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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编号: 66335 

序号：1 

姓名: 邹长城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湖南省南华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南华大学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5 

迫害案例:  

  

编号: 67312 

序号：2 

姓名: 廖洪元 

职务: 党委书记 (原任) 

单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廖洪元，男，汉族，1951 年 6 月出生，研究生文化，中共党员。1999 年 6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5 月为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教授，2012 年 5 月退休。 

2013 年 9 月 3 日: 湖南省纪委对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廖洪元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2015 年 2 月，长沙市检察院依法对廖洪元以涉嫌受贿罪向长沙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2 

迫害案例:  

  

编号: 67313 

序号：3 

姓名: 金潇明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3 年 9 月 3 日: 湖南省纪委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院长金潇明涉嫌违纪问题

立案调查。 

金潇明，男，汉族，1958 年 1 月出生，研究生文化，中共党员。1993 年 2 月至 1995 年 9 月任株洲

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1995 年 9 月至 1999 年 7 月任株洲工学院教务处处长、高教研究室主任，1999

年 7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湖

南工学院党委书记，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5 月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2013 年 5 月起任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近日，湖南省纪委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院长金潇明涉嫌违纪

问题立案调查。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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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3 

迫害案例:  

  

编号: 67314 

序号：4 

姓名: 佘国华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湖南科技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3 年 10 月 12 日: 湖南省纪委对湖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佘国华涉嫌严重违

纪问题立案调查。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4 

迫害案例:  

  

编号: 67328 

序号：5 

姓名: 胡铁辉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中南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4 年 5 月 6 日: 湖南省纪委对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涉嫌违纪问题立案

调查。 

胡铁辉，男，汉族，1951 年 4 月出生。1968 年参加工作，1997 年 10 月至 2000 年 4 月任湖南医科大

学副校长兼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2000 年 4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湘雅

二医院党委书记（2000 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0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中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中南大学副校长。2011 年 12 月任中南大学教师至今。（湖

南省纪委）近日，湖南省纪委对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28 

迫害案例:  

  

编号: 67343 

序号：6 

姓名: 杨文明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路 4253 号  邮编：415000 

电话：0736-7270343  传真 0736-7280509 

原院长杨文明：（被双规。男，汉族，1963 年 8 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84 年参加工作，

1991 年 10 月至 2000 年 1 月，曾任常德市建筑工 程管理处副主任、德山经济科技开发区管委会开发

建设部部长，德山经济科技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2003 年 7 月起，历任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至 2006 年 12 月〉、院长〈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党委副书记、院长〈2007 年 2 月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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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43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南省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杨文明（被双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9 

  

编号: 67780 

序号：7 

姓名: 叶启发 

职务: 移植专科副院长、主任医师 

单位: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0 

迫害案例:  

 追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副院长叶启发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79 

  

编号: 67782 

序号：8 

姓名: 王毅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单位: 湖南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毅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1 

  

编号: 68323 

序号：9 

姓名: 李亚斌 

职务: 副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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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东路 28 号 邮编：423000 

电话：（市委政法）0735-2224282 

（市 610 办）办公室 0735-2871439  值班室 0735-2871289  传真室 0735-2871445 

市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 13907353378  0735-216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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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2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安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编号: 68324 

序号：10 

姓名: 李忠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兼市“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东路 28 号 邮编：423000 

电话：（市委政法）0735-2224282 

（市 610 办）办公室 0735-2871439  值班室 0735-2871887、0735-2871776、0735-2871289  传真室
0735-287144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安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编号: 68325 

序号：11 

姓名: 王周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东路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220806 

市公安局局长王周：15007350066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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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安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编号: 68326 

序号：12 

姓名: 王林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东路 28 号  邮编：423000 

电话：办公室 0735-2871439  值班室 0735-2871289  传真室 0735-2871445 

市“610 办公室”副主任王林：2871617  1350735113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安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编号: 68377 

序号：13 

姓名: 赵智凤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湖南省怀化洪江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怀化洪江市黔城镇雪峰大道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736188；传真：0745-77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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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78 

序号：14 

姓名: 彭永杰 

职务: 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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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408 号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620408；0745-73109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79 

序号：15 

姓名: 刘丰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408 号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620408；0745-7310910 

副局长刘丰勇：139054524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7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0 

序号：16 

姓名: 肖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408 号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620408；0745-7310910 

警察肖伟：138744002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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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381 

序号：17 

姓名: 唐星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408 号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620408；0745-7310910 

警察唐星：138745007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2 

序号：18 

姓名: 梁琳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408 号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620408；0745-73109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3 

序号：19 

姓名: 向其良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408 号    邮编：418116 

电话：0745-7620408；0745-7310910 

向其良：（向孙良?：1360745424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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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4 

序号：20 

姓名: 段承信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邮编：418116 

电话：办公室 0745-7736333；立案厅 0745-7736311；传真 0745-773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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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8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5 

序号：21 

姓名: 胡南数三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邮编：418116 

电话：办公室 0745-7736333；立案厅 0745-7736311；传真 0745-773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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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8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6 

序号：22 

姓名: 杨胜德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邮编：4181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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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办公室 0745-7736333；立案厅 0745-7736311；传真 0745-773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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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8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8387 

序号：23 

姓名: 李小洁 

职务: 代理书记员 

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邮编：418116 

电话：办公室 0745-7736333；立案厅 0745-7736311；传真 0745-773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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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8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洪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春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编号: 69003 

序号：24 

姓名: 周政坤 

职务: 市长 (原任）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五岭大道 9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223642 

原湖南省郴州市市长周政坤（湖南沅江人，1953 年 7 月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中共郴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郴州市委副书记，2002 年 4 月起 任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2004 年 3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2008 年 11 月 20 日，周政坤因受贿罪，被益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 200 万元，与同案其弟周政文、

周政权犯罪所得及其孳息 3027.25 万元追缴国库）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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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008 

序号：25 

姓名: 程刚 

职务: 国安大队中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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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分局）0735-2162011  0735-2162013 

北湖分局警察程刚（国安大队中队长）：13973513279  宅 0735-232603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009 

序号：26 

姓名: 范应巧 

职务: 原七大队中队长 

单位: 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白马乡湘天桥村  邮编：412004 

电话：（白马垄女教所）办公室（0733）8634800   行政处 8634811   管理科 8634601   教育科

8634602  纪检办 8634819   总机 011-86-733-8640841 

原七大队中队长范应巧：总机 011-86-733-864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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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010 

序号：27 

姓名: 刘志光 

职务: 原教育科长 

单位: 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白马乡湘天桥村  邮编：412004 

电话：（白马垄女教所）办公室（0733）8634800   行政处 8634811   管理科 8634601   教育科

8634602  纪检办 8634819   总机 011-86-733-8640841 

原教育科长刘志光（熊艳香的丈夫）：总机 011-86-733-86408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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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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011 

序号：28 

姓名: 胡流英 

职务: 包夹 

单位: 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白马乡湘天桥村  邮编：412004 

电话：（白马垄女教所）办公室（0733）8634800   行政处 8634811   管理科 8634601   教育科

8634602  纪检办 8634819   总机 011-86-733-864084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853 

序号：29 

姓名: 黄关春 

职务: 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单位: 湖南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委政法委）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1 号  邮编：410011 

电话：（省委政法委）0731－82217182 

地址：（省公安厅）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10 号  邮编：410001 

电话：（省公安厅）0731-8459001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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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854 

序号：30 

姓名: 黎建欣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 523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政法委）0730-8245361 （综合治理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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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5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69855 

序号：31 

姓名: 徐利 

职务: 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府）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 523 号  邮编：414000

地址 : （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竹荫街 14 号 邮编 : 414000 

电话 : （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楼区国保）0730-8823172   0730-8823182   8823173 

区公安分局局长徐利（原任，已于 2016 年 11 月去职）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69856 

序号：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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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学农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0730-8823173 

国保大队长刘学农：139750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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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5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69857 

序号：33 

姓名: 张东武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0730-8823173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张东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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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5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69858 

序号：34 

姓名: 吴皓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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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0730-8823173 

国保大队教导员吴皓：1530730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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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5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69859 

序号：35 

姓名: 张和平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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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5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0 

序号：36 

姓名: 唐建明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0730-8823173 

警察唐建明：1390840736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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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1 

序号：37 

姓名: 李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0730-8823173 

警察李奇： 139750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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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2 

序号：38 

姓名: 刘小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岳阳市竹荫街 14 号  邮编: 41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730-8301195  总值班室 0730-8301022  传真 0731-87881659 

（区国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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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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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863 

序号：39 

姓名: 彭世理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索西路 332 号     邮编：414000 

电话：0730-8856311 值班 0730-8840609   传真 0730-8840699 

市中级法院院长彭世理：办 0730-8840626 0730-88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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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69864 

序号：40 

姓名: 汤尧光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金鹗东路 7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检察院）值班 0730-8302011 

区检察院检察长汤尧光（2016 年 11 月 30 日去职）：0730- 8302001  1390730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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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69865 

序号：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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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毛艳慧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金鹗东路 7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检察院）值班 0730-8302011 

区检察院公诉人毛艳慧：13873080968 0730-862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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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6 

序号：42 

姓名: 胡立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金鹗东路 7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检察院）值班 0730-8302011 

区检察院公诉人胡立军：13873080968 0730-862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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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7 

序号：43 

姓名: 姜彬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法院）0730-8722828 

区法院院长姜彬：0730- 8333799  1380730533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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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8 

序号：44 

姓名: 贺湘平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法院）0730-8722828 

区法院副院长贺湘平：0730-8722818 158073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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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69 

序号：45 

姓名: 肖冰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法院）0730-8722828 

审判长肖冰峰：办 0730-872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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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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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870 

序号：46 

姓名: 廖致 

职务: 副审判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法院）0730-8722828 

副审判长廖致（女）：办 0730-872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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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7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71 

序号：47 

姓名: 刘红光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法院）0730-8722828 

陪审员刘红光：办 0730-87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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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872 

序号：48 

姓名: 刘霞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区法院）0730-8722828 

陪审员刘霞（女）：办 0730-87223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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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平华、李润天、龙兵峰、付贵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编号: 69901 

序号：49 

姓名: 余泽世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政法委 610 办)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东方路 115 号     邮编：
414100 

电话：(县委政法委) 值班 0730-7639976 

县政法委书记余泽世：1380740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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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0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2 

序号：50 

姓名: 刘四清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东方路 113 号     邮编：414100 

电话：(县公安局)  0730-7666501    值班 0730-7666961 

县公安局局长刘四清：15973045678    7634567    76367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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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903 

序号：51 

姓名: 刘伟 (2)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     邮编：414119 

电话：派出所办 0730-7140119 

所长刘伟：139730328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4 

序号：52 

姓名: 黄兴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     邮编：414119 

电话：派出所办 0730-71401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5 

序号：53 

姓名: 蒋岳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月田镇     邮编：414119 

电话：派出所办 0730-7140119 

教导员蒋岳：187741041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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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6 

序号：54 

姓名: 段德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检察院)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城关镇团结路 3 号      邮编：414100 

电话：(县检察院) 0730-7620824   公诉科 0730-7627440 

县检察院检察长段德平：13762001888   76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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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7 

序号：55 

姓名: 钟雄辉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检察院)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城关镇团结路 3 号      邮编：414100 

电话：(县检察院) 0730-7620824   公诉科 0730-7627440 

公诉科科长钟雄辉：0730-762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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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8 

序号：56 

姓名: 杨水平 

职务: 院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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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法院)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城关镇东方西路 74 号     邮编：414100 

电话：(县法院) 0730-7668802  0730-7620261 

县法院院长杨水平：办 0730-7668569  76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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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09 

序号：57 

姓名: 周旺兴 

职务: 法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法院)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城关镇东方西路 74 号     邮编：414100 

电话：(县法院) 0730-7668802  0730-7620261 

县法院法官周旺兴（负责此案）：办 0730-768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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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10 

序号：58 

姓名: 藩春芳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长岭居民委     邮编：414000 

电话：0730-8435084 （转 877） 

所长藩春芳：183730813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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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911 

序号：59 

姓名: 韩奎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看守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荣家湾镇街赵村   邮编：414100 

电话：(县看守所) 值班 0730-7621015      监督 0730-76665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12 

序号：60 

姓名: 陈泽龙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湖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 湖南省女子监狱 (长沙女子监狱)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28 号  长沙市 2 号信箱     邮编：410004 

电话：(省女子监狱) 总机 0731-2323000    监狱长 0731-82323001    传真 0731-2323023    

监狱长陈泽龙：0731-823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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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69913 

序号：61 

姓名: 罗友田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洞井村 攸县网岭 502 信箱  邮编：
412307 

电话：0733-84806487  传真 0733-8480606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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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县等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胡宝日、李艳和、王细美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编号: 70269 

序号：62 

姓名: 王小中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委政法委 610 办）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南湖大道 546 号    邮编 : 

414000 

电话 :（市政法委）值班／传真 0730-8889312 

（610 办）值班 0730-8889141  传真 0730-888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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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70270 

序号：63 

姓名: 黄要林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委政法委 610 办）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南湖大道 546 号    邮编 : 

414000 

电话 :（市政法委）值班／传真 0730-8889312 

（610 办）值班 0730-8889141  传真 0730-8889040 

市“610”办公室副主任黄要林：0730-8889047  1397503808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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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271 

序号：64 

姓名: 苏华 

职务: 教育科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委政法委 610 办）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南湖大道 546 号    邮编 : 

414000 

电话 :（市政法委）值班／传真 0730-8889312 

（610 办）值班 0730-8889141  传真 0730-8889040 

市“610”办公室教育科长苏华：0730-8889042  8721639  1350730987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70272 

序号：65 

姓名: 许建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检察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金鹗东路 7 号 邮编 : 414000 

电话: （区检察院）值班 0730-83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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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70273 

序号：66 

姓名: 夏常凯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东路 321 号 邮编:414000 

电话 :（区法院）0730-8722828 

区法院院长夏常凯： 2667978  2267979  1376202413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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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春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编号: 70274 

序号：67 

姓名: 戴德清 

职务: 局长（原任，现任市政府秘书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吉安路 168 号  邮编 : 411102 

电话：（市公安局）0731-55297051  办公室 0731-55297052  国保支队(0731)5297091    E_mail：
xtga@xiangtan.gov.cn 

市公安局局长戴德清（原任，现任市政府秘书长）:  58570118  58229192 1370732513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75 

序号：68 

姓名: 王喻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区 610）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 292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政法委 610 办）0731-58205760 

（综治办）0731-58205762 

区“610 办公室”副主任王喻(王瑜)：1370732071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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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276 

序号：69 

姓名: 鲁正良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区 610）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 292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政法委 610 办）0731-58205760 

（综治办）0731-58205762 

区综治办主任鲁正良：13907324117  办 0731-5820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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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77 

序号：70 

姓名: 田江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96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分局）0731-58395034   国保大队(0731)58392578 8399389 

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田江涛：1350732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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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78 

序号：71 

姓名: 张原驰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96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分局）0731-58395034   国保大队(0731)58392578 8399389 

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张原驰：1390732322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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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79 

序号：72 

姓名: 周巍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96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分局）0731-58395034   国保大队(0731)58392578 8399389 

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周巍：1370732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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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7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80 

序号：73 

姓名: 姚文广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96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分局）0731-58395034   国保大队(0731)58392578 8399389 

国保大队警察姚文广：13873279619  1387527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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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81 

序号：74 

姓名: 李少铁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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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96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分局）0731-58395034   国保大队(0731)58392578 8399389 

国保大队警察李少铁（区 610）：1301732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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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82 

序号：75 

姓名: 赵映仁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法院）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建设北路 309 号   邮编 : 411100 

电话：（区法院）0731-58201758   邮箱：ban.gong.shi@163.com 

刑庭庭长赵映仁：58201769 1397527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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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83 

序号：76 

姓名: 彭四毛 

职务: 教育科科长 

单位: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网岭监狱)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洞井村 攸县网岭 502 信箱   邮

编：412307 

电话：0731-24806577  0733-84806487   值班室 0733-4806551  4806067  传真 0733-84806060   教育科
0731-24806062 24806061 

教育科科长彭四毛：480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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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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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0284 

序号：77 

姓名: 陈娅蓉 

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网岭监狱)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洞井村 攸县网岭 502 信箱   邮

编：412307 

电话：0731-24806577  0733-84806487   值班室 0733-4806551  4806067  传真 0733-84806060   教育科
0731-24806062 24806061 

教育科副科长陈娅蓉：0731-24806062 2480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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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桂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编号: 71040 

序号：78 

姓名: 刘志伟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东路 28 号     邮编：423000       

电话：办 0735-2871439；0735-2224282；值班室 0735-2871289；传真 0735-287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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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4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编号: 71041 

序号：79 

姓名: 张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东路      邮编： 423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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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35-22208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编号: 71042 

序号：80 

姓名: 黄飞跃 

职务: 国保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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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5-2155653 

警察黄飞跃：0735-2162021、1360735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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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4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编号: 71043 

序号：81 

姓名: 雷渊利 

职务: 原郴州市副市长、永兴县委书记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雷渊利 2006 年 9 月 5 日被一审判处死缓；2008 年 2 月 22 日，死缓二

审改判 20 年） 

单位系统: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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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044 

序号：82 

姓名: 邓光坛 

职务: 原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永兴县公安局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永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注：2017 年 4 月 27 日，邓光坛涉嫌严重违纪受审查）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东正街 37 号    邮编： 

电话：0735-55670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义元、黄小芬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编号: 71063 

序号：83 

姓名: 汪涛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汉昌镇北街 615 号     邮编：414500 

电话: 0730-6223835；610 办公室：0730-6224345 

书记汪涛：0730-6222092；13907309559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64 

序号：84 

姓名: 黄雄伟 

职务: 县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汉昌镇北街 615 号     邮编：414500 

电话: 0730-6223835；610 办公室：0730-6224345 

县长黄雄伟：13789002666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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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65 

序号：85 

姓名: 徐教凡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汉昌镇北街 615 号     邮编：414500 

电话：0730-6223835 

徐教凡（原任）：13807409690；现任平江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 

地址：（平江县政府）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十字街       邮编：414500 

电话：（平江县政府）0730-622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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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66 

序号：86 

姓名: 姜伟南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百花台中路      邮编：414500 

电话: 办公室 0730-6235208、0730-6235209；局长室 0730-6235206 

局长姜伟南：0730-6779001；138073098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67 

序号：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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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立泉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开发区新村路     邮编:414500 

电话: 0730-6223223、0730-6231824 

检察长徐立泉：13973011898；办 0730-626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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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6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68 

序号：88 

姓名: 谷毅博 

职务: 公诉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开发区新村路     邮编:414500 

电话: 0730-6223223、0730-6231824 

公诉员谷毅博：0730-6288406；1839006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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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6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69 

序号：89 

姓名: 李明 (2)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育才路        邮编：414500 

电话：0730-6229110 

院长李明：139074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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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6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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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0 

序号：90 

姓名: 吴来程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育才路        邮编：414500 

电话：0730-6229110 

副院长吴来程：1387404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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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1 

序号：91 

姓名: 王晚东 

职务: 刑事一庭庭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育才路        邮编：414500 

电话：0730-6229110 

刑事一庭庭长王晚东：0730-6260629；1357476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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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2 

序号：92 

姓名: 张占南 

职务: 刑庭副庭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育才路        邮编：414500 

电话：0730-6229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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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庭长张占南：1357505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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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3 

序号：93 

姓名: 余峰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政法委      邮编：414516 

电话: （镇政府）0730-6881238 

书记余峰：13074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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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4 

序号：94 

姓名: 张书辉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派出所     邮编：414516 

电话: 值班室 0730-6881110、0730-6881300 

所长张书辉：137873033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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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075 

序号：95 

姓名: 尹若松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派出所     邮编：414516 

电话: 值班室 0730-6881110、0730-6881300 

教导员尹若松：15080981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6 

序号：96 

姓名: 张小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派出所     邮编：414516 

电话: 值班室 0730-6881110、0730-6881300 

副所长张小平：138740080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7 

序号：97 

姓名: 张猛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长城路         邮编：414300 

电话：0730-372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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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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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8 

序号：98 

姓名: 黄启宇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索西路 332 号     邮编：414000 

电话：0730-8856311 

庭长黄启宇：0730-88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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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编号: 71079 

序号：99 

姓名: 漆晟 

职务: 法官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索西路 332 号     邮编：414000 

电话：0730-8856311 

法官漆晟：0730-884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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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杨道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