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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编号: 43199 
序号：1 
姓名: 王君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江西省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豫章路 72 号 邮编：330006 
电话：6242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9 
迫害案例:  

  
编号: 43308 
序号：2 
姓名: 邓宸芳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公安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133 号  邮政编码：330006 
江西省公安厅办公室：0791-7288035；值班室 0791-8592813；传真 0791-7288222 
电话：0791-7288008；0791-72888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08 
迫害案例:  

  
编号: 43635 
序号：3 
姓名: 王新有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沿河东路 2 号 邮编：334000 
电话: 0793-8223090 
市政法委书记王新有: 13879303266 办 0793-81982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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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636 
序号：4 
姓名: 罗玮红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兼“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沿河东路 2 号 邮编：334000 
电话: 0793-8223090 
政法委副书记兼“610 办公室”主任罗玮红：办 0793-8222383 139070379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37 
序号：5 
姓名: 吴细兰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沿河东路 2 号 邮编：334000 
电话: 0793-8223090 
“610 办公室”副主任吴细兰：136070376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38 
序号：6 
姓名: 邱木兴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金龙岗 18 号 邮编：334000 
电话：0793-8322910 0793-83230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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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39 
序号：7 
姓名: 谭正波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金龙岗 18 号 邮编：334000 
电话：0793-8322910 0793-8323037 
国保支队长谭正波：1390793635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0 
序号：8 
姓名: 杨学贵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金龙岗 18 号 邮编：334000 
电话：0793-8322910 0793-8323037 
国保警察杨学贵： 1390793808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1 
序号：9 
姓名: 黎隆武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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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金龙岗 18 号 邮编：334000 
电话：0793-8322910 0793-8323037 
局长黎隆武：13697930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2 
序号：10 
姓名: 张晓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府前街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17 传真 0793-2633566 
县政法委书记张晓军： 13803591007 办 0793-26369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3 
序号：11 
姓名: 郑铭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县公安局局长郑铭：13907938929 0793-26520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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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644 
序号：12 
姓名: 涂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国保大队长涂江：13607037345 13907931501 
涂江的丈母娘刘秀莲 1376645171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5 
序号：13 
姓名: 周献敏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6 
序号：14 
姓名: 涂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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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7 
序号：15 
姓名: 于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8 
序号：16 
姓名: 项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49 
序号：17 
姓名: 黄磊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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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0 
序号：18 
姓名: 俞坤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1 
序号：19 
姓名: 张权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4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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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2 
序号：20 
姓名: 吴伯翔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69 
县检察院检察长吴伯翔：办 0793-2658996 159703356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3 
序号：21 
姓名: 谢菲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69 
公诉人谢菲：138703951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4 
序号：22 
姓名: 余斌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52569 
公诉人谢菲：138703951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4 
迫害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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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5 
序号：23 
姓名: 姚文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17038 
县法院院长姚文: 办 0793-2617968 139070396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6 
序号：24 
姓名: 张建丰 
职务: 法官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邮编：334600 
电话：0793-261703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3657 
序号：25 
姓名: 夏清火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丰大道 36 号 邮编：334600 
电话：(县看守所)0793-2655283 
(县公安局)0793-2655141、0793-2656110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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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xyuzf@163.com 
县看守所所长夏清火：139703103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饶市迫害徐静、周菊仙、夏宗水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34 

  
编号: 44099 
序号：26 
姓名: 余颖 
职务: 公安局副局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江西省瑞昌公安局、瑞昌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赤乌中路明理巷 7 号 邮编：33220 
电话：4222961 
瑞昌公安局办公室电话 0792-4236113 
瑞昌公安局副局长、610 主任余颖：135070619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0 
序号：27 
姓名: 吴高洪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赛湖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赛湖农场八里铺  邮编：332203 
电子信箱：rcshncdzb@163.com 
办公电话：0792－4205396  传真：0792-4205001 
吴高洪 书记 1527026588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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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101 
序号：28 
姓名: 周贲 
职务: 党委副书记、场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赛湖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赛湖农场八里铺  邮编：332203 
电子信箱：rcshncdzb@163.com 
办公电话：0792－4205396  传真：0792-4205001 
周贲 党委副书记、场长 4205918 ，手机 1387923675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2 
序号：29 
姓名: 徐新钢 
职务: 维稳信息督导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赛湖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赛湖农场八里铺  邮编：332203 
电子信箱：rcshncdzb@163.com 
办公电话：0792－4205396  传真：0792-4205001 
徐新钢 维稳信息督导员 ：1360702029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3 
序号：30 
姓名: 况小斌 
职务: 副场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赛湖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赛湖农场八里铺  邮编：332203 
电子信箱：rcshncdzb@163.com 
办公电话：0792－4205396  传真：0792-4205001 
副场长况小斌：1375524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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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4 
序号：31 
姓名: 彭文忠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瑞昌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赤乌东路 91 号 邮编:332200 电话:0792-4216249 
216248、421625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5 
序号：32 
姓名: 漆晓君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瑞昌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浔阳路 177 号，邮编：332200 
电话：0792-421212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6 
序号：33 
姓名: 周明喜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瑞昌市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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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湓城东路５号 邮政编码：332200 
电话：0792-42225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7 
序号：34 
姓名: 徐耀旺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长堎镇长征路 630 号，邮政编码：330100， 
电话：0791—3711673 传真：0791-3711636 
监狱长电话：3711687（办）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贝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98 

  
编号: 44109 
序号：35 
姓名: 邵秋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秀谷大道  邮编：344800 
电话：0794-5292186 
政法委书记 ：5397588，13979489358 
县委传真：5397785 
县政府传真：53976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宁勤、夏转生、李银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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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10 
序号：36 
姓名: 付淑华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地区金溪县秀谷镇秀谷大道 147 号 邮编：344800 
电话：0794-5292290 
金溪县国保大队大队长：付淑华 1370794386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1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宁勤、夏转生、李银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8 

  
编号: 44111 
序号：37 
姓名: 刘溪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对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对桥镇 邮编：344803 
电话：0794-5381868 
指导员电话：139794565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1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宁勤、夏转生、李银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8 

  
编号: 44112 
序号：38 
姓名: 曾书传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余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邓埠镇白塔路 31 号 邮编：335200 
电话：0701-5885777 
E-mail：987129251@qq.com 
公安局长 唐金辉 电话号码：13970169928 
大队长曾书传：1390701360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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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宁勤、夏转生、李银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8 

  
编号: 44113 
序号：39 
姓名: 陈海峰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余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邓埠镇白塔路 31 号 邮编：335200 
电话：0701-5885777 
E-mail：987129251@qq.com 
公安局长 唐金辉 电话号码：13970169928 
副大队长陈海峰：1387013083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宁勤、夏转生、李银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8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4114 
序号：40 
姓名: 李将良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余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邓埠镇白塔路 31 号 邮编：335200 
电话：0701-5885777 
E-mail：987129251@qq.com 
公安局长 唐金辉 电话号码：13970169928 
副大队长李将良：0701-589580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宁勤、夏转生、李银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10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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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92 
序号：41 
姓名: 颜建保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693 
序号：42 
姓名: 赵有根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副大队长赵有根：13807069838 0791-8565135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694 
序号：43 
姓名: 张秋萍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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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副大队长张秋萍：13755627979 0791-856619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695 
序号：44 
姓名: 熊国章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教导员熊国章 13607000102 0791-8566060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696 
序号：45 
姓名: 付兵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警察付兵：13970001126 0791-8565082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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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697 
序号：46 
姓名: 吴俊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警察吴俊君：13807068600 0791-856601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698 
序号：47 
姓名: 付金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警察付金华：18970093928 0791-8565279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699 
序号：48 
姓名: 熊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国保大队 0791-85689121、85689122、85689123 
警察熊建：1357695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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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700 
序号：49 
姓名: 罗仁义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西门路 邮编︰331700 
电话：（县看守所）0791-85666142 
县看守所所长罗仁义：138035308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701 
序号：50 
姓名: 胡大鸣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西门路 邮编︰331700 
电话：（县看守所）0791-85666142 
教导员胡大鸣：136070893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702 
序号：51 
姓名: 罗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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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西门路 邮编︰331700 
电话：0791-5663972 07915663972 
县检察院检察长罗祥发: 138706581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4703 
序号：52 
姓名: 徐青 
职务: 庭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进贤大道 153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174 (0791)85664174 
贤县法院庭长徐青: 办 0791-8566618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万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691 

  
编号: 45021 
序号：53 
姓名: 刘浔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公园南路 1 号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12200， 
刘浔华， 办电：0792─6816507 手机：1380355581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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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2 
序号：54 
姓名: 李彤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邮编︰332100 
局长李彤办公室电话 0792-6812471 转 3501 手机 158708733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3 
序号：55 
姓名: 王义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邮编︰332100 
副局长王义明办公室电话 0792-6812472 转 3518 手机 137079204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4 
序号：56 
姓名: 徐教国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邮编︰332100 
徐教国，手机：135079243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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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5 
序号：57 
姓名: 汤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邮编︰332100 
汤勇 手机：13807020272 宅电：0792-682633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6 
序号：58 
姓名: 韦勇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沙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庐山南路 303 号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17300， 
沙河分局教导员：韦勇，办电：0792 ─6817300 宅电：0792─6816583 手机：139702102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7 
序号：59 
姓名: 徐元亮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庐山西路 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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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1204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8 
序号：60 
姓名: 夏小强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12053，0792-6812052 
夏晓强，九江县法院院长，办电：0792—68101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5029 
序号：61 
姓名: 苏明发 
职务: 法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12053，0792-681205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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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030 
序号：62 
姓名: 吕堂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 邮编:332400 
电话：0792-6812057,13970210255 
教导员吕堂从，办电：0792 —6812057 手机：139702061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3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20 

  
编号: 46010 
序号：63 
姓名: 黄晓明 
职务: 原局长 
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余东街南安大道 邮编:341500 电话: 0797-
87171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1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09 

  
编号: 46011 
序号：64 
姓名: 郭文桥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余东街南安大道 邮编:341500 电话: 0797-
87171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1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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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09 

  
编号: 46012 
序号：65 
姓名: 朱晓敏 
职务: 国保大队长（原任） 
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余东街南安大道 邮编:341500 电话: 0797-
87171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09 

  
编号: 46013 
序号：66 
姓名: 陈鹏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余东街南安大道 邮编:341500 电话: 0797-
87171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09 

  
编号: 46014 
序号：67 
姓名: 彭俊才 
职务: 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余东街南安大道 邮编:341500 电话: 0797-
87171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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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09 

  
编号: 46015 
序号：68 
姓名: 沈财生 
职务:  
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610 办）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余西街建设路 76 号 邮编:341500 
电话: 0797-8722849 0797872284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1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09 

  
编号: 46265 
序号：69 
姓名: 艾美华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 维稳办）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梅园新区府前街 1 号 
市委大院内 邮编: 335001 
电话:（市委政法办）07016441378 0701-6441378 
主任艾美华: 办 0701-6431858 宅 0701-6235517 1370701562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66 
序号：70 
姓名: 江敏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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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 维稳办）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梅园新区府前街 1 号 
市委大院内 邮编: 335001 
电话:（市委政法办）07016441378 0701-6441378 
副主任江敏: 办 0701-6445596 宅 0701-6216773 1387000377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67 
序号：71 
姓名: 孙建峰 
职务: 科长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 维稳办）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梅园新区府前街 1 号 
市委大院内 邮编: 335001 
电话:（市委政法办）07016441378 0701-6441378 
科长孙建峰: 1360701471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68 
序号：72 
姓名: 盛才明 
职务: 维稳办主任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 维稳办）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梅园新区府前街 1 号 
市委大院内 邮编: 335001 
电话:（市委政法办）07016441378 0701-6441378 
市委维稳办主任盛才明: 办 0701-6447066 宅 0701-6280009 1390701368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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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69 
序号：73 
姓名: 陈仁生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中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府前街 13 号 邮编: 335001 
电话: 0701-64413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70 
序号：74 
姓名: 黄志华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府前街 4 号 邮编: 335001 
电话: 办公室 0701-6698861 6698862 6441338 6698951 
传真 0701-6698877 
电子邮箱 ytgaj@yingtan.gov.cn 
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察黄志华:13807015005 办 0701-6698826 宅 0701-667500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7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71 
序号：75 
姓名: 孙智荣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政法办）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胜利东路 5 号 邮编: 335000 
电话/传真:（区委政法办）0701-6222172 email 62221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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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610 办公室”主任孙智荣: 1890701961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7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72 
序号：76 
姓名: 夏水开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保大队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环城东路 邮编: 335000 
电话: 0701-6698916 0701-6698988 
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夏水开: 13907019936 宅 0701-631169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7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73 
序号：77 
姓名: 陈瑛 (2) 
职务: 法官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广场路邓埠镇 白塔路 26 号 邮编:335200 
电话: 0701-58813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7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6274 
序号：78 
姓名: 金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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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邮编: 335200 
电话: 办 0701-25291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7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鹰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4 

  
编号: 47389 
序号：79 
姓名: 廖凯波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 市政法委）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虹大道 市委大楼 邮编
:332000 
电话:（市委）值班室 0792-8211900 
（市政法委）0792-8225384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凯波: 办 0792-8138111 宅 0792-8555766 139070231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0 
序号：80 
姓名: 徐耀冲 
职务: 市委维稳办主任, 公安局副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委、九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虹大道 市政府大楼 邮编: 332000  
电话: 0792-8211501  
传真 0792-8211501 
地址:（市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长虹大道辅路 邮编: 332005  
电话/传真:0792-8278999 总机 0792-8278999 0792-8118539  
市委维稳办主任公安局副局长徐耀冲: 0792-8278007 宅 8129038 138792906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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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1 
序号：81 
姓名: 吴义祥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 161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591169 
E-Mail jxs104589@126.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2 
序号：82 
姓名: 周昌华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 161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591169 
E-Mail jxs104589@126.com 
公诉人周昌华: 0792-85005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3 
序号：83 
姓名: 张雪华 
职务: 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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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路 96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 0792-8556027 0792-8571170 
沟通信箱：xyfy_tg@chinacourt.org 
区法院庭长张雪华: 0792-857172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4 
序号：84 
姓名: 余传霞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路 96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 0792-8556027 0792-8571170 
沟通信箱：xyfy_tg@chinacourt.org 
区法院院长余传霞(男) : 办 0792-8537692 宅 0792-8132371 138035537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5 
序号：85 
姓名: 何仁霖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 332100 
电话: 0792-6812053 0792-6812052 
审判长何仁霖 （参与 2007 年非法判刑）: 宅 0792-6813129 1397923035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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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6 
序号：86 
姓名: 黄桂枝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 332100 
电话: 0792-6812053 0792-6812052 
审判员黄桂枝: 宅 0792-6811251 138702207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7 
序号：87 
姓名: 陈凤生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 332100 
电话: 0792-6812053 0792-681205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8 
序号：88 
姓名: 黎琪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 332100 
电话: 0792-6812053 0792-681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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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399 
序号：89 
姓名: 刘礼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 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派出所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滨港路 九江派出所 邮编: 332100 
电话: 分局 0792-8110110 转 
副所长刘礼华: 156079276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400 
序号：90 
姓名: 刘文森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 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派出所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滨港路 九江派出所 邮编: 332100 
电话: 分局 0792-8110110 转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0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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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401 
序号：91 
姓名: 徐威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湓浦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路 283 号 邮编: 332000 
电话: 0792-8222168 
副所长徐威: 139792283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402 
序号：92 
姓名: 钟礼谦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路 3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 分局 0792-8110110 
国保大队 0792-8100110 
九江分局国保大队长钟礼谦: 1880792002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编号: 47403 
序号：93 
姓名: 郭培平 
职务: 村委会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永安乡滨江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原九江县）永安乡滨江村 邮编: 332106 
电话:（村委会） 07926755058 
村委会副主任郭培平（此人多次带路去抄法轮功学员的家）：1387923621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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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