓名: 李维龙 
职务: 副监狱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监狱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红卫星大庆监狱 
      邮编：1631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7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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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71 
序号：33 

编号: 81870 
姓名: 刘卫东（2）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唐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唐山市劳教所） 
      河北省唐山市荷花坑市场大街 85 号 
      邮编：0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0 
序号：34 

编号: 81871 
姓名: 张健中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唐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唐山市劳教所） 
      河北省唐山市荷花坑市场大街 85 号 
      邮编：0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1 
序号：35 

编号: 82014 
姓名: 张庆 
职务: 十二监区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 信箱 
      邮编：1505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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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14 
序号：36 

编号: 84126 
姓名: 李卫红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6 
序号：37 

编号: 84127 
姓名: 高文嫒 
职务: 五监区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7 
序号：38 

编号: 84128 
姓名: 尹克清 
职务: 五监区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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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8 
序号：39 

编号: 84129 
姓名: 徐莉颖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9 
序号：40 

编号: 84130 
姓名: 姚瑶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0 
序号：41 

编号: 84131 
姓名: 张婷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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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1 
序号：42 

编号: 84132 
姓名: 汤绿漪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2 
序号：43 

编号: 84133 
姓名: 荣佳琪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3 
序号：44 

编号: 84134 
姓名: 刘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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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4 
序号：45 

编号: 84135 
姓名: 马立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女子监狱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凌庄道）199 号  
       邮编：3003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35 
序号：46 

编号: 87257 
姓名: 李茜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女子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凤城南路东段十一号 陕西省女子监狱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7 
序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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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7309 
姓名: 金凤 
职务: 狱政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呼市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呼市女子监狱)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呼凉公路帅家营子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帅家营村南  
       邮编： 010020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市呼凉公路兴华服装厂 二零零四信箱 
       邮编：0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09 
序号：48 

编号: 94503 
姓名: 俞宏秋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3 
序号：49 

编号: 94504 
姓名: 陈晓东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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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4 
序号：50 

编号: 95176 
姓名: 王爱君 
职务: 公诉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检察院 
      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南大街 26 号 市检察院 
      邮编：12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3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76 
序号：51 

编号: 95249 
姓名: 林云 
职务: 二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49 
序号：52 

编号: 95250 
姓名: 周鸣凤 
职务: 二大队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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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0 
序号：53 

编号: 95251 
姓名: 黄素英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徽省女子劳教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5 号  
       邮编：2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1 
序号：54 

编号: 95258 
姓名: 曹学芝 
职务: 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8 
序号：55 

编号: 95259 
姓名: 孙文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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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女子监狱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洪塘村  安徽省女子监狱 
       邮编：23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59 
序号：56 

编号: 95653 
姓名: 吕宁 
职务: 七监区监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3 
序号：57 

编号: 95654 
姓名: 朱声燕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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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4 
序号：58 

编号: 95655 
姓名: 柏光友 
职务: 狱政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5 
序号：59 

编号: 95656 
姓名: 尤金玉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6 
序号：60 

编号: 95657 
姓名: 韩亚梅 
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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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凤信路 28 号 2151 信箱 87 分箱   
       邮编：210012 
        
       旧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宁双路 9 号  南京女子监狱 
       邮编：21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57 
序号：61 

编号: 95664 
姓名: 顾春燕 
职务: 一监区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 
      地址 1：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东路 258 号  
       邮编：226008 
        
       地址 2：江苏省南通市 102 信箱 6 分箱  
       邮编：22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4 
序号：62 

编号: 95665 
姓名: 郑陈虹 
职务: 一监区副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 
      地址 1：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东路 258 号  
       邮编：226008 
        
       地址 2：江苏省南通市 102 信箱 6 分箱  
       邮编：22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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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65 
序号：63 

编号: 95690 
姓名: 姚彬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90 
序号：64 

编号: 95691 
姓名: 刘宇 
职务: 七监区七小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91 
序号：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