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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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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  

编号: 122448   (序号：1) 

姓名: 符永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临高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76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海南省儋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 

编号: 122449   (序号：2) 

姓名: 陈益鸿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临高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76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海南省儋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 

编号: 122451   (序号：3) 

姓名: 邱亚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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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儋州市西流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海南省儋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 

编号: 122452   (序号：4) 

姓名: 王运群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儋州市西流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海南省儋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 

编号: 122454   (序号：5) 

姓名: 邢福壮 

职务: “610办公室”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儋州市西联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海南省儋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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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420   (序号：6) 

姓名: 李大海 

职务: 海南省监狱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监狱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凤翔路蓝盾大厦 705 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9 

      海南省监狱管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7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22   (序号：7) 

姓名: 谭红材 

职务: 景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景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 29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25   (序号：8) 

姓名: 苏壮青 

职务: 景韵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新成监狱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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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景韵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海南省新成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4 

      海南省新成监狱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28   (序号：9) 

姓名: 杜斌 

职务: 景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景鑫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大道 4 号琼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31   (序号：10) 

姓名: 张长生 

职务: 南育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牛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育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罗牛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0 

      海南省罗牛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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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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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34   (序号：11) 

姓名: 陈星晨 

职务: 景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三亚监狱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景阳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三亚市田独镇（三亚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3 

      海南省三亚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37   (序号：12) 

姓名: 钟国强 

职务: 景晟工贸有限公司经理、乐东监狱党委委员、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景晟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乐东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6 

      海南省乐东监狱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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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40   (序号：13) 

姓名: 周禹生 

职务: 景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三江监狱党委委员、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景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三江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9 

      海南省三江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43   (序号：14) 

姓名: 汤友波 

职务: 景隆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口监狱企业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景隆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五公里处海口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2 

      海南省海口监狱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五公里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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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46   (序号：15) 

姓名: 黄昌利 

职务: 景冠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兰监狱调研员、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景冠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美兰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5 

      海南省美兰监狱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村演丰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449   (序号：16) 

姓名: 刘焕强 

职务: 锦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琼山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锦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美兰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48 

      海南省琼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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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451   (序号：17) 

姓名: 唐先群 

职务: 海通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琼山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海通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美兰墟灵文公路 1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50 

      海南省琼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6579   (序号：18) 

姓名: 张旭 

职务: 国保支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 43 号 海口市公安局 

      邮编：5701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70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永恒-2019（第 0058 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7 

编号: 126580   (序号：19) 

姓名: 韩邓黄 

职务: 国保支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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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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 43 号 海口市公安局 

      邮编：5701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70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永恒-2019（第 0058 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