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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编号: 43251 
序号：1 
姓名: 雷卫军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网络侦查队负责人 
单位: 湖南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湖南省公安厅） 邮编：4100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1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3252 
序号：2 
姓名: 瞿猛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地址: 长沙市解放西路 140 号       邮编:410013 
值班电话：0731- 825878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2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3253 
序号：3 
姓名: Clone of 瞿猛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地址: 长沙市解放西路 140 号       邮编:410013 
值班电话：0731- 825878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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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3254 
序号：4 
姓名: 张为平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地址: 长沙市解放西路 140 号       邮编:410013 
值班电话：0731- 825878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4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3255 
序号：5 
姓名: 治连邦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治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5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3256 
序号：6 
姓名: 李俊芳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单位: 湖南省长治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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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3357 
序号：7 
姓名: 肖良彪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祁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洪桥镇文化路 24 号 邮编：421600 
电话：6263110  6288665， 
办公电话：0734-6288619 
投诉电话：0734-6288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匡森、肖缘云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6 

  
编号: 43358 
序号：8 
姓名: 雷保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祁东县风石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风石堰镇 邮编：421600 
电话：0734- 7840131 
投诉电话：0734- 6288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匡森、肖缘云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6 

  
编号: 43359 
序号：9 
姓名: 陈小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祁东县风石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风石堰镇 邮编：421600 
电话：0734- 78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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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电话：0734- 6288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匡森、肖缘云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6 

  
编号: 43360 
序号：10 
姓名: 龚鹏霁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祁东县石亭子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石亭子镇 邮编：421600 
办公电话：0734- 7860110 
投诉电话：0734- 6288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匡森、肖缘云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6 

  
编号: 43361 
序号：11 
姓名: 陈云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 邮编：421600 
办公电话：0734- 6370027 
投诉电话：0734- 6288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匡森、肖缘云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6 

  
编号: 43362 
序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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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双云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 邮编：421600 
办公电话：0734- 6370027 
投诉电话：0734- 6288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6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东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匡森、肖缘云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56 

  
编号: 43552 
序号：13 
姓名: 李建湘 
职务: 刑二庭审判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五岭大道 31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178713 
电话：0735--2178774 
邮箱：czfyw@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53 
序号：14 
姓名: 刘继根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五岭大道 31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178713 
电话：0735--2178774 
邮箱：czfyw@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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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54 
序号：15 
姓名: 王薇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五岭大道 31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178713 
电话：0735--2178774 
邮箱：czfyw@163.com 
代理审判员王薇 0735-217875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55 
序号：16 
姓名: 李明雄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综合办公大楼 11 楼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884798 
电子邮箱:cz2884798@163.com 
苏仙区“610 办” 办公室：2887158； 
地址：郴州市苏仙区桔井路 23 号邮编︰423000 
李明雄办公电话：0735—2884798 手机：13307358846 
监督电话：0735—28800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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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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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6 
序号：17 
姓名: 廖炳刚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桔井路 25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 办公室 0735-2888108 
监督 0735-2894477 0735-2220806（旧） 
国保大队 0735-2895616 
大队长廖炳刚（廖秉刚）: 宅 0735-2885813 13875510903 138073575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3557 
序号：18 
姓名: 李辉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桔井路 27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887059 
检察长 李辉美 办公电话：0735-2892000 手机：151073533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58 
序号：19 
姓名: 刘丽辉 
职务: 检查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桔井路 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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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23000 
电话：0735-28870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59 
序号：20 
姓名: 何郴敏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桔井路 35 号 邮编：423000 
值班电话：0735-2896280 
传真电话：0735-2896881 
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735-2896087 
违法违纪举报邮箱：sxqfyjjjc@163.com 
民意沟通邮箱：czsxqfy_mygt@chinacourt.org 
副院长何郴敏 139755029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60 
序号：21 
姓名: 谢祥昌 
职务: 庭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桔井路 35 号 邮编：423000 
值班电话：0735-2896280 
传真电话：0735-2896881 
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735-2896087 
违法违纪举报邮箱：sxqfyjjjc@163.com 
民意沟通邮箱：czsxqfy_mygt@chinacourt.org 
庭长谢祥昌 18073567622、158735495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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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61 
序号：22 
姓名: 周裕蓉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桔井路 35 号 邮编：423000 
值班电话：0735-2896280 
传真电话：0735-2896881 
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735-2896087 
违法违纪举报邮箱：sxqfyjjjc@163.com 
民意沟通邮箱：czsxqfy_mygt@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3562 
序号：23 
姓名: 武娜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桔井路 35 号 邮编：423000 
值班电话：0735-2896280 
传真电话：0735-2896881 
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735-2896087 
违法违纪举报邮箱：sxqfyjjjc@163.com 
民意沟通邮箱：czsxqfy_mygt@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6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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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志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51 

  
编号: 44571 
序号：24 
姓名: 许凯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龙溪北路 1 号 邮编：410600 
电话/传真：0731-87881659 
办公室 0731-87881662 0731-87882119 0731-87821548 0731-87831030 
警察许凯：13548684521 1890070287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新奇、姚大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70 

  
编号: 44820 
序号：25 
姓名: 陈忠耀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政法委, 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建设中路      邮编:416400 
电话: 0743-7223013； 
值班电话：0743-7218266 
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陈忠耀 13787916699 
湖南省花垣县公安局 
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涧水坡 44 号 邮编：416400 
电话：0743-7223292、总机 0743-7229012 
花垣县国保大队：0743-7252140、13574391666、13574301000、137621319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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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821 
序号：26 
姓名: 杨森林 
职务: 法律顾问主任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建设中路      邮编:416400 
电话: 0743-7223013； 
值班电话：0743-7218266 
法律顾问主任杨森林  1397436127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2 
序号：27 
姓名: 彭图俊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建设中路    邮编:416400 
610 办公室电话: 0743-7218234、13974351273 
主任彭图俊 1378743116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3 
序号：28 
姓名: 王斌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建设中路    邮编:416400 
610 办公室电话: 0743-7218234、13974351273 
副主任王斌 139743318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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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4 
序号：29 
姓名: 高从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建设中路 79 号    邮编:416400 
电话: 0743-7251145 
检察长室 0743-7218509 
副检察长室 0743-7218511、0743-7218507、0743-7218521 
公诉股 0743-72185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5 
序号：30 
姓名: 田环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老正街   邮编:416400 
电话: 0743-7223626 
办公室 0743-7251341 传真 72515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6 
序号：31 
姓名: 杨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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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花垣县三角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三角岩派出所    邮编:416400 
电话: 0743-7223533 
所长杨昌林 189743856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7 
序号：32 
姓名: 石朝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湘西保靖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邮编:416500 
电话: 0743-7720805 
所长石朝勇 139743123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28 
序号：33 
姓名: 陈景娅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南省湘西保靖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邮编:416500 
电话: 0743-7720805 副所长陈景娅 139743221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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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829 
序号：34 
姓名: 詹建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西保靖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邮编:416500 
电话: 0743-7720805 
看守所人员詹建军 188743229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2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30 
序号：35 
姓名: 张家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西保靖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邮编:416500 
电话: 0743-7720805 
看守所人员张家勇 158743426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3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31 
序号：36 
姓名: 唐世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西保靖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邮编:416500 
电话: 0743-7720805 
看守所人员唐世华 137074323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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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3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4832 
序号：37 
姓名: 张德海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西保靖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邮编:416500 
电话: 0743-7720805 
看守所人员张德海 131074346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花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9 

  
编号: 45883 
序号：38 
姓名: 刘革强 
职务: 检察长（原任）,（现任长沙市中级法院副院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长沙市中级法院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曙光中路 289 号 
邮 编： 410007 
长沙市中级法院立案电话：0731-85798225 
长沙市中级法院值班电话：0731-85798205， 85798333 
0731-85798204（夜间） 
邮 箱：cszy_tg@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润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2 

  
编号: 45884 
序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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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建伟 
职务: 院长（原任）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金霞路 12 号邮编：410008    
电话：0731-84816587 
传真：0731-84816500 
Email：kfqfy@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润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2 

  
编号: 45885 
序号：40 
姓名: 黄健元 
职务: 芙蓉区副区长、芙蓉公安分局局长, 开福区公安分局政委（原任）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 开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芙蓉区公安分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369 号 邮编：410016 
电话：0731-84110930 
值班 0731-84783200 84783000 
传真 84783004 
区公安分局局长黄健元：办 0731-84783239 宅 88906789 13707488769 
开福区公安分局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东风北路刘家冲 1 号   邮编:410008 
电话: 844961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润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2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5886 
序号：41 
姓名: 胡缔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银盆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路 5 号    邮编:410000 
银盆岭派出所电话：0731-8880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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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缔军 88921698（办）、88802888（宅）、139084614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润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2 

  
编号: 45887 
序号：42 
姓名: 彭石坚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银盆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路 5 号    邮编:410000 
银盆岭派出所电话：0731-88809873 
彭石坚 88809516（办）、88819659（宅）、 135074997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润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2 

  
编号: 45888 
序号：43 
姓名: 鲍青 
职务: 刑侦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银盆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路 5 号    邮编:410000 
银盆岭派出所电话：0731-88809873 
鲍青 13875989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润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82 

  
编号: 45957 
序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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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杜朝晖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桔井路 25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 办公室 0735-2888108 
监督 0735-2894477 0735-2220806（旧） 
国保大队 0735-289561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58 
序号：45 
姓名: 吴子强 
职务: 政保股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七里大道 37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 0735-2162011 0735-216201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59 
序号：46 
姓名: 陈赋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南路 20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传真: 0735-2155064 
主任陈赋: 0735-215506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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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0 
序号：47 
姓名: 徐春花 
职务: 振兴社区综治人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南路 20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传真: 0735-215506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1 
序号：48 
姓名: 李平军 
职务: 振兴社区民警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南路 20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传真: 0735-21550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2 
序号：49 
姓名: 杨智帮 
职务: 巡逻队副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南路 20 号 邮编: 423000 
电话/传真: 0735-215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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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3 
序号：50 
姓名: 许璧炎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湖南株洲攸县网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 网岭 502 信箱 邮编: 412307 
电话: 0733-4806487 
传真 0733-4806060 
办公室 0731-24806000 
值班室 0731-24806551 
狱政科 0731-24806022 
县网岭监狱副监狱长许璧炎: 0731-24806005 宅 0731-24806088 1301711552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4 
序号：51 
姓名: 雷太茂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南株洲攸县网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 网岭 502 信箱 邮编: 412307 
电话: 0733-4806487 
传真 0733-4806060 
办公室 0731-24806000 
值班室 0731-24806551 
狱政科 0731-2480602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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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5 
序号：52 
姓名: 李云青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 302 号 邮编: 410009 
电话: 值班室 0731-85260005 
传真 0731-8526027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6 
序号：53 
姓名: 刘铖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 302 号 邮编: 410009 
电话: 值班室 0731-85260005 
传真 0731-8526027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7 
序号：54 
姓名: 王畅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 302 号 邮编: 410009 
电话: 值班室 0731-85260005 
传真 0731-8526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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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8 
序号：55 
姓名: 于欢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 302 号 邮编: 410009 
电话: 值班室 0731-85260005 
传真 0731-8526027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69 
序号：56 
姓名: 唐福有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 302 号 邮编: 410009 
电话: 值班室 0731-85260005 
传真 0731-8526027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5970 
序号：57 
姓名: 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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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 302 号 邮编: 410009 
电话: 值班室 0731-85260005 
传真 0731-8526027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56 

  
编号: 46375 
序号：58 
姓名: 黄柱中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政法委书记黄柱中：13973534169 0735-862236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76 
序号：59 
姓名: 郭朦 
职务: 副书记、原“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政法委副书记、原“610”办公室主任郭朦：15873529777 0735-862810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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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77 
序号：60 
姓名: 李刚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610”办公室主任李刚：13907355516 0735-8628368 0735-862380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78 
序号：61 
姓名: 李勇明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原任)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610”办公室主任李勇明（原任）：0735-8620678 0735-8628379 1397577616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79 
序号：62 
姓名: 陈鸿禧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原任)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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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610”办公室主任陈鸿禧(原任)：0735-8631369 1397351695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0 
序号：63 
姓名: 郭洪波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610”办副主任郭洪波：0735-8628366 07358621211 1397551672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1 
序号：64 
姓名: 黄少敏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610”办副主任科员黄少敏：0735-8628678 07358625047 1897352259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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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382 
序号：65 
姓名: 何晓林 (音)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 湖南省桂东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北街 3 号 邮编：423500 
电话：（县政法委）值班 0735-8623343 
（县 610）办公室 0735-8620678 传真 8628610 
县“610”办成员何晓林（何小林）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3 
序号：66 
姓名: 宋华舟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县公安局局长宋华舟：0735-8621022 139735362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4 
序号：67 
姓名: 颜雪飞 
职务: 公安局副局长、县“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副局长、县“610”副主任颜雪飞：0735-8623231 转 5401 8626568 139755061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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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5 
序号：68 
姓名: 张腾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原国保大队长张腾 ：1397352304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6 
序号：69 
姓名: 卢会雄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原国保大队长卢会雄(原任) ：1397353420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7 
序号：70 
姓名: 方勇波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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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教导员方勇波 ：1397354679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8 
序号：71 
姓名: 罗国平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原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89 
序号：72 
姓名: 邓正洲 
职务: 刑侦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刑侦大队教导员邓正洲：139755393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8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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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390 
序号：73 
姓名: 郭指航 
职务: 治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治安大队大队长郭指航：188735383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1 
序号：74 
姓名: 明建铭 
职务: 监管大队大队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郴桂路 8 号 邮编：423500 
电话：0735-8623231 
监管大队大队长明建铭：139755060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2 
序号：75 
姓名: 郭会权 
职务: 乡干部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邮编：423502 
电话：（乡政府办）0735-86600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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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3 
序号：76 
姓名: 郭远新 
职务: 乡干部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邮编：423502 
电话：（乡政府办）0735-86600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4 
序号：77 
姓名: 方亚煌 
职务: 乡干部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邮编：423502 
电话：（乡政府办）0735-866005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5 
序号：78 
姓名: 李成熠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 镇政法委）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 邮编：423503 
电话：（镇政府办）0735-8671358 
书记李成熠：1509613358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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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6 
序号：79 
姓名: 陈长青 
职务: 副镇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 镇政法委）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 邮编：423503 
电话：（镇政府办）0735-8671358 
副镇长陈长青：1507355042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7 
序号：80 
姓名: 郭志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邮编：423502 
电话：（乡派出所）0735-8660058 
E-Mail hns45307@126.com 
所长郭志军：0735-8660058 139755652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8 
序号：81 
姓名: 郭兴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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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大塘乡 邮编：423502 
电话：（乡派出所）0735-8660058 
E-Mail hns45307@126.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399 
序号：82 
姓名: 刘远正 
职务: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沙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沙田镇 邮编：423501 
电话：0735-86812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9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0 
序号：83 
姓名: 邓映洲 
职务: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沙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沙田镇 邮编：423501 
电话：0735-8681238 
派出所邓映洲：13786587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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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401 
序号：84 
姓名: 郭政仁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乡 邮编：423503 
电话：0735-86713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2 
序号：85 
姓名: 邓成刚 
职务: 司法员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 邮编：423503 
电话：（镇政府办）0735-8671358 
镇司法员邓成刚：1397576203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3 
序号：86 
姓名: 郭彦能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维夏路 邮编：424500 
电话：0735-8623234 
所长郭彦能：0735-8623234 1397578302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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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4 
序号：87 
姓名: 王汉如 (音)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普乐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普乐乡 邮编：423501 
电话：07358810001 
乡党委书记王汉如（黄汉如）： 1390735537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5 
序号：88 
姓名: 郭正州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普乐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普乐乡 派出所 邮编：423501 
电话：（普乐乡政府）07358810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6 
序号：89 
姓名: 邓政仁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普乐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普乐乡 派出所 邮编：423501 
电话：（普乐乡政府）07358810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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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07 
序号：90 
姓名: 王小飞 
职务: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普乐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普乐乡 邮编：423501 
电话：（普乐乡政府）0735881000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桂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黄柱中、郭朦、李勇明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374 

  
编号: 46454 
序号：91 
姓名: 孙建国 
职务: 湖南省政法委书记、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单位: 湖南省政法委、湖南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政法委）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1 号 湖南省委大院内 邮
编：410011 电话︰值班 0731-82217776 办公室 82217182 
传真 82215151 
公安厅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10 号 邮编︰410011 
电话︰0731-8459014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55 
序号：92 
姓名: 邹笑平 
职务: 国保大队副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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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邮编:410005 
电话:（市局）0731-84430374 
值班 0731-82587827 （国保大队）值班 82587855 传真 82587500 
副支队长邹笑平：办 0731- 82587508 宅 84911938 139748863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56 
序号：93 
姓名: 王德华 
职务: 国保大队副支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邮编:410005 
电话:（市局）0731-84430374 
值班 0731-82587827 （国保大队）值班 82587855 传真 82587500 
副支队长王德华：办 0731-82587723 宅 85822235 139084703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57 
序号：94 
姓名: 谭应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路圭塘路 19 号 邮编：410014 
电话：0731-84723413 
值班 0731-85659500 85659600 85659555 
传真 85015525 
区公安分局局长谭应林：办 85659501 宅 84731286 13908497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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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58 
序号：95 
姓名: 李世章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路圭塘路 19 号 邮编：410014 
电话：0731-84723413 
值班 0731-85659500 85659600 85659555 
传真 85015525 
国保大队大队长李世章：办 85659599 宅 85881803 1397319950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59 
序号：96 
姓名: 向先平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路圭塘路 19 号 邮编：410014 
电话：0731-84723413 
值班 0731-85659500 85659600 85659555 
传真 85015525 
国保大队教导员向先平：办 85659579 宅 85497396 1390846527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0 
序号：97 
姓名: 姜国梁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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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路圭塘路 19 号 邮编：410014 
电话：0731-84723413 
值班 0731-85659500 85659600 85659555 
传真 85015525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姜国梁：办 85659675 宅 85011678 130173999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1 
序号：98 
姓名: 刘志新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路圭塘路 19 号 邮编：410014 
电话：0731-84723413 
值班 0731-85659500 85659600 85659555 
传真 85015525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刘志新：办 85659675 1597417593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2 
序号：99 
姓名: 石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37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0731-840156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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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3 
序号：100 
姓名: 李东南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37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0731-840156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4 
序号：101 
姓名: 唐辉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37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0731-840156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5 
序号：102 
姓名: 尹灿明 
职务: 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1 号  邮编︰410100 
电话：0731-84015016 
值班室 84015000 84015210 
传真 84015117 
副大队长尹灿明：办 84015019 宅 84015171 137870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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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6 
序号：103 
姓名: 李洪建 
职务: 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1 号  邮编︰410100 
电话：0731-84015016 
值班室 84015000 84015210 
传真 84015117 
副大队长李洪建：办 84015019 宅 84015172 13975863887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7 
序号：104 
姓名: 樊启东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开元路 19 号 邮编︰410100 
电话︰07314011305 办 0731-84065610 传真 84060610 
县“610”主任樊启东︰办 0731-84060610 宅 84073788 159731580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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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468 
序号：105 
姓名: 罗集体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开元路 19 号 邮编︰410100 
电话︰07314011305 办 0731-84065610 传真 84060610 
副主任罗集体︰办 0731-84065610 宅 86115282 1397313267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9 
序号：106 
姓名: 何文哲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望仙路 71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 0731-84015503，0731-84015583 
长沙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办 0731-84015588、0731-840155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70 
序号：107 
姓名: 罗伶俐 
职务: 法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望仙路 71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 0731-84015503，0731-84015583 
长沙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办 0731-84015588、0731-84015509 
法官罗伶俐（女）0731-8401558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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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71 
序号：108 
姓名: 陈树滋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望仙路 71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 0731-84015503，0731-84015583 
长沙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办 0731-84015588、0731-840155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72 
序号：109 
姓名: 王兵煤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望仙路 71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 0731-84015503，0731-84015583 
长沙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办 0731-84015588、0731-840155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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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473 
序号：110 
姓名: 利莉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望仙路 71 号 
邮编： 410100 
电话： 0731-84015503，0731-84015583 
长沙县法院院长办公室：办 0731-84015588、0731-840155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7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505 
序号：111 
姓名: 陈三新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 邮编: 411101 
电话： 0731-5826962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编号: 46506 
序号：112 
姓名: 徐晓峰 
职务: 市委书记,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市委, 湘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 邮编: 411101 
电话： 0731-58269626 
地址：（市政法委）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南岭南路 19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市政法委）0731-58583358 0731-52314904 
地址：（市 610 办）湖南省湘潭市芙蓉东路 邮编：411102 
电话：（市 610 办）0731-58583197 0732-82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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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维稳办）传真 0731-58580073 
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徐晓峰：1301714833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编号: 46507 
序号：113 
姓名: 王剑平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 610 办）湖南省湘潭市芙蓉东路 邮编：411102 
电话：（市 610 办）0731-58583197  0732-8211610 
维稳室副主任王剑平 1301732688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6508 
序号：114 
姓名: 李新卫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县七里铺 邮编: 411200 
电话：（县公安局）值班室 0732-57889049 转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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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509 
序号：115 
姓名: 余清华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吉安路 1 号 邮编：411102 
电话：0731-55572405 
区法院院长余清华：0731-58286863 1397325086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编号: 46510 
序号：116 
姓名: 周裕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中路 32 号 邮编: 411101 
电话：0732-58529279 E-Mail hns24865@126.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编号: 46511 
序号：117 
姓名: 徐志勇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钢铁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湘潭钢铁公司 邮编：411101 
电话：（湘钢）办公室 0732-58651114 
传真 0732-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0731-58652016 
保卫处徐志勇（处长）：1380732525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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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6512 
序号：118 
姓名: 易传忠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钢铁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湘潭钢铁公司 邮编：411101 
电话：（湘钢）办公室 0732-58651114 
传真 0732-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0731-586520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6513 
序号：119 
姓名: 谢雄姿 
职务: 保卫处维稳办科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钢铁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湘潭钢铁公司 邮编：411101 
电话：（湘钢）办公室 0732-58651114 
传真 0732-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0731-58652016 
维稳办谢雄姿（科长）：1397523902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1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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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6514 
序号：120 
姓名: 刘杰 (5) 
职务: 保卫处维稳办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钢铁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湘潭钢铁公司 邮编：411101 
电话：（湘钢）办公室 0732-58651114 
传真 0732-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0731-586520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烨、扶先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50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59 
序号：121 
姓名: 唐云景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湘潭市市委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邮编: 411101 
电话： 0731-58269626 
地址：（市政法委）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南岭南路 19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市政法委）0731-58583358 0731-5231490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5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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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360 
序号：122 
姓名: 范勇 
职务: 教育科负责人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 610 办）湖南省湘潭市芙蓉东路 邮编：411102 
电话：（市 610 办）0731-58583197  0732-8211610 
教育科电话：58583192 负责人范勇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1 
序号：123 
姓名: 刘爱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   邮编：411101 
电话： 731 5859 5110 
警察刘爱平 136073204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2 
序号：124 
姓名: 张吉 
职务: 维稳办人员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1 号 邮编：411101  
电话：0731-58651114 0731-58651435  传真：0731-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 0731-586520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2 
迫害案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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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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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3 
序号：125 
姓名: 张伟明 
职务: 维稳办人员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1 号 邮编：411101  
电话：0731-58651114 0731-58651435  传真：0731-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 0731-586520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4 
序号：126 
姓名: 兰泽宁 
职务: 维稳办人员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1 号 邮编：411101  
电话：0731-58651114 0731-58651435  传真：0731-58618130 
保卫处、维稳办 0731-586520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5 
序号：127 
姓名: 何昌辉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棒材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湘钢棒材厂 邮编：411101  
电话：8653312 
传真：865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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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6 
序号：128 
姓名: 曹卫宁 
职务: 工会副主席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棒材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湘钢棒材厂 邮编：411101  
电话：8653312 
传真：865332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7 
序号：129 
姓名: 李金赣 
职务: 车间书记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棒材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湘钢棒材厂 邮编：411101  
电话：8653312 
传真：865332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8 
序号：130 
姓名: 彭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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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党办人员 
单位: 湖南省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棒材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湘钢棒材厂 邮编：411101  
电话：8653312 
传真：8653321 
彭云飞电话 1397326839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369 
序号：131 
姓名: 杨意纯 
职务: 副主任（湘钢棒材厂退休职工） 
单位: 湖南省湘钢铁牛埠小区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湘钢铁牛埠小区邮编：411101 
杨意纯电话：139732646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庆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37 

  
编号: 47574 
序号：132 
姓名: 易威琪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楼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 523 号   邮编：414000 
电话：楼区政法委：0730-8245361；楼区 610：0730-8245458； 
区委 0730-8223275；区政府 0730-8223316；纪检委 0730-8245303 
政法委副书记易威琪：13907300338、0730-824531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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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3 

  
编号: 47575 
序号：133 
姓名: 付伟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楼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岳阳楼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楼区国保电话：0730-8823173 
副队长付伟：1387302922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3 

  
编号: 47576 
序号：134 
姓名: 张冬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楼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岳阳楼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楼区国保电话：0730-8823173 
警察张冬至：1380730017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3 

  
编号: 47577 
序号：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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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兴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楼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岳阳楼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楼区国保电话：0730-882317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3 

  
编号: 47578 
序号：136 
姓名: 孙力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五里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  邮编: 414301 
电话: 0730-86211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73 

  
编号: 48205 
序号：137 
姓名: 杨芳德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政法委 610)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镇 大正街 13 号 邮编: 422300 
电话: (县政法委) 值班 0739-7222430 07397222430  
县政法委书记杨芳德: 宅 0739-7229148  13874218199  722050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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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06 
序号：138 
姓名: 付彭杰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政法委 610)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镇 大正街 13 号 邮编: 422300 
电话: (县政法委) 值班 0739-7222430 0739722243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07 
序号：139 
姓名: 刘易湘 
职务: “610 办公室”人员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政法委 610)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镇 大正街 13 号 邮编: 422300 
电话: (县政法委) 值班 0739-7222430 0739722243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08 
序号：140 
姓名: 刘定湘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政府)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镇 桔城西路  邮编:422300 
电话: 0739-7229648 
地址: (县公安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桔城东路 184 号 邮编:4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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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县公安局）0739-7222041 传真 0739－7233791  Email: dkga110@163.com （国保大队）0739-
72307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09 
序号：141 
姓名: 尹志群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政府)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镇 桔城西路  邮编:422300 
电话: 0739-7229648 
地址: (县公安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桔城东路 184 号 邮编:422300 
电话:（县公安局）0739-7222041 传真 0739－7233791  Email: dkga110@163.com （国保大队）0739-
7230750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尹志群: 07397231779 1397356691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0 
序号：142 
姓名: 彭腾龙 
职务: 国保大队中队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桔城东路 184 号 邮编:422300 
电话:（县公安局）0739-7222041 传真 0739－7233791  Email: dkga110@163.com （国保大队）0739-
7230750 
国保大队中队长彭腾龙: 0739-7251619 1380739563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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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1 
序号：143 
姓名: 罗伦富 
职务: 洞口县国安人员（队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桔城东路 184 号 邮编:422300 
电话:（县公安局）0739-7222041 传真 0739－7233791  Email: dkga110@163.com （国保大队）0739-
723075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2 
序号：144 
姓名: 宋志刚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都梁路双州路 邮编: 422302 
电话: 0739-71323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3 
序号：145 
姓名: 李斌 (2)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都梁路双州路 邮编: 422302 
电话: 0739-71323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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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4 
序号：146 
姓名: 蔡明清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都梁路 邮编: 422300 
电话: 0739-7228485  0739-722224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5 
序号：147 
姓名: 谢建华 (2)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都梁路 邮编: 422300 
电话: 0739-7228485  0739-722224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6 
序号：148 
姓名: 曾晓勋 
职务: 法官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都梁路 邮编: 4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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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39-7228485  0739-722224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7 
序号：149 
姓名: 杨剑英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都梁路 邮编: 422300 
电话: 0739-7228485  0739-722224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编号: 48218 
序号：150 
姓名: 唐谊西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花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花园镇 花园派出所 邮编: 422309 
电话: 0739-70253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