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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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医疗卫生;  

编号: 128946   (序号：1) 
姓名: 尹浩然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康岳花园福颐路 48 号    岳阳康复医院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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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菊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5 

编号: 128947   (序号：2) 
姓名: 曾建国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康岳花园福颐路 48 号    岳阳康复医院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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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菊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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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948   (序号：3) 
姓名: 姚赤红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康岳花园福颐路 48 号    岳阳康复医院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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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9820   (序号：4) 
姓名: 于兹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卫生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朝阳街 215 号   海林市卫生局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1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海林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淑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09 

编号: 129822   (序号：5) 
姓名: 韩艳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海林镇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林海路 64 号  海林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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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海林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淑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09 

编号: 129823   (序号：6) 
姓名: 陈广群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海林镇医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林海路 64 号  海林镇医院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海林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淑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09 

编号: 129908   (序号：7) 
姓名: 傅礼洪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金澜南路 102 号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原佛山专区精神病院） 
       邮编：528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48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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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佛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燕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98 

编号: 130447   (序号：8) 
姓名: 李伟 (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4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雷--2020（第 0201 号）-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市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7 

编号: 130449   (序号：9) 
姓名: 邵天明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卫生健康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4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雷--2020（第 0201 号）-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市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7 

编号: 132576   (序号：10) 
姓名: 邹海波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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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3311   (序号：11) 
姓名: 彭忠海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小茅店  武汉公安局安康医院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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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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