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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

海报道）上海社保中心延续江泽民

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的迫

害指令，对被中共枉判关入监狱的

法轮功学员，非法剥夺在刑期间发

放的养老金。所谓依据却是一个二

十年前一个部门的无法律效力的函

件（劳社厅函[2001]44 号）。 

以下是上海社保中心非法追讨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期间领取的

养老金所用的手段： 

一、发告知书，让被扣养老金

的受害者，几天之内到上海社保中

心去。不去就直接停发养老金。 

二、去了之后，得到的信息是

根据法院提供的名单，追讨法轮功

学员被非法判刑期间已经收到的合

法的养老金。 

具体的操作手段是： 
1、让被扣养老金的受害者签

订一份《委托授权书》请求追扣自

己在刑时合法收到的养老金。抢了

人的钱，还让被抢者签下委托抢劫

的书面材料。确实，一旦签了《委

托授权书》，就意味着自己自愿的

请社保中心来扣自己的养老金，一

旦签了《委托授权书》，就意味着

自己承认自己是罪犯，那么社保中

心就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每月扣

掉所谓的归还数额后发给数量极

少、低于平均贫困收入的部份养老

金。 

2、对那些拒绝签《委托授权

书》的，那么社保中心就停发了养

老金，还被送上失信人员信息平

台。 

针对社保中心的违宪违法行

为，法轮功学员用法律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行政复议”得不到回

应，那么就去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利也是势在必行。 

列举一份法轮功学员行政复议

申请书的部份内容 

提出的复议请求事项是： 

1、要求确认被申请人停发申

请人养老金的行为违法 

2. 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依

照社会保险法及时发放养老金并纠

正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权力滥用 

列出的复议理由是： 

1、申请人退休，经人社部门

依法确认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放养老金至

2020 年 11 月止。 

2、养老金是用于我基本生活

消费，我无其它生活来源，在上海

二十几万花出去容易，现在让我一

个老人拿出，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不还，就不发我的养老金，让我

一个老人如何生活？这违反了基本

的人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

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

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

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被申请人

凭借一纸告知书就把宪法践踏于

地，胆大包天，荒谬绝伦。被申请

人的还款请求远远超出了民诉的诉

讼时效，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3.《社会保险法》是国家法

律，不容个别部门或个人以某部门

的文件以某部门的文件去改变法律

的规定是人治的社会的特征，与我

国当前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悖。对我

所谓的犯罪行为和刑事处罚，有人

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载明。如果有

关部门在这份判决书之（见下页）

【明慧网】上海普陀区女法

轮功学员范国平（73 岁），家

住长寿路，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被当地国保 2 次绑架关押，

先是刑事拘留，后因没有证据，

于 6 月 11 日日，改非法行政拘

留，“取保候审”一年，回家。 

上海普陀区女法轮功学员范

国平（73 岁），家住长寿路，

今年 1 月 21 日，范国平因被举

报（怀疑）发资料，被当地国保

和户籍警等以上门送快递为名叫

开门，强行抄家（抄走电脑，大

法书等）后，把范国平强制绑架

至普陀区看守所关押，先是刑事

拘留，后因没有证据，于 2 月 2

日被改行政拘留后释放。 

2021 年 5 月 15 日下午，十

多个宝山区大华派出所警察又非

法上范国平儿子家抄家，又去长

寿路范国平家再次抄家，范国平

后被绑架至宝山区看守所非法关

押。理由还是以有人举报怀疑发

资料，但无证据，今年 6 月 11

日被取保候审一年，回家。◇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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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六）项之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不予

受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

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真、

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而被中

共迫害，他们被非法判刑、关入监

狱迫害，不仅遭受各种酷刑，身心

受害，而且冤狱回家数年后，突然

遭遇中共无理停发、扣发赖以生存

的养老金，天理不容！将拒签《委

托授权书》的法轮功学员送上失信

人员信息平台，直接影响到正常出

行及一些必需的生活活动。◇ 

政，加强新闻出版法治政府建设，

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第五批规范性

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决定废止 161

件规范性文件。”第 99 号、第

100 号，即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

禁令。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广泛洪

扬，《转法轮》有 40 多种译本。 

法轮功学员认为：对于我的养

老金问题，社保中心践踏《宪

法》，违反《社会保险法》，无视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才是真

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官官相护的地方政府给予的蛮

横不讲理的答复是：不予受理行政

复议申请决定书里面写道：申请人

不服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作出的《告知书》，向本机关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经审查认

为：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

（接上页）外还要再进行经济剥

夺，这是对生效判决书绝妙的嘲

讽。连政府部门都不承认这份法院

判决内容的合法性，要对这份判决

书判决内容随意变更，法外用刑，

我又所犯何罪？ 

4. 我的行为不构成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作为一个法

轮功学员，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国家

法律的实施？我的判决书没有一句

话说明我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实

施。况且“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

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没有

法轮功（见公通字[2000]39 号与

[2005]39 号）。中国新闻出版总

署署长柳斌杰 2011 年 3 月 1 日发

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50 号，公布

《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

文件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行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丽珠失联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丽珠，女，

74 岁左右，家住密云路，今年 6 

月初开始失去联系，致今没有消

息，具体情况不详。 

上海市杨浦区法轮功学员潘必

建遭绑架 

上海市杨浦区法轮功学员潘必

建，女，65 岁，在五角场发资

料，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遭绑架，

现被非法关押在杨浦区看守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亭新苑

小区借瘟疫监控法轮功学员 

8 月 11 日，上海市嘉定区安

亭镇安亭新苑小区借瘟疫监控法轮

功学员。在安亭新苑社区西大门一

共有两个供居民进出的小门口。 

11 日（本周四）起，居然封

闭了北面的一个小门，只开放南面

一个小门口。小门口狭窄，只容一

人进出，并列两人无法通过。他们

还在开放的南小门口放置一个一人

高摄像头，下面有照相机一样的架

子撑起。 

曝光上海市浦东新区六里派出

所吴姓女警察 

姓吴的女警察，上海市浦东新

区六里派出所警察，积极配合

“610”，布置监控、骚扰法轮功

学员。 

上海市杨浦区三名老年法轮功

学员受到骚扰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敦化小

区，86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许凤卿

被骚扰。6 月 14 号警察打电话给

她大女儿说：7 月 1 号邪党百年大

庆。从 6 月 25 号至 7 月 5 号你妈

不要出去，25 号上午就被监视。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一村老年

法轮功学员蒋月芳每个月被派出所

和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一村老年

法轮功学员方雅娟 6 月 25 号、7

月 1 号二天被骚扰。 

上海法轮功学员管龙妹被监视

跟踪 

从 6 月 29 日至今，上海浦东

新区曹路镇法轮功学员管龙妹被社

会闲散人员至少四人 24 小时监视

跟踪。管龙妹出门就前后跟着，严

重干扰了她及家人的正常生活。 

6 月 8 日，管龙妹被片警骗到

曹路派出所。浦东新区政法委综治

处多人找其谈话。 

6 月 12 日，又有二人到她家

敲门骚扰。 

6 月 16 日下午，浦东新区政

法委综治处及当地综治办共 7 人，

不敢透露姓名身份，只说自己是社

工，上门骚扰管龙妹。对于管龙妹

要求社保局依法返还自己被扣的养

老金，声称应从居委开始层层反

映。之后，曹路镇派出所片警一直

打电话骚扰管龙妹的弟弟。 

上海杨浦区法轮功学员叢培

喜、吴扣娣等五人被非法监视 

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管区法轮

功学员叢培喜、吴扣娣等五人，从

5 月 25 日起，被长海路派出所定

点蹲坑监控，早中两班，共 4 人，

出门跟踪，拍照传到派出所。“七

一邪党庆”过去了，还在继续蹲

坑，不知什么时候撤。 

上海法轮功学员周玲和陈杰被

跟踪、监视 

上海浦东沪东警署和街道派人

24 小时监视上海法轮功学员周玲

和陈杰，并上下班跟踪，干扰了他

们的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