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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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编号: 115905   (序号：1) 

姓名: 王益群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饶旭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1 

编号: 115906   (序号：2) 

姓名: 胡丽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饶旭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1 

编号: 115907   (序号：3) 

姓名: 聂幺山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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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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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5 号  

       邮编: 43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03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东马坊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东马坊街道办事处  东马坊派出所 

       邮编：4324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0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饶旭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1 

追查湖北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长平、高文霞、李玉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2 

编号: 116202   (序号：4) 

姓名: 姜楠 

职务: 重管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建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 

编号: 116232   (序号：5) 

姓名: 余力军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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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江岸区政法委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2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33   (序号：6) 

姓名: 邬利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公安分局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 166 号    江岸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14 

        

       地址 2：湖北省武汉市市区岳飞街 3 号   江岸区公安分局 

       邮编: 43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34   (序号：7) 

姓名: 胡俊（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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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7 号  汉阳区检察院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16235   (序号：8) 

姓名: 殷磊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地址 2：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磊--2020（第 008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2 

编号: 116237   (序号：9) 

姓名: 赵耀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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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38   (序号：10) 

姓名: 李志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39   (序号：11) 

姓名: 邓明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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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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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40   (序号：12) 

姓名: 艾庆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41   (序号：13) 

姓名: 朱文彬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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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242   (序号：14) 

姓名: 王远兵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43   (序号：15) 

姓名: 鲁志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16 号  二七派出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44   (序号：16) 

姓名: 秦慕萍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56 号  武汉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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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吴碧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1 

编号: 116245   (序号：17) 

姓名: 谢清运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国保局、文化保卫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口发展大道 188 号  武汉市公安局 

       邮编：4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华-2020（第 0019 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9 

编号: 116872   (序号：18) 

姓名: 丁学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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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873   (序号：19) 

姓名: 胡晖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 

编号: 116874   (序号：20) 

姓名: 蔡立左 

职务: 治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 

编号: 116876   (序号：21) 

姓名: 韩九贵 

职务: 保卫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东风公司车架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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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 

编号: 116885   (序号：22) 

姓名: 段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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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启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 

编号: 116887   (序号：23) 

姓名: 路钢 

职务: 主任委员、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88   (序号：24) 

姓名: 徐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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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督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89   (序号：25) 

姓名: 杨再隋 

职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0   (序号：26) 

姓名: 胡原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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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1   (序号：27) 

姓名: 彭水成 

职务: 委员、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2   (序号：28) 

姓名: 曾庆宏 

职务: 湖北省教育厅督导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3   (序号：29) 

姓名: 秦志章 

职务: 湖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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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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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4   (序号：30) 

姓名: 赵泽刚 

职务: 湖北省教育厅监察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5   (序号：31) 

姓名: 胡明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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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896   (序号：32) 

姓名: 方正平 

职务: 湖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7   (序号：33) 

姓名: 石必汉 

职务: 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8   (序号：34) 

姓名: 史绍典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特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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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899   (序号：35) 

姓名: 高兰生 

职务: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0   (序号：36) 

姓名: 彭咏松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特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1   (序号：37) 

姓名: 秦在东 

职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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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2   (序号：38) 

姓名: 朗盛新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特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3   (序号：39) 

姓名: 袁善琦 

职务: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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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4   (序号：40) 

姓名: 胡济良 

职务: 湖北省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5   (序号：41) 

姓名: 严家华 

职务: 湖北省水果湖高中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16906   (序号：42) 

姓名: 胡婴 

职务: 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中学高级教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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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86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参与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青少年反邪教知识读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 

编号: 120519   (序号：43) 

姓名: 肖中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政府大楼      松滋市政法委   

       邮编：43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0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编号: 120520   (序号：44) 

姓名: 杨德智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政府大楼      松滋市政法委   

       邮编：43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0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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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编号: 120521   (序号：45) 

姓名: 张烁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新江口镇民主路   松滋市公安局   

       邮编：43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0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编号: 120523   (序号：46) 

姓名: 王刚 (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派出所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长安路     八宝镇派出所   

       邮编：434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编号: 120524   (序号：47) 

姓名: 沈兴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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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派出所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长安路     八宝镇派出所   

       邮编：434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编号: 120525   (序号：48) 

姓名: 杨贞焱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派出所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长安路     八宝镇派出所   

       邮编：434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编号: 120527   (序号：49) 

姓名: 王俊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看守所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青年路 42 号    公安县看守所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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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0528   (序号：50) 

姓名: 姚国卿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治安路     公安县法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松滋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朝琴、刘学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1762   (序号：51) 

姓名: 黄关香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口发展大道 188 号  武汉市公安局 

       邮编：4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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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丽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91 

编号: 121767   (序号：52) 

姓名: 徐彩华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五环大道 147 号  东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建君、谢凤翼、刘水生、余钢海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75 

编号: 121768   (序号：53) 

姓名: 易珍荣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五环大道 147 号  东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建君、谢凤翼、刘水生、余钢海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75 

编号: 121769   (序号：54) 

姓名: 黄玲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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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东吴大道 599 号  东西湖区法院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建君、谢凤翼、刘水生、余钢海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75 

编号: 121770   (序号：55) 

姓名: 张柏莲 

职务: 代理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东吴大道 599 号  东西湖区法院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建君、谢凤翼、刘水生、余钢海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75 

编号: 121771   (序号：56) 

姓名: 周颖军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东吴大道 599 号  东西湖区法院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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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建君、谢凤翼、刘水生、余钢海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75 

编号: 121772   (序号：57) 

姓名: 吴宝林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公安分局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 166 号    江岸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14 

        

       地址 2：湖北省武汉市市区岳飞街 3 号   江岸区公安分局 

       邮编: 43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李市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1 

编号: 121773   (序号：58) 

姓名: 邓桂元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公安分局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 166 号    江岸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14 

        

       地址 2：湖北省武汉市市区岳飞街 3 号   江岸区公安分局 

       邮编: 43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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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李市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1 

编号: 121776   (序号：59) 

姓名: 余继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丹水池堤角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李市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1 

编号: 121777   (序号：60) 

姓名: 万保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丹水池堤角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李市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1 

编号: 121778   (序号：61) 

姓名: 张平（2）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强制隔离戒毒所（武汉市何湾劳教所） 

      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劳动教养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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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李市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1 

编号: 121779   (序号：62) 

姓名: 廖兵（2）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强制隔离戒毒所（武汉市何湾劳教所） 

      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劳动教养管理所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李市红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31 

编号: 121780   (序号：63) 

姓名: 桂云飞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公安分局琴断口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润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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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781   (序号：64) 

姓名: 祝旖旎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地址 2：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润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3 

编号: 121782   (序号：65) 

姓名: 唐锴 

职务: 代理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7 号  汉阳区检察院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润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3 

编号: 122459   (序号：66) 

姓名: 徐生筌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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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口发展大道 188 号  武汉市公安局 

       邮编：4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0   (序号：67) 

姓名: 李萍 

职务: 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口发展大道 188 号  武汉市公安局 

       邮编：4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1   (序号：68) 

姓名: 李小平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二路特 1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3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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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2   (序号：69) 

姓名: 赵明山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二路特 1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3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3   (序号：70) 

姓名: 刘望林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56 号  武汉市中级法院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4   (序号：71) 

姓名: 罗守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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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56 号  武汉市中级法院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5   (序号：72) 

姓名: 吴政喜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56 号  武汉市中级法院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2466   (序号：73) 

姓名: 王艳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 156 号  武汉市中级法院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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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及其丈夫王汉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7 

编号: 123899   (序号：74) 

姓名: 王四明 

职务: 楚垣沙洋农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楚垣沙洋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省荆门市沙洋县鸿宴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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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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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02   (序号：75) 

姓名: 高三明 

职务: 孝感诚兴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诚兴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经济开发区驼岗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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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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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14   (序号：76) 

姓名: 王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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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沙农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农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沙洋县鸿宴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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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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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17   (序号：77) 

姓名: 程昌武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深圳市楚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东门路翠竹苑小区翠松楼 2 号楼 B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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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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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19   (序号：78) 

姓名: 潘业辉 

职务: 沙洋平湖科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沙洋平湖监狱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平湖科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沙洋县松林路 1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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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沙洋平湖监狱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松林路 1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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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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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22   (序号：79) 

姓名: 张先亮 

职务: 三峡钢球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三峡钢球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塘上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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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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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25   (序号：80) 

姓名: 杨𫍽 

职务: 江北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江北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江北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江陵县江北西湖窑中心街 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4 

      湖北省江北监狱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江北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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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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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28   (序号：81) 

姓名: 潘泽雄 

职务: 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达路 2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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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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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31   (序号：82) 

姓名: 胡小炎 

职务: 黄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黄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工业园建设大道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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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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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34   (序号：83) 

姓名: 雷涛 

职务: 沙洋马良农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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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马良农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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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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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37   (序号：84) 

姓名: 张涛 

职务: 襄南农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襄南农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城市流水镇雅口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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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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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39   (序号：85) 

姓名: 向迎 

职务: 沙洋新园农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新园农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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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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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42   (序号：86) 

姓名: 高长舜 

职务: 襄阳展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调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襄阳展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柿铺梁坡阳光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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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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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45   (序号：87) 

姓名: 周湘贵 

职务: 沙洋长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长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省沙洋县南环路特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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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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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48   (序号：88) 

姓名: 雷亚明 

职务: 黄石凤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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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黄石凤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石花湖凤凰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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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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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51   (序号：89) 

姓名: 王铭 

职务: 沙洋广华农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广华农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办事处广浩路特 1 号 2 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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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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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54   (序号：90) 

姓名: 郑建洲 

职务: 沙洋熊望台农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熊望台农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门市多宝镇熊望台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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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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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57   (序号：91) 

姓名: 周国华（2） 

职务: 沙洋荷花垸监狱党委副书记、沙洋荷花垸农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荷花垸农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门市多宝镇荷花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6 

      湖北省沙洋荷花垸监狱 

      湖北省天门市多宝镇荷花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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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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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60   (序号：92) 

姓名: 苏要武 

职务: 汉江监狱党委委员、仙桃汇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仙桃汇田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双龙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9 

      湖北省汉江监狱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双龙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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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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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62   (序号：93) 

姓名: 董琴 

职务: 怡丝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女子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怡丝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宝丰一路 9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1 

      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 

      湖北省武汉市乔口区宝丰一路 97 号     武汉市女子监狱   

       邮编：4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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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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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65   (序号：94) 

姓名: 张先国 

职务: 昌虹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昌虹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白沙洲堤后街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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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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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68   (序号：95) 

姓名: 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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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军山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军山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军山特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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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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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1   (序号：96) 

姓名: 万文耀 

职务: 鑫盛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汉阳监狱党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鑫盛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袁家台特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0 

      湖北省汉阳监狱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袁家台特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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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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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4   (序号：97) 

姓名: 刘清波 

职务: 金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洪山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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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金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起义街 5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3 

      湖北省洪山监狱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庙山小区特一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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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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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7   (序号：98) 

姓名: 谭德云 

职务: 新汉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新汉轴承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胡家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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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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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9   (序号：99) 

姓名: 戴伟 

职务: 耐特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耐特重工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米粮山新村 14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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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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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82   (序号：100) 

姓名: 喻公平 

职务: 沙洋一一零八制式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沙洋一一零八制式服装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汉宜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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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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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61   (序号：101) 

姓名: 肖玉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洪维声、侯咪拉、侯艾拉、饶晓萍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6 

编号: 124962   (序号：102) 

姓名: 徐文娟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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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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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洪维声、侯咪拉、侯艾拉、饶晓萍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6 

编号: 124963   (序号：103) 

姓名: 李东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洪维声、侯咪拉、侯艾拉、饶晓萍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6 

编号: 124964   (序号：104) 

姓名: 郑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梨园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杨园南路 28 号    梨园派出所    

       邮编：43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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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洪维声、侯咪拉、侯艾拉、饶晓萍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26 

编号: 125523   (序号：105) 

姓名: 张建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政法委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大道 157 号 5 楼     东西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430040 

        

       地址 2：(区政法委 区 610 维稳办)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五环路 49 号 东西湖司法局 5 楼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24   (序号：106) 

姓名: 徐扬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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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25525   (序号：107) 

姓名: 孙立东 

职务: 刑警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26   (序号：108) 

姓名: 朱会洲 

职务: 经侦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27   (序号：109) 

姓名: 王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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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28   (序号：110) 

姓名: 王彦（2）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29   (序号：111) 

姓名: 徐恒久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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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0   (序号：112) 

姓名: 丁其刚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 277 号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1   (序号：113) 

姓名: 柳绪清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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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532   (序号：114) 

姓名: 易振兴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3   (序号：115) 

姓名: 李雅伦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4   (序号：116) 

姓名: 张弟彩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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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5   (序号：117) 

姓名: 黄济平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6   (序号：118) 

姓名: 李明（6）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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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7   (序号：119) 

姓名: 张根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8   (序号：120) 

姓名: 汪俊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39   (序号：121) 

姓名: 敬小勇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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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0   (序号：122) 

姓名: 吴志刚 

职务: 经侦大队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1   (序号：123) 

姓名: 李伟 (2)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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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2   (序号：124) 

姓名: 肖毅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3   (序号：125) 

姓名: 孙斯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4   (序号：126) 

姓名: 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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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5   (序号：127) 

姓名: 罗巍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6   (序号：128) 

姓名: 胡继刚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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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7   (序号：129) 

姓名: 朱可军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48   (序号：130) 

姓名: 彭金科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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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549   (序号：131) 

姓名: 曾明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0   (序号：132) 

姓名: 刘子豪 

职务: 刑侦中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1   (序号：133) 

姓名: 方应功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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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2   (序号：134) 

姓名: 张占营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3   (序号：135) 

姓名: 彭新平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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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4   (序号：136) 

姓名: 戴四祥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5   (序号：137) 

姓名: 章晔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6   (序号：138) 

姓名: 李斌（2）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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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7   (序号：139) 

姓名: 肖喆 

职务: 警务站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58   (序号：140) 

姓名: 闫帅 

职务: 指挥研判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吴北路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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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绑架 4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7 

编号: 125596   (序号：141) 

姓名: 汪兴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 123 号市行政中心大楼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36 

      湖北省孝感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 123 号市行政中心大楼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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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598   (序号：142) 

姓名: 李先乔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委 

      湖北省汉川市和谐路 1 号   汉川市委/政法委   

       邮编：4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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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599   (序号：143) 

姓名: 周孟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政法委 

      湖北省汉川市和谐路 1 号   汉川市委/政法委   

       邮编：4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0   (序号：144) 

姓名: 涂磊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汉川市人民大道 272 号 汉川市公安局   

       邮编：4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1   (序号：145) 

姓名: 蔡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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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汉川市人民大道 272 号 汉川市公安局   

       邮编：4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2   (序号：146) 

姓名: 刘新潮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汉川市人民大道 272 号 汉川市公安局   

       邮编：4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3   (序号：147) 

姓名: 余清波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汉川市人民大道 272 号 汉川市公安局   

       邮编：4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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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4   (序号：148) 

姓名: 蔡传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东洪花大道政府大院 

       邮编： 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6   (序号：149) 

姓名: 肖中兴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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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607   (序号：150) 

姓名: 邓晓玲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09   (序号：151) 

姓名: 胡泽英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0 号    孝昌县检察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10   (序号：152) 

姓名: 李微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0 号    孝昌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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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 74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3 

编号: 125612   (序号：153) 

姓名: 郭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市澴川路 299 号   孝感市公安局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14   (序号：154) 

姓名: 夏齐勇 

职务: 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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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15   (序号：155) 

姓名: 沈小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16   (序号：156) 

姓名: 彭浩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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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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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18   (序号：157) 

姓名: 李俊（2） 

职务: 政法副委书记、“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6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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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19   (序号：158) 

姓名: 刘锋（2）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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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20   (序号：159) 

姓名: 邱志刚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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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21   (序号：160) 

姓名: 秦志刚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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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622   (序号：161) 

姓名: 刘秋芳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槐荫大道 236 号    孝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23   (序号：162) 

姓名: 李砚南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槐荫大道 236 号    孝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25   (序号：163) 

姓名: 祝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48 号   新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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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26   (序号：164) 

姓名: 晏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48 号   新铺派出所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27   (序号：165) 

姓名: 张胜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48 号   新铺派出所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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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28   (序号：166) 

姓名: 程亚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48 号   新铺派出所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29   (序号：167) 

姓名: 刘守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48 号   新铺派出所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30   (序号：168) 

姓名: 张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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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48 号   新铺派出所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32   (序号：169) 

姓名: 周伦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G316（澴川路）孝南区检察院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33   (序号：170) 

姓名: 潘俊波 

职务: 批捕科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G316（澴川路）孝南区检察院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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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35   (序号：171) 

姓名: 周红兵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永安村 

      湖北省孝南区新铺镇永安村（社区 ）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37   (序号：172) 

姓名: 张进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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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5638   (序号：173) 

姓名: 肖卫红 

职务: 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39   (序号：174) 

姓名: 梁杰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40   (序号：175) 

姓名: 吴红军 

职务: 副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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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41   (序号：176) 

姓名: 胡保锋 

职务: 副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42   (序号：177) 

姓名: 汪文灿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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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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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43   (序号：178) 

姓名: 张少强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镇政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新发大道 366 号 新铺镇政府    

       邮编：4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0 

编号: 125669   (序号：179) 

姓名: 刘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199 号   江汉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0   (序号：180) 

姓名: 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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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油江路 23 号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5671   (序号：181) 

姓名: 伍卫 

职务: 精神病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2   (序号：182) 

姓名: 田贤英 

职务: 精神病科护士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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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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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3   (序号：183) 

姓名: 李本玉 

职务: 责任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4   (序号：184) 

姓名: 孙昌红 

职务: 责任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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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5   (序号：185) 

姓名: 付丽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东西湖二支沟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舵落口大市场  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747   (序号：186) 

姓名: 肖寿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政法委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清泉镇宪司坳街 52 号  浠水县政法委  

       邮编：43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4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48   (序号：187) 

姓名: 田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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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公安局 

      湖北省浠水县清泉镇闻一多大道 31 号   浠水县公安局   

       邮编：43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49   (序号：188) 

姓名: 周涛（3）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公安局 

      湖北省浠水县清泉镇闻一多大道 31 号   浠水县公安局   

       邮编：43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1   (序号：189) 

姓名: 陶署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汪岗派出所 

      湖北省浠水县汪岗镇     汪岗派出所  

       邮编：4382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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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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2   (序号：190) 

姓名: 付建军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鸿宴路   沙洋监狱管理局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5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3   (序号：191) 

姓名: 明平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鸿宴路   沙洋监狱管理局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5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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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754   (序号：192) 

姓名: 汪涛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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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5   (序号：193) 

姓名: 简尚荣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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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6   (序号：194) 

姓名: 马智勇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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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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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7   (序号：195) 

姓名: 丁成河 

职务: 出入监监区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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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8   (序号：196) 

姓名: 李勇 (2) 

职务: 八监区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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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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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59   (序号：197) 

姓名: 曹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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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60   (序号：198) 

姓名: 刘华（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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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岭大道    沙洋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5762   (序号：199) 

姓名: 王冰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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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看守所 

      湖北省浠水县看守所    

       邮编：43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浠水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正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4 

编号: 126524   (序号：200) 

姓名: 马国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委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裕江-2019（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95 

编号: 126525   (序号：201) 

姓名: 王湫萍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综治办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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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裕江-2019（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95 

编号: 126526   (序号：202) 

姓名: 陈红山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5 号  江汉区政法委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裕江-2019（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磊--2020（第 008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2 

编号: 126527   (序号：203) 

姓名: 李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307 号  武昌区政法委 

       邮编：43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裕江-2019（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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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529   (序号：204) 

姓名: 章建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政法委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大道 157 号 5 楼     东西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430040 

        

       地址 2：(区政法委 区 610 维稳办)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五环路 49 号 东西湖司法局 5 楼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5 

      湖北省武汉市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裕江-2019（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26530   (序号：205) 

姓名: 潘启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委 

      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 123 号市行政中心大楼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3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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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531   (序号：206) 

姓名: 袁华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委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 5 号 孝南区政府大院    孝南区委/政法委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6532   (序号：207) 

姓名: 周红高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槐荫大道 236 号    孝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9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6534   (序号：208) 

姓名: 李焰兰 

职务: 国安局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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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3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6792   (序号：209) 

姓名: 王玲（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793   (序号：210) 

姓名: 王本强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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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795   (序号：211) 

姓名: 赵艾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东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796   (序号：212) 

姓名: 邓钥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东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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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797   (序号：213) 

姓名: 黄汝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东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798   (序号：214) 

姓名: 黄建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799   (序号：215) 

姓名: 冉昕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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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800   (序号：216) 

姓名: 赵秀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801   (序号：217) 

姓名: 刘禹箭 

职务: 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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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编号: 126802   (序号：218) 

姓名: 秦蓉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编号: 126803   (序号：219) 

姓名: 阮连娥 

职务: 政法委委员、市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3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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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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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805   (序号：220) 

姓名: 吴利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玲-2019（第 0073 号）--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9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806   (序号：221) 

姓名: 杜家峰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治安路     公安县法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07   (序号：222) 

姓名: 全运宝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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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政法委 

      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路 122 号  公安县政法委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7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08   (序号：223) 

姓名: 李涛（4）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孱陵大道  公安县检察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09   (序号：224) 

姓名: 李志华（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孱陵大道  公安县检察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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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11   (序号：225) 

姓名: 刘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12   (序号：226) 

姓名: 黄文志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13   (序号：227) 

姓名: 谢方 

职务: 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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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家峰-2019（第 0083 号） -湖北省公安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0 

编号: 126814   (序号：228) 

姓名: 杨俊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俊-2019（第 0088 号）-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0 

编号: 126815   (序号：229) 

姓名: 王少银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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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俊-2019（第 0088 号）-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0 

编号: 126816   (序号：230) 

姓名: 郑桂元 

职务: 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0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俊-2019（第 0088 号）-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0 

编号: 126818   (序号：231) 

姓名: 董昌 

职务: 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总工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俊-2019（第 0088 号）-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0 

编号: 126819   (序号：232) 

姓名: 刘雪荣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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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冈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7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俊-2019（第 0088 号）-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0 

编号: 126820   (序号：233) 

姓名: 赵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政法委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七一路 6#  市政法委 

       邮编：43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7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俊-2019（第 0088 号）-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80 

编号: 126821   (序号：234) 

姓名: 龚永博 

职务: 刑事庭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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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永博 -2019（第 0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1 

编号: 126822   (序号：235) 

姓名: 许锦华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汉市洪山区武珞路 798 号  洪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永博 -2019（第 0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1 

编号: 126823   (序号：236) 

姓名: 彭黎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文化路 38 号 

       邮编：4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永博 -2019（第 0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1 

编号: 126824   (序号：237) 

姓名: 文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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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文化路 38 号 

       邮编：4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永博 -2019（第 0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1 

编号: 126826   (序号：238) 

姓名: 杨辉 

职务: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827   (序号：239) 

姓名: 周继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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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6828   (序号：240) 

姓名: 冉艳蓉 

职务: 立案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辉-2019（第 0102 号）-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14 

编号: 127166   (序号：241) 

姓名: 王晓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中山路 359 号  武昌区法院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华-2020（第 0019 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9 

编号: 127167   (序号：242) 

姓名: 付斌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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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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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陆家街 299 号  武昌区检察院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华-2020（第 0019 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9 

编号: 127168   (序号：243) 

姓名: 王继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307 号  武昌区政法委 

       邮编：43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华-2020（第 0019 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9 

编号: 127169   (序号：244) 

姓名: 申东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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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华-2020（第 0019 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9 

编号: 127170   (序号：245) 

姓名: 李勇（3）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华-2020（第 0019 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9 

编号: 127172   (序号：246) 

姓名: 胡军（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进大街 66 号  横店街派出所 

      邮编：4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军-2020（第 0033 号）- 湖北省武汉市横店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3 

编号: 127173   (序号：247) 

姓名: 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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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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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进大街 66 号  横店街派出所 

      邮编：4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军-2020（第 0033 号）- 湖北省武汉市横店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3 

编号: 127174   (序号：248) 

姓名: 康伟九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 综治办）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380 号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军-2020（第 0033 号）- 湖北省武汉市横店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3 

编号: 127175   (序号：249) 

姓名: 詹才干 

职务: 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 综治办）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380 号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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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军-2020（第 0033 号）- 湖北省武汉市横店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3 

编号: 127176   (序号：250) 

姓名: 潘涛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地址 1：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地址 2：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27177   (序号：251) 

姓名: 王晓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7 号  汉阳区检察院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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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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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27179   (序号：252) 

姓名: 吴元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27180   (序号：253) 

姓名: 夏干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潘涛 -2020（第 004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7 

编号: 127455   (序号：254) 

姓名: 周中军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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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中军-2020（第 0063 号）-湖北省武穴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42 

编号: 127456   (序号：255) 

姓名: 张正旺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公安局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民主路 138 号  

       邮编: 43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2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中军-2020（第 0063 号）-湖北省武穴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42 

编号: 127457   (序号：256) 

姓名: 胡新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公安局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民主路 138 号  

       邮编: 43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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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中军-2020（第 0063 号）-湖北省武穴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42 

编号: 127459   (序号：257) 

姓名: 刘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中军-2020（第 0063 号）-湖北省武穴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42 

编号: 127460   (序号：258) 

姓名: 黄烈强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龙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2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中军-2020（第 0063 号）-湖北省武穴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42 

编号: 127625   (序号：259) 

姓名: 殷俊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22 号   咸安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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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俊---2020（第 0068 号）-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4 

编号: 127626   (序号：260) 

姓名: 卢卫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22 号   咸安区公安分局   

       邮编：4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俊---2020（第 0068 号）-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4 

编号: 127627   (序号：261) 

姓名: 肖天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淦河大道 18 号  

      邮编 : 4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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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俊---2020（第 0068 号）-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4 

编号: 127628   (序号：262) 

姓名: 蒋星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 

      湖北省咸宁市双鹤路 16 号 市政府大楼 805 号     咸宁市政法委    

       邮编：4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俊---2020（第 0068 号）-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4 

编号: 127629   (序号：263) 

姓名: 姜黎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俊---2020（第 0068 号）-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24 

编号: 127834   (序号：264) 

姓名: 宋建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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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磊--2020（第 008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2 

编号: 127835   (序号：265) 

姓名: 高凡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磊--2020（第 008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2 

编号: 127837   (序号：266) 

姓名: 黄亮（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兴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殷磊--2020（第 0084 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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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909   (序号：267) 

姓名: 王志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坚-2020（第 0088 号）-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04 

编号: 127910   (序号：268) 

姓名: 张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坚-2020（第 0088 号）-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04 

编号: 127911   (序号：269) 

姓名: 刘国清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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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坚-2020（第 0088 号）-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04 

编号: 127914   (序号：270) 

姓名: 冯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坚-2020（第 0088 号）-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04 

编号: 128460   (序号：271) 

姓名: 李涛（5）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双喜大道 9 号  荆门市政法委   

       邮编：44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1   (序号：272) 

姓名: 陈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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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深圳大道 69 号  荆门市公安局   

       邮编：4481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2   (序号：273) 

姓名: 李荆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政法委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金虾路 9 号   东宝区政法委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2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4   (序号：274) 

姓名: 李伟（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 6 号   泉口派出所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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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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5   (序号：275) 

姓名: 朱相东 

职务: 副书记、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 6 号   泉口派出所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6   (序号：276) 

姓名: 帅立兵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 6 号   泉口派出所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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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467   (序号：277) 

姓名: 陶刚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 6 号   泉口派出所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8   (序号：278) 

姓名: 谢小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 6 号   泉口派出所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69   (序号：279) 

姓名: 许和和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 6 号   泉口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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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编号: 128471   (序号：280) 

姓名: 胡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青年路 5 号    荆门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48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绑架法轮功学员白卫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