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立明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 
  杨浦区嫩江路 199号 
  (邮编 200438) P.R.China 
 

   任迺俊 
  上海市南汇区看守所 
  惠南镇人民西路 50弄 5号 
  (邮编 201300) P.R.China 
 

   徐佩玲 
  上海市南汇区看守所 
  惠南镇人民西路 50弄 5号 
  (邮编 201300) P.R.China 
 

  丁德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浦东新区华益路 351 
  (邮编 201201) P.R.China 
 

   董如彬 
  云南省五华监狱 
  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247号 
  (邮编 650223) P.R.China 
 

   卢昱宇 
  云南省大理市监狱五监区 
  大理市文化路 192号 
  (邮编 671000) P.R.China 
 

  曹海波 
  云南省昆明监狱 
  东郊王大桥 48号信箱附 9号 
  (邮编 650216) P.R.China 
 

   罗志淑 
  云南省楚雄州看守所 
  鹿城镇东郊花果山内 
  (邮编 675000) P.R.China 
 

   刘爱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 
  玉泉区兴华服装厂 2004信箱 
  (邮编 010070) P.R.China 
 

  温卫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监狱 
  玉泉区小黑河镇东二道河村 
  (邮编 010020) P.R.China 
 

   胡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监狱 
  玉泉区小黑河镇东二道河村 
  (邮编 010020) P.R.China 
 

   海文明 
  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看守所 
  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 
  (邮编 028100) P.R.China 
 

  陆建华 
  北京市监狱 
  大兴区黄村镇团河南大楼 219信箱 
  (邮编 102600) P.R.China 
 

   丁灵杰 
  北京市石景山看守所 
  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号 
  (邮编 100043) P.R.China 
 

   刁继军 
  北京市石景山看守所 
  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号 
  (邮编 100043) P.R.China 
 

  李学惠 
  北京市石景山看守所 
  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号 
  (邮编 100043) P.R.China 
 

   夏霖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朝阳区豆各庄 501号 
  (邮编 100023) P.R.China 
 

   王晶 
  吉林省吉林市看守所 
  丰满区白山乡松江村 
  (邮编 132106) P.R.China 
 

  郭洪伟 
  吉林省四平市看守所 
  铁东区城东乡平东村 
  (邮编 136001) P.R.China 
 

   权平 
  吉林省延吉看守所 
  延吉市兴安乡 
  (邮编 133000) P.R.China 
 

   张素华 
  吉林省通化市看守所 
  东昌区长流村 
  (邮编 134001) P.R.China 
 

  朱亚先 
  吉林省通化市长流看守所 
  通化市长流村 
  (邮编 134001) P.R.China 
 

   景春 
  吉林省长春市兴业监狱 
  宽城区小城子街 1199号 
  (邮编 130114) P.R.China 
 

   周燕琼 
  四川省双流县看守所 
  成都市双流县双华路三段 
  (邮编 610207) P.R.China 
 

  陈卫 
  四川省嘉陵监狱 
  南充市嘉陵区监狱 8432信箱 
  (邮编 637500) P.R.China 
 

   张选华 
  四川省宜宾县看守所 
  宜宾县柏溪镇八一村 
  (邮编 644600) P.R.China 
 

   刘贤斌 
  四川省川中监狱 
  南充市高坪区监狱 2085信箱 
  (邮编 637100) P.R.China 
 

  洛桑嘉杨 
  四川省川北监狱 
  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御中南路 269号 
  (邮编 621005) P.R.China 
 

   汪山明 
  四川省平昌县看守所 
  平昌县江口镇新华街袁三巷 12号 
  (邮编 636400) P.R.China 
 

   南杰顿珠 
  四川省康定县监狱 
  甘孜州康定县新都桥镇 
  (邮编 626000) P.R.China 
 



  扎西达杰 
  四川省康定县监狱 
  甘孜州康定县新都桥镇 
  (邮编 626000) P.R.China 
 

   任胜林 
  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监管中心 
  德阳市双东镇龙凤村 
  (邮编 618000) P.R.China 
 

   沈滨 
  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监管中心 
  德阳市双东镇龙凤村 
  (邮编 618000) P.R.China 
 

  李晓波 
  四川省德阳监狱 
  德阳市黄许镇 
  (邮编 618007) P.R.China 
 

   次旺嘉措 
  四川省德阳监狱 
  德阳市黄许镇 
  (邮编 618007) P.R.China 
 

   白玛益西 
  四川省德阳监狱 
  德阳市黄许镇 
  (邮编 618007) P.R.China 
 

  索南公保 
  四川省德阳监狱 
  德阳市黄许镇 
  (邮编 618007) P.R.China 
 

   胡金琼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看守所 
  双流区双华路三段 
  (邮编 610200) P.R.China 
 

   张世凤 
  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二监区 
  龙泉驿区洪安镇红光村龙洪路 200号 
  (邮编 610109) P.R.China 
 

  张隽勇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邮编 611731) P.R.China 
 

   符海陆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邮编 611731) P.R.China 
 

   罗富誉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邮编 611731) P.R.China 
 

  陈兵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邮编 611731) P.R.China 
 

   黄晓敏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邮编 611731) P.R.China 
 

   子肃 
  四川省成都市第二看守所 
  温江区涌泉镇共耕村 
  (邮编 611130) P.R.China 
 

  李必丰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监狱 
  金堂县金堂监狱 3监区 6监队 
  (邮编 621000) P.R.China 
 

   陈云飞 
  四川省眉州监狱 
  彭山县灵石镇 
  (邮编 650820) P.R.China 
 

   洛桑曲达 
  四川省绵阳监狱 
  绵阳市涪城区御中南路 269号 
  (邮编 621000) P.R.China 
 

  黄琦 
  四川省绵阳看守所 
  四川省绵阳市 
  (邮编 621000) P.R.China 
 

   更敦扎巴 
  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看守所 
  阿坝州黑水县 
  (邮编 623500) P.R.China 
 

   洛桑西热 
  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看守所 
  阿坝州黑水县 
  (邮编 623500) P.R.China 
 

  洛桑 
  四川省阿坝监狱 
  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 
  (邮编 623200) P.R.China 
 

   扎西杰 
  四川省阿坝监狱 
  阿坝州茂县凤仪镇 
  (邮编 623200) P.R.China 
 

   扎西顿珠 
  四川省阿坝监狱 
  阿坝州茂县凤仪镇 
  (邮编 623200) P.R.China 
 

  王淑蓉 
  四川省雅安市看守所 
  四川省雅安市 
  (邮编 625004) P.R.China 
 

   陈明燕 
  四川省雅安市看守所 
  四川省雅安市 
  (邮编 625004) P.R.China 
 

   王复玲 
  天津女子监狱 
  南开区凌宾路 199号 
  (邮编 300381) P.R.China 
 

  王立芳 
  天津女子监狱 
  南开区凌宾路 199号 
  (邮编 300381) P.R.China 
 

   杨建英 
  天津市南开区看守所 
  北草坝华坪路 8号 
  (邮编 300190) P.R.China 
 

   朱家琪 
  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 
  河西区浯水道与洞庭路交口 
  (邮编 300222) P.R.China 
 



  周世锋 
  天津市第一监狱第十监区 
  西青区杨柳青镇 11街 
  (邮编 300380) P.R.China 
 

   王全璋 
  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西青区中北镇大卞庄村 
  (邮编 300112) P.R.China 
 

   吴淦 
  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D101室 
  西青区中北镇大卞庄村 
  (邮编 300112) P.R.China 
 

  胡石根 
  天津市长泰监狱医院 
  西青区梨园头 
  (邮编 300381) P.R.China 
 

   李海勤 
  宁夏自治区石嘴山市看守所 
  石嘴山市 
  (邮编 753000) P.R.China 
 

   赵海 
  宁夏自治区银川监狱 
  银川市城区民族北街 298 
  (邮编 750003) P.R.China 
 

  韦朝芝 
  安徽省合肥市第二看守所 
  合肥市螺丝 
  (邮编 230011) P.R.China 
 

   丁美芳 
  安徽省女子监狱 
  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 
  (邮编 231100) P.R.China 
 

   许菽羽 
  安徽省女子监狱 
  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 
  (邮编 231100) P.R.China 
 

  钱祥梅 
  安徽省铜陵市看守所 
  铜陵市商业新村 
  (邮编 244000) P.R.China 
 

   孙晓龙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看守所 
  临泉县张营乡开发区 
  (邮编 236400) P.R.China 
 

   李洪升 
  山东省乳山市看守所 
  东山路北首路西 
  (邮编 264500) P.R.China 
 

  封金华 
  山东省女子监狱 
  济南市工业南路 90号 
  (邮编 250104) P.R.China 
 

   马述喜 
  山东省威海市看守所 
  威海市高技区蔡家泊 
  (邮编 264209) P.R.China 
 

   王江峰 
  山东省招远看守所 
  山东省招远市 
  (邮编 265400) P.R.China 
 

  徐学玲 
  山东省新泰市看守所 
  泰安市新泰市 
  (邮编 271200) P.R.China 
 

   齐崇怀 
  山东省枣庄监狱 
  滕州市木石镇魏庄 
  (邮编 277527) P.R.China 
 

   宋桂香 
  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 
  历城区工业南路 90号 
  (邮编 250100) P.R.China 
 

  李雪 
  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 
  历城区工业南路 90号 
  (邮编 250100) P.R.China 
 

   张茂源 
  山东省济南监狱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63号 
  (邮编 250014) P.R.China 
 

   徐红 
  山东省淄博市女子看守所 
  张店区昌国路 
  (邮编 255000) P.R.China 
 

  孙峰 
  山东省淄博市看守所 
  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傅家村 
  (邮编 255022) P.R.China 
 

   丁汉忠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看守所 
  潍坊市昌乐县 
  (邮编 262400) P.R.China 
 

   赵伟良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看守所 
  长江西路 168号 
  (邮编 274031) P.R.China 
 

  冀中星 
  山东省邹城监狱 
  济宁市邹城市太平镇驻地 
  (邮编 273517) P.R.China 
 

   林秀丽 
  山东省青岛市普东看守所 
  即墨市普东镇 
  (邮编 266234) P.R.China 
 

   隋双胜 
  山东省青岛市第一看守所 
  即墨市普东镇 
  (邮编 266034) P.R.China 
 

  任拉成 
  山西省长治监狱 
  西街令公巷 53号 
  (邮编 046000) P.R.China 
 

   姚文田 
  广东省东莞监狱 
  石龙镇新洲 
  (邮编 523295) P.R.China 
 

   陈启棠 
  广东省四会监狱 
  四会市济广北路 
  (邮编 526237) P.R.China 
 



  吴海波 
  广东省四会监狱 
  四会市济广塘 
  (邮编 526237) P.R.China 
 

   梁少琳 
  广东省女子监狱第四监区 
  广州市白云区广从四路 52号 
  (邮编 510545) P.R.China 
 

   徐琳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看守所 
  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公安基地 
  (邮编 511483) P.R.China 
 

  郑景贤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 
  南洲路 655号 
  (邮编 510290) P.R.China 
 

   黄潜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 
  南洲路 655号 
  (邮编 510290) P.R.China 
 

   刘少明 
  广东省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白云区槎头广海路狮岗北街 9号 
  (邮编 510430) P.R.China 
 

  唐荆陵 
  广东省怀集监狱 
  怀集县九监区 3739信箱 1002分箱 
  (邮编 526434) P.R.China 
 

   张荣平 
  广东省梅州监狱 
  梅州市梅州三路 66号 
  (邮编 514035) P.R.China 
 

   林文雄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看守所 
  澄海区凤翔 
  (邮编 515800) P.R.China 
 

  林贵州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看守所 
  澄海区凤翔 
  (邮编 515800) P.R.China 
 

   吴芳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庄松坤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张炳钗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李楚卢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杨锦贞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洪永忠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蔡加粦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陈素转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魏永汉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看守所 
  海丰县城东镇名园 
  (邮编 516400) P.R.China 
 

   谢丰夏 
  广东省河源监狱 
  河源市东环路南 2号 
  (邮编 517002) P.R.China 
 

   王登朝 
  广东省深圳巿监狱 
  坪山新区金田路 200号 
  (邮编 518118) P.R.China 
 

  王建民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 
  蛇口工业八路西端 309号 
  (邮编 518054) P.R.China 
 

   林生亮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 
  宝安区西乡镇 
  (邮编 518126) P.R.China 
 

   丁岩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宋立前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李南海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李江鹏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王军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王威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王建华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肖兵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董凌鹏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邓洪成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马志权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黄安阳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福田区上梅林公安街 4号 
  (邮编 518000) P.R.China 
 

   李小玲 
  广东省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香洲区景晖路公安城 A区 
  (邮编 519070) P.R.China 
 

  甄江华 
  广东省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香洲区景晖路公安城 A区 
  (邮编 519070) P.R.China 
 

   杨茂东 
  广东省英德监狱 
  英德市城北金子山大道四号路一号 
  (邮编 513000) P.R.China 
 

   林祖恋 
  广东省阳江监狱 
  阳东县那龙镇 
  (邮编 529935) P.R.China 
 

  王默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监狱 
  乐昌市人民北路 268号 
  (邮编 512208) P.R.China 
 

   王炳章 
  广东省韶关市北江监狱 
  黄岗十里亭 10信箱之 22 
  (邮编 512032) P.R.China 
 

   范舜辉 
  广东省韶关监狱 
  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 
  (邮编 512140) P.R.China 
 

  热合江﹒再努拉 
  新疆温泉县“去极端化教育基地” 
  博尔塔拉州温泉县 
  (邮编 833500) P.R.China 
 

   买买提江•阿布都拉 
  新疆自治区乌苏监狱 
  伊犁自治州塔城地区乌苏市 
  (邮编 833006) P.R.China 
 

   赵海通 
  新疆自治区乌苏监狱 
  伊犁自治州塔城地区乌苏市 
  (邮编 833006) P.R.China 
 

  麦尔丹•赛伊塔洪 
  新疆自治区伊宁监狱 
  伊犁自治州伊宁市 
  (邮编 835000) P.R.China 
 

   黄世科 
  新疆自治区伊宁看守所 
  伊犁州伊宁县 
  (邮编 835100) P.R.China 
 

   马慧超 
  新疆自治区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 
  伊犁州霍城县 
  (邮编 835200) P.R.China 
 

  肯杰别克﹒阿纳尔别克 
  新疆自治区博乐看守所 
  博尔塔拉州博乐市长江路 33号 
  (邮编 833400) P.R.China 
 

   萨尔克提江﹒萨里赫 
  新疆自治区吉昌市看守所 
  昌吉市北京北路 
  (邮编 831100) P.R.China 
 

   黄云敏 
  新疆自治区喀什垦区公安局看守所 
  喀什垦区 
  (邮编 844000) P.R.China 
 

  古丽米拉•艾明 
  新疆自治区女子监狱 
  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 17号 
  (邮编 830013) P.R.China 
 

   马纳普汗 
  新疆自治区布尔津看守所 
  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 
  (邮编 836600) P.R.China 
 

   刘燕 
  新疆自治区昌吉市看守所 
  昌吉市北京北路 
  (邮编 831100) P.R.China 
 

  杨兆存 
  新疆自治区昌吉市看守所 
  昌吉市北京北路 
  (邮编 831100) P.R.China 
 

   王路路 
  新疆自治区昌吉市看守所 
  昌吉市北京北路 
  (邮编 831100) P.R.China 
 

   程亚杰 
  新疆自治区昌吉市看守所 
  昌吉市北京北路 
  (邮编 831100) P.R.China 
 

  郑兰 
  新疆自治区昌吉市看守所 
  昌吉市北京北路 
  (邮编 831100) P.R.China 
 

   海莱提•尼亚孜 
  新疆自治区昌吉监狱 
  昌吉自治州昌吉市四号信箱 
  (邮编 831105) P.R.China 
 

   如凯•嘎玛桑珠 
  新疆自治区沙雅监狱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邮编 842208) P.R.China 
 



  张海涛 
  新疆自治区沙雅监狱九监区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邮编 842208) P.R.China 
 

   达吾提汗.达尔古色孜 
  新疆自治区温泉看守所 
  博尔塔拉州温泉县三峡西路 
  (邮编 833500) P.R.China 
 

   伊力哈木•土赫提 
  新疆自治区第一监狱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四平路 5号 
  (邮编 830013) P.R.China 
 

  尼加提•阿扎提 
  新疆自治区第一监狱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四平路 5号 
  (邮编 830013) P.R.China 
 

   玉山江•吉力力 
  新疆自治区第一监狱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四平路 5号 
  (邮编 830013) P.R.China 
 

   阿布杜热扎克•夏木西丁 
  新疆自治区第一监狱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四平路 5号 
  (邮编 830013) P.R.China 
 

  阿卜杜克里姆•阿卜杜外力 
  新疆自治区第三监狱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 44号 
  (邮编 830006) P.R.China 
 

   阿里木江•依米提 
  新疆自治区第三监狱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 44号 
  (邮编 830006) P.R.China 
 

   郭泉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监狱 
  顶山街道石佛寺三宫 49号 
  (邮编 210031) P.R.China 
 

  史庭福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看守所 
  雨花台区郁金香路 
  (邮编 210012) P.R.China 
 

   孟海霞 
  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 
  南通市濠东路 63号 
  (邮编 226007) P.R.China 
 

   夏明礼 
  江苏省南通市看守所 
  如皋区九华镇 
  (邮编 226000) P.R.China 
 

  张昆 
  江苏省徐州巿看守所 
  铜山区三堡镇 206国道东侧 
  (邮编 221112) P.R.China 
 

   沈爱斌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看守所 
  惠山区钱胡路 567号—2 
  (邮编 214151) P.R.China 
 

   孙根连 
  江苏省泰州市看守所 
  海陵区红旗农场 
  (邮编 225311) P.R.China 
 

  吴其和 
  江苏省苏州市第一看守所 
  黄埭镇康阳路 390号 
  (邮编 215152) P.R.China 
 

   戈觉平 
  江苏省苏州市第一看守所 
  黄埭镇康阳路 390号 
  (邮编 215152) P.R.China 
 

   徐文石 
  江苏省苏州市第二看守所 
  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 390号 
  (邮编 215152) P.R.China 
 

  沈立秀 
  江苏省连云港市看守所 
  新浦区南城镇警校路 
  (邮编 222000) P.R.China 
 

   刘萍 
  江西省南昌女子监狱 
  新建县长堎镇长征路 630号 
  (邮编 330199) P.R.China 
 

   汤道芳 
  江西省女子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前卫路 1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田先桂 
  江西省女子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前卫路 1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胡传菊 
  江西省女子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前卫路 1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钟兴秀 
  江西省女子监狱第四监区 
  南昌市新建区前卫路 1号 
  (邮编 330096) P.R.China 
 

  朱玉芳 
  江西省萍乡市第一看守所 
  八一街西门 
  (邮编 337000) P.R.China 
 

   周启良 
  江西省豫章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西路 639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唐国良 
  江西省豫章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西路 639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汪黎明 
  江西省豫章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西路 639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王传黄 
  江西省豫章监狱 
  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西路 639号 
  (邮编 330100) P.R.China 
 

   李会民 
  河北省廊坊市看守所 
  廊坊市西外环 
  (邮编 065000) P.R.China 
 



  裴国动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看守所 
  围场自治县龙头山乡小锥子 
  (邮编 068400) P.R.China 
 

   赵丽荣 
  河北省承德市看守所 
  双桥区双峰寺老西营村委会 
  (邮编 067000) P.R.China 
 

   卞晓晖 
  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 
  石家庄市石铜路 
  (邮编 050222) P.R.China 
 

  陈英华 
  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 
  石家庄市石铜路 
  (邮编 050222) P.R.China 
 

   卞丽潮 
  河北省第四监狱第八监区 
  石家庄市北环西路 3号 
  (邮编 050061) P.R.China 
 

   巩进军 
  河北省衡水市深州看守所 
  城市新区黄河东路路北 
  (邮编 053800) P.R.China 
 

  李九江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看守所 
  磁县磁州镇西湖街 
  (邮编 056500) P.R.China 
 

   贾太青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看守所 
  磁县磁州镇西湖街 
  (邮编 056500) P.R.China 
 

   王美娟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看守所 
  复兴区铁西大街 24号 
  (邮编 065002) P.R.China 
 

  许有臣 
  河南省三门峡看守所 
  会兴街道槐树洼村 
  (邮编 450000) P.R.China 
 

   王桃梅 
  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 
  新乡县新原路 16号 
  (邮编 450000) P.R.China 
 

   邢望力 
  河南省洛阳市第四监狱 
  西工区红山乡 
  (邮编 471041) P.R.China 
 

  张小玉 
  河南省焦作看守所 
  焦作市解放区焦北街道办事处 
  (邮编 454150) P.R.China 
 

   张少杰 
  河南省第二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监狱 14号信箱 
  (邮编 453002) P.R.China 
 

   程相奎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看守所 
  中牟县解放南路 
  (邮编 451450) P.R.China 
 

  赵刘枝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古荥镇古须北路 
  (邮编 450043) P.R.China 
 

   贾灵敏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 
  (邮编 450100) P.R.China 
 

   时育红 
  河南省鹤壁市看守所 1区 5号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邮编 458000) P.R.China 
 

  程康明 
  浙江省丽水市看守所 
  丽水市莲都区三岩寺路 
  (邮编 323000) P.R.China 
 

   包国华 
  浙江省乔司监狱 
  杭州市上城区华光路 35号 
  (邮编 310002) P.R.China 
 

   陈树庆 
  浙江省乔司监狱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903–1信箱 
  (邮编 310019) P.R.China 
 

  邢文香 
  浙江省女子监狱四分监区 
  杭州市育新路 16号 
  (邮编 310019) P.R.China 
 

   顾约瑟 
  浙江省杭州市看守所 
  余杭区仁和镇运溪路 36号 
  (邮编 311107) P.R.China 
 

   朱虞夫 
  浙江省第四监狱 
  杭州市余杭区 50信箱 
  (邮编 311100) P.R.China 
 

  吕耿松 
  浙江省长湖监狱 
  湖州市经济开发区西凤路 1500号 
  (邮编 313000) P.R.China 
 

   付文花 
  湖北省南漳县看守所 
  南漳县城关镇白凤路 
  (邮编 441500) P.R.China 
 

   尹旭安 
  湖北省大冶市看守所 
  大冶市观山路 
  (邮编 435100) P.R.China 
 

  万大久 
  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 
  武汉市乔口区宝丰一路 97号 
  (邮编 430030) P.R.China 
 

   高汉成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看守所 
  武昌区青菱村 
  (邮编 430065) P.R.China 
 

   徐志强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监狱 
  东湖开发区庙山小区特一号 
  (邮编 430223) P.R.China 
 



  黄文勋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监狱 
  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特 1号 
  (邮编 430223) P.R.China 
 

   王芳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东西湖区舵落口大市场 
  (邮编 430040) P.R.China 
 

   秦永敏 
  湖北省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汉阳区龙阳大道邱家湾特 1号 
  (邮编 430051) P.R.China 
 

  刘家财 
  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第五监区 
  荆门市平湖路 
  (邮编 448200) P.R.China 
 

   徐长虹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 
  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 
  (邮编 448200) P.R.China 
 

   王喻平 
  湖北省洪山监狱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 
  (邮编 430223) P.R.China 
 

  龚圣亮 
  湖北省洪山监狱特 1号 4监区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 
  (邮编 430223) P.R.China 
 

   彭峰 
  湖北省潜江市看守所 
  潜江市 
  (邮编 433100) P.R.China 
 

   袁兵 
  湖北省赤壁市看守所 
  咸宁市赤壁市 
  (邮编 437300) P.R.China 
 

  陈进新 
  湖北省赤壁市看守所 
  咸宁市赤壁市 
  (邮编 437300) P.R.China 
 

   刘飞跃 
  湖北省随州市看守所 
  随州市交通大道 666号 
  (邮编 441300) P.R.China 
 

   李铁 
  湖北省黄岗市鄂东监狱 
  黄州区路口镇 
  (邮编 438021) P.R.China 
 

  王小群 
  湖南省女子监狱 
  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号 
  (邮编 410004) P.R.China 
 

   何菊英 
  湖南省宁远县看守所 
  永州市宁远县泠江中路 221号 
  (邮编 425600) P.R.China 
 

   李明哲 
  湖南省岳阳市看守所 
  岳阳楼区福颐路 49号 
  (邮编 414000) P.R.China 
 

  胡秀祥 
  湖南省怀化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怀化市鹤城区城北路白岩村 
  (邮编 418000) P.R.China 
 

   肖疑飞 
  湖南省永州市看守所 
  宁远县泠江中路 221号 
  (邮编 425600) P.R.China 
 

   谢长发 
  湖南省赤山监狱第八监区 
  沅江市南嘴镇 
  (邮编 413104) P.R.China 
 

  释大成 
  湖南省邵阳县看守所 
  塘渡口镇桂竹山社区 
  (邮编 422199) P.R.China 
 

   史玉华 
  湖南省长沙女子监狱 
  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号 
  (邮编 410004) P.R.China 
 

   尹红 
  湖南省长沙女子监狱 
  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号 
  (邮编 410004) P.R.China 
 

  江天勇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 
  雨花区城南路 72号 
  (邮编 410000) P.R.China 
 

   张志明 
  甘肃省兰州监狱 
  兰州市佛慈大街 298号 
  (邮编 730046) P.R.China 
 

   李文明 
  甘肃省兰州监狱 
  兰州市佛慈大街 298号 
  (邮编 730046) P.R.China 
 

  仁增次仁 
  甘肃省天水市第三监狱 
  秦城区建设路 196号 100号箱 
  (邮编 741099) P.R.China 
 

   李义奎 
  甘肃省天水监狱 
  秦城区建设路 196号 
  (邮编 741000) P.R.China 
 

   王民兵 
  甘肃省天水监狱 
  秦城区建设路 196号 
  (邮编 741000) P.R.China 
 

  唐琼 
  甘肃省女子监狱 
  兰州市九州开发区 68号信箱 
  (邮编 730046) P.R.China 
 

   李翠芳 
  甘肃省女子监狱 
  兰州市九州开发区 68号信箱 
  (邮编 730046) P.R.China 
 

   肖彦红 
  甘肃省女子监狱 
  兰州市九州开发区 68号信箱 
  (邮编 730046) P.R.China 
 



  贡却才培 
  甘肃省甘南合作监狱 
  合作市桥北街 4-137号 
  (邮编 747000) P.R.China 
 

   张水莲 
  福建省女子监狱 
  福州市闽候县南屿镇桐南村 
  (邮编 350000) P.R.China 
 

   林美芳 
  福建省女子监狱 
  福州市闽候县南屿镇桐南村 
  (邮编 350000) P.R.China 
 

  赵凤然 
  福建省女子监狱一监区二分区 
  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号 
  (邮编 350003) P.R.China 
 

   庄友布 
  福建省宁德市看守所 
  福安市锦鸡垅 
  (邮编 355000) P.R.China 
 

   杨雄 
  福建省宁德市看守所 
  福安市锦鸡垅 
  (邮编 355000) P.R.China 
 

  廖俊 
  福建省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晋安区前岐路 21号 
  (邮编 350013) P.R.China 
 

   林炳兴 
  福建省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晋安区前岐路 21号 
  (邮编 350013) P.R.China 
 

   雷宗林 
  福建省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晋安区前岐路 21号 
  (邮编 350013) P.R.China 
 

  卓道明 
  福建省福清市看守所 
  福清市 
  (邮编 350300) P.R.China 
 

   吴宏福 
  福建省福清市看守所 
  福清市 
  (邮编 350300) P.R.China 
 

   林善忠 
  福建省福清市看守所 
  福清市 
  (邮编 350300) P.R.China 
 

  江智安 
  福建省福清市看守所 
  福清市 
  (邮编 350300) P.R.China 
 

   纪斯尊 
  福建省莆田监狱康复医院 
  涵江区新涵大街 2089号 
  (邮编 351111) P.R.China 
 

   丹增曲卡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仓央嘉措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多丹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平措多吉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日赛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旺堆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昂扎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洛桑次仁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玉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瓜什则·久美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米玛顿珠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索朗扎巴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索朗次旦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贡觉群培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监狱 
  曲水县聂当乡 
  (邮编 850600) P.R.China 
 

   多杰扎才 
  西藏自治区监狱 
  拉萨市城关区扎基东路 10号 
  (邮编 850009) P.R.China 
 

   格桑秀郎 
  西藏自治区监狱 
  拉萨市城关区扎基东路 10号 
  (邮编 850009) P.R.China 
 



  益西曲珍 
  西藏自治区监狱 
  拉萨市城关区扎基东路 10号 
  (邮编 850009) P.R.China 
 

   陈西 
  贵州省兴义监狱 
  兴义市桔丰路 1号 
  (邮编 562400) P.R.China 
 

   李国志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 
  南明区箭道街 52号 
  (邮编 550000) P.R.China 
 

  宋桂香 
  辽宁省丹东市看守所 
  振安区汤池镇金固村 
  (邮编 118000) P.R.China 
 

   王恩平 
  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 
  大连市甘井子区姚西街 192号 
  (邮编 116037) P.R.China 
 

   姜伟 
  辽宁省沈阳女子监狱 
  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邮编 10145) P.R.China 
 

  王静哲 
  辽宁省沈阳市平罗女子监狱 
  洪区平罗镇后辛台村 
  (邮编 110147) P.R.China 
 

   刘湘菊 
  辽宁省沈阳市看守所 
  于洪区造化镇高力村 
  (邮编 110148) P.R.China 
 

   李昱函 
  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于洪区造化镇高力村 
  (邮编 110148) P.R.China 
 

  韩莹 
  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于洪区造化镇高力村 
  (邮编 110148) P.R.China 
 

   林明洁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看守所 
  于洪区翟家镇小挨金村 
  (编码 110000) P.R.China 
 

   时锦燕 
  辽宁省辽阳市看守所 
  太子河区南郊路 119号 
  (邮编 111000) P.R.China 
 

  朴顺南 
  辽宁省辽阳市看守所 
  太子河区南郊路 119号 
  (邮编 111000) P.R.China 
 

   李东哲 
  辽宁省辽阳市看守所 
  太子河区南郊路 119号 
  (邮编 111000) P.R.China 
 

   李媛 
  辽宁省辽阳市看守所 
  太子河区南郊路 119号 
  (邮编 111000) P.R.China 
 

  赵春侠 
  辽宁省辽阳市看守所 
  太子河区南郊路 119号 
  (邮编 111000) P.R.China 
 

   唐云淑 
  重庆市丰都县看守所 
  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一支路 701号 
  (邮编 408200) P.R.China 
 

   谭敏 
  重庆市九龙坡区看守所 
  九龙坡区华岩寺 4号 
  (邮编 401236) P.R.China 
 

  黄伦 
  重庆市九龙坡区看守所 
  九龙坡区华岩寺 4号 
  (邮编 401236) P.R.China 
 

   刘林 
  重庆市北碚区看守所 
  童家溪镇同兴北路 188号 
  (邮编 400707) P.R.China 
 

   姜野飞 
  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 
  南岸区南坪东路 588号 
  (邮编 400060) P.R.China 
 

  董广平 
  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 588号 
  (邮编 400060) P.R.China 
 

   何朝政 
  重庆市合川区拘留所 
  合川区南津街街道苟家村 
  (邮编 401519) P.R.China 
 

   刘高胜 
  重庆市合川区拘留所 
  合川区南津街街道苟家村 
  (邮编 401519) P.R.China 
 

  肖成林 
  重庆市合川区拘留所 
  合川区南津街街道苟家村 
  (邮编 401519) P.R.China 
 

   熊红伟 
  重庆市女子监狱 
  九龙坡区走马镇乐园村 
  (邮编 401329) P.R.China 
 

   余光河 
  重庆市永川监狱 
  永川市游家湾 
  (邮编 402160) P.R.China 
 

  刘道权 
  重庆市永川监狱七监区 
  永川市游家湾 
  (邮编 402160) P.R.China 
 

   潘斌 
  重庆市涪陵区看守所 
  涪陵区蒿枝坝 101号 
  (邮编 408001) P.R.China 
 

   肖建芳 
  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 
  回兴街道凯歌三支路 99号 
  (邮编 400052) P.R.China 
 



  危文元 
  重庆市第一看守所 
  渝中区石板坡北里 15号 
  (邮编 400013) P.R.China 
 

   邹茂淑 
  重庆市长寿区看守所 
  长寿区渡舟街道三好村 2号 
  (邮编 401228) P.R.China 
 

   王亚芬 
  陕西省女子监狱 
  安市未央区方新村 
  (邮编 710016) P.R.China 
 

  金安迪 
  陕西省西安监狱 
  西安市建工路 1号 
  (邮编 710048) P.R.China 
 

   郭玉番 
  青海省乌兰县监狱 
  海西州乌兰县希里沟镇 
  (邮编 817100) P.R.China 
 

   蔡贡加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看守所 
  海北州刚察县 
  (邮编 812300) P.R.China 
 

  札西文色 
  青海省玉树市看守所 
  青海省玉树市 
  (邮编 815000) P.R.China 
 

   洛洛 
  青海省西宁监狱 
  西宁市湟中县多巴镇代码 805 
  (邮编 810000) P.R.China 
 

   李生金 
  青海省门源监狱 
  海北州门源县青石嘴镇石头村 
  (邮编 810301) P.R.China 
 

  周法 
  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 
  佳木斯市前进区安庆路 76号 
  (邮编 154007) P.R.China 
 

   谭凤江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信箱 
  (邮编 150521) P.R.China 
 

   赵海军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信箱 
  (邮编 150521) P.R.China 
 

  陈纯洁 
  黑龙江省鸡西监狱 
  鸡西市鸡冠区西郊乡 
  (邮编 158100) P.R.China 
 

   丁亚军 
  黑龙江省鹤岗市看守所 
  鹤岗市 
  (邮编 154100) P.R.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