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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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编号: 129260   (序号：1) 
姓名: 喻长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喻长华-2020（第 0148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8 

编号: 129261   (序号：2) 
姓名: 胡帆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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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喻长华-2020（第 0148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8 

编号: 129263   (序号：3) 
姓名: 万富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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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罗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喻长华-2020（第 0148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8 

编号: 129264   (序号：4) 
姓名: 李小青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罗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喻长华-2020（第 0148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8 

编号: 129265   (序号：5) 
姓名: 黄华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岚湖路 387 号 
       邮编：33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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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喻长华-2020（第 0148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8 

编号: 129467   (序号：6) 
姓名: 韩伟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政法委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民西路县政府大院   芦溪县政法委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47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69   (序号：7) 
姓名: 颜建良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检察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民西路 141 号    芦溪县检察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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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0   (序号：8) 
姓名: 汪丽红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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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检察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民西路 141 号    芦溪县检察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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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2   (序号：9) 
姓名: 苏根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法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古城路    芦溪县法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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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3   (序号：10) 
姓名: 罗依红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法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古城路    芦溪县法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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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4   (序号：11) 
姓名: 文溪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法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古城路    芦溪县法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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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5   (序号：12) 
姓名: 文招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法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古城路    芦溪县法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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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6   (序号：13) 
姓名: 刘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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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代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法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古城路    芦溪县法院  
       邮编：3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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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78   (序号：14) 
姓名: 周则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看守所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白石宫  萍乡市看守所   
       邮编：3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0   (序号：15) 
姓名: 韩锁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洪山派出所 
      江西省萍乡市开发区苏州东街 8 号   洪山派出所  
       邮编：3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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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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2   (序号：16) 
姓名: 姚滨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五陂下派出所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燎原南大道   五陂下派出所   
       编码：3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3   (序号：17) 
姓名: 谢建斌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公安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广府路 8 号  分宜县公安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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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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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484   (序号：18) 
姓名: 黄琳玲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公安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广府路 8 号  分宜县公安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5   (序号：19) 
姓名: 杜晖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公安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广府路 8 号  分宜县公安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6   (序号：20) 
姓名: 邹兴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公安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广府路 8 号  分宜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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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7   (序号：21) 
姓名: 丁虹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公安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广府路 8 号  分宜县公安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89   (序号：22) 
姓名: 钟小洪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东派出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万年北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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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90   (序号：23) 
姓名: 李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东派出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万年北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91   (序号：24) 
姓名: 钟罗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东派出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万年北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492   (序号：25) 
姓名: 黄毛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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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东派出所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万年北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33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萍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庭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58 

编号: 129797   (序号：26) 
姓名: 刘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政法委 
      地址 1：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行政中心（建昌北大道中段）南城县政法委  
       邮编︰344700 
        
       地址 2：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小岭头 9 号  政法委 
       邮编︰34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7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2 

编号: 129798   (序号：27) 
姓名: 包芳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北大道 29 号   南城县公安局   
       邮编：34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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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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2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29800   (序号：28) 
姓名: 黄文官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2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29801   (序号：29) 
姓名: 张俊（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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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2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29803   (序号：30) 
姓名: 王小凤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检察院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北大道行政新区   南城县检察院  
       邮编︰34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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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2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29805   (序号：31) 
姓名: 周明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北大道  南城县法院   
       邮编：34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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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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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2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29945   (序号：32) 
姓名: 周庆吾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政法委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庾亮北路 2 号政府大楼   浔阳区政法委  
       邮编：3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8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柳秋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2 

编号: 129947   (序号：33) 
姓名: 王为民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三里街派出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 三里街 88 号  三里街派出所  
       邮编：3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柳秋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2 

编号: 129948   (序号：34) 
姓名: 刘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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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法院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路 967 号    浔阳区法院  
       邮编：3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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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柳秋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2 

编号: 130307   (序号：35) 
姓名: 王新国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政府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洪门街   洪门镇政府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0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08   (序号：36) 
姓名: 黄继亮 
职务: 镇人大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政府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洪门街   洪门镇政府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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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09   (序号：37) 
姓名: 郑海龙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10   (序号：38) 
姓名: 罗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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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311   (序号：39) 
姓名: 颜文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12   (序号：40) 
姓名: 郑国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13   (序号：41) 
姓名: 王献群 
职务: 司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    洪门镇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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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15   (序号：42) 
姓名: 刘云平 
职务: 党支部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付前村村委会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付前村  洪门镇付前村党支部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16   (序号：43) 
姓名: 曾军 
职务: 民兵营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付前村村委会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镇付前村  洪门镇付前村党支部  
       邮编：344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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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18   (序号：44) 
姓名: 吴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城关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城关镇派出所  
       邮编：34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0320   (序号：45) 
姓名: 徐才元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建昌镇派出所城关镇派出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   建昌镇派出所   
       邮编：34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1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姚爱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2 

编号: 132018   (序号：46) 
姓名: 王建国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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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 369 号 1 号楼 2 楼   西湖区政法委 
       邮编：33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2019   (序号：47) 
姓名: 喻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99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编号: 132020   (序号：48) 
姓名: 严翊佳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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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99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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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编号: 132021   (序号：49) 
姓名: 胡翊文 
职务: 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99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编号: 132022   (序号：50) 
姓名: 肖军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 162 号  筷子巷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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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编号: 132023   (序号：51) 
姓名: 王忠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 16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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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2024   (序号：52) 
姓名: 熊丽萍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西湖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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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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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2025   (序号：53) 
姓名: 姜卫民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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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2027   (序号：54) 
姓名: 罗雪兵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小金台路 8 号   百花洲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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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喻芳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8 

编号: 132505   (序号：55) 
姓名: 魏方圆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镇曹家桥  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330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荷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9 

编号: 133248   (序号：56) 
姓名: 胡晓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市 610)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雄州路 169 号 市委大楼南三楼 
       邮编: 330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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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3249   (序号：57) 
姓名: 胡志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 699 号 东湖区政法委 
       邮编：3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3250   (序号：58) 
姓名: 余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 189 号  
       邮编：3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3251   (序号：59) 
姓名: 何紫英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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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 16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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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3252   (序号：60) 
姓名: 赵珮珮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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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3253   (序号：61) 
姓名: 徐娟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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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编号: 133254   (序号：62) 
姓名: 陈乔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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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陈丽萍等 4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3 

 


	责任人 - 地区: 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