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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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编号: 116221   (序号：1) 

姓名: 赵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委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大桥路  永兴县人民政府院内县委综合楼  

       邮编：4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1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16222   (序号：2) 

姓名: 王佳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政法委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大桥路  永兴县人民政府院内县委综合楼  

       邮编：4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1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16223   (序号：3) 

姓名: 冯爱惠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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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公安局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便江镇县正街 153 号    永兴县公安局  

       邮编：4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16224   (序号：4) 

姓名: 唐喜莲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公安局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便江镇县正街 153 号    永兴县公安局  

       邮编：4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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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16226   (序号：5) 

姓名: 马小元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鲤鱼塘派出所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鲤鱼塘镇    鲤鱼塘派出所   

       邮编：4233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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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16228   (序号：6) 

姓名: 李福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检察院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便江镇凤凰岭路 33 号 永兴县检察院  

       邮编：4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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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16230   (序号：7) 

姓名: 李小贵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法院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便江镇永兴大道 260 号  永兴县法院  

       邮编：42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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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周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20 

编号: 121786   (序号：8) 

姓名: 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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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 

      湖南省祁东县洪桥镇文化路 24 号 

       邮编：42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 

编号: 121787   (序号：9) 

姓名: 周文康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 

      湖南省祁东县洪桥镇文化路 24 号 

       邮编：42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 

编号: 121788   (序号：10) 

姓名: 陈环珠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 

      湖南省祁东县洪桥镇文化路 24 号 

       邮编：42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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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 

编号: 121789   (序号：11) 

姓名: 唐凌杉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拘留所 

      湖南省祁东县洪桥镇  祁东县拘留所 

       邮编：42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1 

编号: 121792   (序号：12) 

姓名: 朱景文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地矿局 418 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1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彭楚豪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4 

编号: 121793   (序号：13) 

姓名: 刘嫤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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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检察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贤童街 16 号 

       邮编: 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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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彭楚豪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4 

编号: 121794   (序号：14) 

姓名: 王少彬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795   (序号：15) 

姓名: 刘长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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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796   (序号：16) 

姓名: 胡文波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797   (序号：17) 

姓名: 虞文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798   (序号：18) 

姓名: 文成广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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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公安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   桃源县公安局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799   (序号：19) 

姓名: 王芳 

职务: 国安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公安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   桃源县公安局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801   (序号：20) 

姓名: 柳立武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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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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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803   (序号：21) 

姓名: 张明 

职务: 二监区改造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津市监狱（湖南省涔澹农场）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 330 信箱  湖南省津市监狱 

       邮编：41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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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益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4 

编号: 121804   (序号：22) 

姓名: 曾旺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津市监狱（湖南省涔澹农场）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 330 信箱  湖南省津市监狱 

       邮编：41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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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益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4 

编号: 121805   (序号：23) 

姓名: 耿少云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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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监狱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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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益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4 

编号: 123986   (序号：24) 

姓名: 易立平 

职务: 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党委委员、万安达集团华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华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85 

      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麓谷科技园旁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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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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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990   (序号：25) 

姓名: 谷军 

职务: 网岭监狱党委委员、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89 

      湖南省网岭监狱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洞井村  网岭 502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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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23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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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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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993   (序号：26) 

姓名: 贺爱国 

职务: 万安达集团昭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邵阳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昭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乡邵阳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2 

      湖南省邵阳监狱 

      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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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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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996   (序号：27) 

姓名: 马明志 

职务: 万安达集团永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永州监狱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永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永州市零陵区何家坪 1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5 

      湖南省永州监狱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何家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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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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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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3998   (序号：28) 

姓名: 高良初 

职务: 万安达集团金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怀化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金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湖天南路 63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7 

      湖南省怀化监狱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湖天开发区   怀化监狱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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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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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01   (序号：29) 

姓名: 周乾（2） 

职务: 雁南监狱党委副书记、委员、湖南凌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凌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罗金桥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0 

      湖南省雁南监狱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罗金桥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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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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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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04   (序号：30) 

姓名: 林亲广 

职务: 湘南监狱党委委员、万世达机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福安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万世达机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耒阳市水东江办事处东江工业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3 

      湖南省湘南监狱 

      湖南省耒阳市水东江工业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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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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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07   (序号：31) 

姓名: 陈志刚（3） 

职务: 岳阳监狱建新实业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茅斯铺建新招待所三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6 

      湖南省岳阳监狱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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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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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10   (序号：32) 

姓名: 彭亚雄 

职务: 万安达集团新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星城监狱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新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9 

      湖南省星城监狱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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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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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12   (序号：33) 

姓名: 尹利民 

职务: 涔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津市监狱党委委员、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涔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监狱蔡家河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1 

      湖南省津市监狱（湖南省涔澹农场）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 330 信箱  湖南省津市监狱 

       邮编：41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2 

      湖南鑫源缸套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监狱蔡家河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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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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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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15   (序号：34) 

姓名: 李志华 

职务: 万安达集团星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娄底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星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大科乡三元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4 

      湖南省娄底监狱 

      湖南娄底市大科乡三元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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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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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17   (序号：35) 

姓名: 胡泽农 

职务: 长沙监狱党委委员、长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长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 133 号长沙监狱办公楼二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6 

      湖南省长沙监狱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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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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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20   (序号：36) 

姓名: 陈德飞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健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洛王居委会杨家巷 6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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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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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22   (序号：37) 

姓名: 邓勰 

职务: 茶陵监狱党委委员、洣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米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洣晒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1 

      湖南省茶陵监狱 

      湖南茶陵县米筛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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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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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024   (序号：38) 

姓名: 陈平湖 

职务: 郴州监狱党委委员、、鑫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鑫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路 6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3 

      湖南省郴州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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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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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29   (序号：39) 

姓名: 孟小龙 

职务: 芙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德山监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芙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办事处龙虎桥居委会崇德西路（德山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8 

      湖南省德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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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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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31   (序号：40) 

姓名: 陈红辉 

职务: 湖南特种电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赤山监狱副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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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特种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沅江市南咀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0 

      湖南省赤山监狱（湖南省第一监狱）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南嘴镇 沅江市 101 信箱 

       邮编：413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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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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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34   (序号：41) 

姓名: 张伟（2） 

职务: 东安监狱党委委员、普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普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东安县白牙市镇青土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3 

      湖南省东安监狱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新城区青土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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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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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37   (序号：42) 

姓名: 宋祥发 

职务: 湖南省女子监狱党委委员、长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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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万安达集团长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6 

      湖南省女子监狱（长沙女子监狱） 

      通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2 号信箱 

       邮编：410004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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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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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40   (序号：43) 

姓名: 雷建华（2） 

职务: 白马垅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委员、恒聚炉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恒聚炉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39 

      湖南省白马垅强制隔离戒毒所（白马垅劳教所，白马垅女子劳教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白马乡湘天桥村 白马垄女教所 

       邮编：41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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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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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5056   (序号：44) 

姓名: 张铁炎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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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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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 517 号区机关大院  岳麓区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57   (序号：45) 

姓名: 张耀祥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 517 号区机关大院  岳麓区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58   (序号：46) 

姓名: 杨培根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 517 号区机关大院  岳麓区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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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59   (序号：47) 

姓名: 鲁力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新民路学堂坡 岳麓公安分局 

       邮编：41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60   (序号：48) 

姓名: 蒋博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新民路学堂坡 岳麓公安分局 

       邮编：41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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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062   (序号：49) 

姓名: 喻跃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新民路 151 号  桔子洲派出所 

       邮编：41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63   (序号：50) 

姓名: 王成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新民路 151 号  桔子洲派出所 

       邮编：41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64   (序号：51) 

姓名: 谢勇(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 岳麓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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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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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5065   (序号：52) 

姓名: 张晓平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 岳麓区检察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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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66   (序号：53) 

姓名: 周礼文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 岳麓区检察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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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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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67   (序号：54) 

姓名: 陈晓东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 岳麓区检察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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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68   (序号：55) 

姓名: 周萃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 岳麓区检察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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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70   (序号：56) 

姓名: 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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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69 号  岳麓区法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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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71   (序号：57) 

姓名: 谌晓宇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69 号  岳麓区法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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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72   (序号：58) 

姓名: 刘林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69 号  岳麓区法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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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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编号: 125073   (序号：59) 

姓名: 肖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第四看守所（长沙市女子看守所）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泉塘镇远大二路 1736 号  第四（女子）看守所 

       邮编： 410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新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6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熠-2020（第 0007 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6102   (序号：60) 

姓名: 刘文立（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 189 号  芙蓉区委政法委   

       邮编：4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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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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熠-2020（第 0007 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9 

编号: 126103   (序号：61) 

姓名: 章晓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369 号   芙蓉区公安分局   

       邮编：41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熠-2020（第 0007 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9 

编号: 126104   (序号：62) 

姓名: 刘志平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369 号   芙蓉区公安分局   

       邮编：41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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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编号: 126106   (序号：63) 

姓名: 李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府后街 23 号   定王台派出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熠-2020（第 0007 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9 

编号: 126107   (序号：64) 

姓名: 朱晓江（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府后街 23 号   定王台派出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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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熠-2020（第 0007 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9 

编号: 126109   (序号：65) 

姓名: 余智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看守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高塘岭镇   望城县看守所  

       邮编：41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小青、吴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3 

编号: 127282   (序号：66) 

姓名: 宫平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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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7283   (序号：67) 

姓名: 曾欢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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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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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7284   (序号：68) 

姓名: 李翔（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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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7286   (序号：69) 

姓名: 龙兴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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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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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287   (序号：70) 

姓名: 屈煜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 岳麓区检察院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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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7288   (序号：71) 

姓名: 肖向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局 

      地址 1：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153 号  天心区公安分局 

      邮编：410004 

       

      地址 2：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电力路 1 号  

      邮编：41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7289   (序号：72) 

姓名: 张天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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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新民路学堂坡 岳麓公安分局 

       邮编：41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欢-2020（第 0041 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05 

编号: 127310   (序号：73) 

姓名: 陈志国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检察院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南路  鹤城区检察院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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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毛晖 --2020（第 0060 号）-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96 

编号: 127312   (序号：74) 

姓名: 王立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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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毛晖 --2020（第 0060 号）-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96 

编号: 127314   (序号：75) 

姓名: 杨伟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团结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毛晖 --2020（第 0060 号）-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96 

编号: 127315   (序号：76) 

姓名: 尹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团结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毛晖 --2020（第 0060 号）-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96 

编号: 127568   (序号：77) 

姓名: 胡兰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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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2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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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兰--2020（第 0066 号）-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44 

编号: 127569   (序号：78) 

姓名: 郭步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政法委 

      （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3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兰--2020（第 0066 号）-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44 

编号: 127570   (序号：79) 

姓名: 袁卫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东路 28 号 

       邮编：4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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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兰--2020（第 0066 号）-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