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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编号: 66138 

序号：1 

姓名: 应炯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永修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新城大道政府大楼 邮编：330304 

组织部电话：0792—3223105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3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公安局非法抓捕葛玲等 5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6 

  

编号: 66139 

序号：2 

姓名: 余建军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 江西省永修县委、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涂埠镇新城大道 64 号 邮编：330304 

电话：0792-3222261 

永修县公安局电话：0792－3223705， 0792－3220474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3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公安局非法抓捕葛玲等 5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6 

  

编号: 66651 

序号：3 

姓名: 孙金淼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政法委)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东风路 邮编：332711 

电话：(县委)0792-5626107 (县政法委)0792-5625906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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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52 

序号：4 

姓名: 欧阳宇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政法委)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东风路 邮编：332711 

电话：(县委)0792-5626107 (县政法委)0792-562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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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53 

序号：5 

姓名: 刘宏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东风路 260 号  邮编：332700 

电话：总机 0792-5625604 5625605 

县公安局局长刘宏：办 0792-5625926 135179299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54 

序号：6 

姓名: 汪俊君 

职务: 副局长（主管看守所）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公安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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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东风路 260 号  邮编：332700 

电话：总机 0792-5625604 5625605 

副局长汪俊君（主管看守所）：(0792)5625177 56656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55 

序号：7 

姓名: 许静 

职务: 刑警大队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东风路 260 号  邮编：332700 

电话：总机 0792-5625604 56256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56 

序号：8 

姓名: 郭振中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 邮编：332700 

电话：(0792)5625342 5668958 (0792)8110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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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657 

序号：9 

姓名: 魏吉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 邮编：332700 

电话：(0792)5625342 5668958 (0792)8110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58 

序号：10 

姓名: 冯明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龙泉路,邮编：332700 

电话：0792-5623603 (0792)5624676 5621469 56636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夏翠兰、肖远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编号: 66677 

序号：11 

姓名: 邹小初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潢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潢溪镇  邮编：335202 

电话：0701-5381018 

所长邹小初：1387012684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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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余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潘水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6 

  

编号: 66678 

序号：12 

姓名: 潘海里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潢溪镇丁山村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潢溪镇丁山村  邮编：335202 

电话：村委会 0701-5381069 

村委书记潘海里：1890701079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余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潘水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6 

  

编号: 66679 

序号：13 

姓名: 万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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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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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7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余江县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潘水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6 

  

编号: 66974 

序号：14 

姓名: 黄文辉 

职务: 副市长、政法委书记、原公安局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余市政法委、新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府)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 288 号 邮编:338000 

(市公安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 272 号 邮编:338000 

电话：（市政法委）0790-6441437  书记办 0790-64555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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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610 办） 0790-6457610 

电话: (市政府) 0790-6441183 

(市公安局) 0790-6432566  

举报投诉 0790-6498086 

监督 0790-6498016 

(国保大队)0790-6432566 6498087 市政法委书记、原公安局长黄文辉：15807901166  书记办 0790-

64555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6975 

序号：15 

姓名: 胡文化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赛维大道 3972 号  邮编：338004 

电话: 0790-6432566、6498087 

胡文化：1370790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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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7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6976 

序号：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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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健 

职务: 新余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市委“610 办公室”主任、渝水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政法委、新余市渝水区、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市 610)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 272 号   邮编：
338000 

(渝水区政府)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东路 32 号   邮编：338025 

(区分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328 号  邮编：338025 

电话：（市政法委）0790-6441437  书记办 0790-6455566 

（市 610 办） 0790-6457610 

(渝水区政府) 0790-6222772 

(渝水区分局) 0790-6200901  办公室 0790-6222991  局长办 0790-6222725 

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委“610 办公室”主任、渝水区政府副区长、渝水分局局长张健：

13707902147   市政法委 0790-6441437   渝水区政府 0790-6222772  渝水分局局长办 0790-6222725 

单位系统:“610”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6977 

序号：17 

姓名: 敖兵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邮编：338025 

电话：(区公安分局)0790-62009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编号: 66978 

序号：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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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郎道民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电话：0790-6222495；0790-6426367；传真 0790-6221583 

地址 2：(区法院)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电话：办公室 0790-6222495  6426367   传真 0790-6221583 

院长办 0790-6221550 6221336 

刑事审判庭 0790-6222974 

区法院院长郎道民（原任 男，1966 年 11 月生，桂林街道庆丰村郎家人，1988 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

学，中共党员，2007 年始任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院长。）：1331790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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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7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6979 

序号：19 

姓名: 林新平 

职务: 法官, 刑事庭庭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电话：0790-6222495；0790-6426367；传真 0790-6221583 

地址 2：(区法院)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电话：办公室 0790-6222495  6426367   传真 0790-6221583 

院长办 0790-6221550 6221336 

刑事审判庭 0790-6222974 

法院刑事庭庭长林新平：刑事审判庭 0790-622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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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7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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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6980 

序号：20 

姓名: 华玉光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电话: 0790-6222550；值班电话：0790-6737393；0790-6222550 

区检察院检察长华玉光 (男. 1968.03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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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8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6981 

序号：21 

姓名: 郭峰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看守所（看守所、拘留所二所合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 272 号  邮编：338000 

电话：(市看守所 拘留所) 值班室 0790-6498097   办公 0790-6499918 0790-6667920 0790-6497007 

市看守所所长郭峰：136790178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刘思梅、马跃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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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7621 

序号：22 

姓名: 胡义勇 

职务: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政法委 610 办)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解放大道 邮编：330500 

电话：(县政法委 610）0791-83422259  

县“610 办公室”胡义勇： 13707089099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1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622 

序号：23 

姓名: 胡长富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9 号 邮编：330500 

(国保大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 号 邮编：330500 

电话：(县公安局) 总机 0791-3422132 或 3422192 传真 3426750  

(国保大队)079183415805 079183422132 

县公安局局长胡长富：0791-83411896 0791834219983 138700898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2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623 

序号：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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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学品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9 号 邮编：330500 

(国保大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 号 邮编：330500 

电话：(县公安局) 总机 0791-3422132 或 3422192 传真 3426750  

(国保大队)079183415805 079183422132 

国保大队长陈学品：1360706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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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3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624 

序号：25 

姓名: 余水龙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9 号 邮编：330500 

(国保大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 号 邮编：330500 

电话：(县公安局) 总机 0791-3422132 或 3422192 传真 3426750  

(国保大队)079183415805 079183422132 

国保大队警察余水龙（副大队长）：079183415805 0791834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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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4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625 

序号：26 

姓名: 罗绍清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9 号 邮编：330500 

(国保大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 号 邮编：330500 

电话：(县公安局) 总机 0791-3422132 或 3422192 传真 3426750  

(国保大队)079183415805 0791834221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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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保队长罗绍清（音）： 1387093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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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5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626 

序号：27 

姓名: 熊明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9 号 邮编：330500 

(国保大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1 号 邮编：330500 

电话：(县公安局) 总机 0791-3422132 或 3422192 传真 3426750  

(国保大队)079183415805 079183422132 

原国保队长熊明华：1318456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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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6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627 

序号：28 

姓名: 王勇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安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龙津镇向阳路 191 号 邮编：330500 

电话：0791-83429345 举报 834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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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7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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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28 

序号：29 

姓名: 杨波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安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6-7-14 南昌日报:安义县法院刑事庭获“国字号”荣誉：“全国老年法律维

权工作先进集体”)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前进路 24 号附近  邮编：330500 

电话：0791-83241906 8341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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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8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编号: 67724 

序号：30 

姓名: 曾国恩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 县政府  邮编：343700 

电话：(县政法委) 办公室 0796-5332503  (610 办)0796-5324610 

县“610”办公室主任曾国恩：0796-5324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25 

序号：31 

姓名: 史秋开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农兵大道 9 号 邮编：3437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796-5332412 办公室 0796-5331401  

(国保大队)0796-5336916 

县公安局局长史秋开：5327266 15979625666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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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26 

序号：32 

姓名: 杨剑铭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农兵大道 9 号 邮编：3437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796-5332412 办公室 0796-5331401  

(国保大队)0796-5336916 

国保大队长杨剑铭：0796-5336916 5337523 13607965766 537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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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2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27 

序号：33 

姓名: 张烈凯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 内 邮编：343700 

电话：0796-5376389  监督 0796-5376386 

县看守所所长张烈凯：0796-5376389 137662916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28 

序号：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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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丽华 

职务: 教育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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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教育科科长胡丽华：教育科 0791-8371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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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2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29 

序号：35 

姓名: 黄利萍 

职务: 六大队三中队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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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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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2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30 

序号：36 

姓名: 胡佩燕 

职务: 六大队三中队副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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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六大队三中队副教导员胡佩燕（女 六监区 2015 年被江西省司法厅选为所谓十大“最美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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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3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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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31 

序号：37 

姓名: 肖叶 

职务: 六大队三中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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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六大队三中队队长肖叶（警号 361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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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3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32 

序号：38 

姓名: 赵玉冰 

职务: 六大队三中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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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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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3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33 

序号：39 

姓名: 杨楠 

职务: 六大队二中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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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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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队二中队队长杨楠（警号 361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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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3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734 

序号：40 

姓名: 邓国珍 

职务: 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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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路 1 号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51980 办公室 0791-8371161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春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编号: 67811 

序号：41 

姓名: 王武灵 

职务: 党委副书记、政委, 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电话：0792-5223135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王武灵：（该局实际负责人  政法委副书记）13803553788  办 0792-

5223974  宅 0792-522102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殷仙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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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812 

序号：42 

姓名: 吕善诚 

职务: 副政委, 副局长（主管国保大队）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电话：0792-5223135 

县公安局副政委吕善诚：（副局长 主管国保大队）1360792783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殷仙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编号: 67813 

序号：43 

姓名: 占圆鹏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电话：0792-5223135 

国保大队大队长占圆鹏：13970253968  办 0792-5223135-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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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殷仙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编号: 67814 

序号：44 

姓名: 王际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看守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芙蓉路  距第四中学西北方几百

米  邮编：332600 

电话：（县看守所）县公安局总机 0792-5223135-4660 

所长王际平：13607927839 13970202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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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殷仙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编号: 68312 

序号：45 

姓名: 王自文 

职务: 原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现立新乡派出所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公安局, 永修县立新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新城大道 64 号 邮编：330304 

电话：(县公安局)0792-3222261 0792-3233802 

(县公安局)0792-3223705  0792-3220474 

地址：(立新乡派出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立新乡 邮编：330300 

电话：(立新乡派出所)0792-31906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3 

序号：46 

姓名: 吕卫平 

职务: 原管理科长、所长助理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马家垄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950666 

原管理科长、所长助理吕卫平：0792-6950979  1360702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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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4 

序号：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9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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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吕占奎 

职务: 一大队管教科科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马家垄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950666 

一大队管教科科长吕占奎：69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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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5 

序号：48 

姓名: 徐礼坚 

职务: 一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马家垄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950666 

一大队大队长徐礼坚：69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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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6 

序号：49 

姓名: 邓成松 

职务: 二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马家垄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950666 

二大队副大队长邓成松 (主管迫害法轮功)：1360792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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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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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7 

序号：50 

姓名: 田本贵 

职务: 二大队教导员 (已亡)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马家垄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950666 

二大队教导员田本贵（零九年六月三日零点左右，开车冲入大卡车底部，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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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8 

序号：51 

姓名: 周静 

职务: 四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马家垄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950666 

警察周静（女子四大队副大队长）：0792-823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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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319 

序号：52 

姓名: 黄家专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建昌大道 41 号 邮编：330300 

电话：0792-32231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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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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葛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编号: 68747 

序号：53 

姓名: 刘继贤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江西省万载县康乐镇  宝塔路 80 号  邮编：
336100 

电话：（县政法委）0795-8822211 

（县 610 办）0795-8815610 

副书记刘继贤（综治办主任）：1390795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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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48 

序号：54 

姓名: 林炼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江西省万载县康乐镇  宝塔路 80 号  邮编：
336100 

电话：（县政法委）0795-8822211 

（县 610 办）0795-8815610 

县“610 办公室”主任林炼：1375584777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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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49 

序号：55 

姓名: 李冬平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江西省万载县康乐镇  宝塔路 80 号  邮编：
336100 

电话：（县政法委）0795-8822211 

（县 610 办）0795-8815610 

县“610 办公室”副主任李冬平：1357653486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0 

序号：56 

姓名: 徐伟斌 

职务: 维稳办主任、公安局副局长、特巡警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维稳办、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维稳办 610）江西省万载县康乐镇  宝塔路 80 号  邮编：
336100 

电话：（县政法委）0795-8822211 

（县 610 办）0795-8815610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万载县河西路 70 号  邮编：336100 

电话：（县公安局）0795-8813647  8822400   8822404 

（国保大队）0795-7263660  726366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1 

序号：57 

姓名: 辛友庚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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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万载县河西路 70 号  邮编：336100 

电话：（县公安局）0795-8813647  8822400   8822404 

（国保大队）0795-7263660  7263669 

国保大队长辛友庚：13707054638 办公室 0795-726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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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2 

序号：58 

姓名: 辛浩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万载县河西路 70 号  邮编：336100 

电话：（县公安局）0795-8813647  8822400   8822404 

（国保大队）0795-7263660  7263669 

国保原任大队长辛浩：13707955306 办公室 0795-726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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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3 

序号：59 

姓名: 高吉根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万载县河西路 70 号  邮编：336100 

电话：（县公安局）0795-8813647  8822400   8822404 

（国保大队）0795-7263660  7263669 

国保大队警察高吉根：1397053195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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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4 

序号：60 

姓名: 易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万载县河西路 70 号  邮编：336100 

电话：（县公安局）0795-8813647  8822400   8822404 

（国保大队）0795-7263660  7263669 

国保大队警察易慎：1397054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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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5 

序号：61 

姓名: 陈新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万载县河西路 70 号  邮编：336100 

电话：（县公安局）0795-8813647  8822400   8822404 

（国保大队）0795-7263660  7263669 

国保大队警察陈新星：1397053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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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6 

序号：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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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姜彬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阳乐大道 19 号   邮编： 336100 

电话：0795-8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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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7 

序号：63 

姓名: 甘立新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阳乐大道 3 号   邮编：336100 

电话：0795-890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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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8 

序号：64 

姓名: 刘清浪 

职务: 所长 (原任, 现任城东派出所所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石市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石市镇  320 国道附近   邮编：336307 

电话：0795-2946468 

所长刘清浪（现任城东派出所所长）：城东派出所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新昌东大道  邮编

336300  电话 0795-27804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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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59 

序号：65 

姓名: 陈庆忠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看守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康乐镇里泉村  邮编：336100 

电话：0795-8813639 

县看守所所长陈庆忠：13576526388   办 0795-88136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60 

序号：66 

姓名: 龙启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看守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康乐镇里泉村  邮编：336100 

电话：0795-8813639 

县看守所副所长龙启文：139705047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761 

序号：67 

姓名: 邹林根 

职务: 监狱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豫章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江西省豫章监狱，又名江西消防汽车制造厂、南昌汽车厂，是

江西省非法关押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主要邪恶黑窝之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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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邮编：330100 

电话：0791-83711441 监狱长 0791—83711400 

原豫章监狱监狱长邹林根：0791-83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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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德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编号: 68846 

序号：68 

姓名: 周安经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巴山镇道南路 46 号   邮编：334200 

电话：（县政法委 610 办）0794-6322112 

县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周安经：0794-6318926 1387942195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志敏、彭丽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编号: 68847 

序号：69 

姓名: 邹建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县府东路 10 号  邮编：334200  

电话：（县公安局） 0794-6320981 

国保大队长邹建军： 1390704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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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志敏、彭丽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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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848 

序号：70 

姓名: 吴林盛 

职务: 政治处主任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县府东路 10 号  邮编：334200  

电话：（县公安局） 0794-6320981 

政治处主任吴林盛： 138794216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志敏、彭丽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编号: 68849 

序号：71 

姓名: 吴晓春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道南路 84 号  邮编：344200 

电话： 0794-6322512   信箱: crx34420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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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志敏、彭丽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编号: 68850 

序号：72 

姓名: 何新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县府西路 8 号   邮编：344200 

电话：0794-6325939   

县检察院检察长何新华：0794-6325939  1390704342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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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志敏、彭丽花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编号: 69057 

序号：73 

姓名: 胡永志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市 610)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 272 号   邮编：
338000 

(区分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邮编：338025 

电话：（市政法委）0790-6441437  书记办 0790-6455566 

（市 610 办） 0790-6457610 

市“610 办公室”副主任胡永志：13607909268  市 610 办 0790-6457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9058 

序号：74 

姓名: 熊春安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中级法院)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长青北路 796 号  邮编：338000 

338025 

电话：(市中级法院)079-6441451 

市中级法院院长熊春安(16-10-27 当选)：办公室 64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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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5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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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9059 

序号：75 

姓名: 王强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电话：0790-6222495；0790-6426367；传真 0790-6221583 

地址 2：(区法院)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电话：办公室 0790-6222495  6426367   传真 0790-6221583 

院长办 0790-6221550 6221336 

刑事审判庭 0790-6222974 

区法院院长王强(16-10-18 当选)：院长办 0790-6221550 622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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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编号: 69060 

序号：76 

姓名: 桂鹏程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新余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 272 号  邮编：338000 

电话：(市看守所 拘留所) 值班室 0790-6498097   办公 0790-6499918 0790-6667920 0790-6497007 

市拘留所所长桂鹏程：137079020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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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新余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花、黄巍、李青连等 5 人的责任人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编号: 70463 

序号：77 

姓名: 黄桂章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南昌铁路公安局劳教委员会 (南昌铁路劳教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铁路公安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路 26 号 邮编：330002 

电话：（铁路公安局）0791－86104094 

铁路劳教委主任黄桂章（生于 1962 年 3 月，福建闽清人，2008 年－2011 年 10 月，由南昌铁路局局

长调任北京铁路局局长，2011 年 10 月被记过、免职，后转任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现

任中国铁路总公司资本运营和开发部主任）：中国铁路总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0 号 邮

编 1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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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595 

序号：78 

姓名: 邹隆茂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共青城市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九仙岭大

道              邮编：332020 

电话：（市公安局）0792- 4342706；0792-434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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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9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596 

序号：79 

姓名: 张明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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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城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 共青城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共青城市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九仙岭大

道              邮编：332020 

（共青城市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共青大道 1 号 

电话：（共青城市公安局）局长办 0792- 4342706；办公室 0792-4349555；  

（共青城市政府）0792-4342638；0792-8174214 

局长张明：0792-4342706 、 139079287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597 

序号：80 

姓名: 徐军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共青城市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九仙岭大

道              邮编：332020 

电话：（共青城市公安局）局长办 0792- 4342706；办公室 0792-4349555；  

共青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大队长徐军：手机 13803557377；办 0792-434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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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9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598 

序号：81 

姓名: 吕宗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共青城市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九仙岭大

道              邮编：332020 

电话：（共青城市公安局）局长办 0792- 4342706；办公室 0792-4349555；  

共青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吕宗刚：136679277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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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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9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599 

序号：82 

姓名: 唐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共青城市公安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九仙岭大

道              邮编：332020 

电话：（共青城市公安局）局长办 0792- 4342706；办公室 0792-4349555；  

共青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唐亮：189702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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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600 

序号：83 

姓名: 林家俊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市茶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茶山路 1 号     邮编: 330400 

电话：0792-4342438；0792-4399060 

所长林家俊：134792192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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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601 

序号：84 

姓名: 周一帆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市茶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茶山路 1 号     邮编: 330400 

电话：0792-4342438；0792-4399060 

警察周一帆：182962776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602 

序号：85 

姓名: 林丹云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市共青大道   邮编：332020 

电话： 0792-4373889 

检察长林丹云：13607025658；办 0792-437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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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603 

序号：86 

姓名: 刘卫平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创业路     邮编: 332020 

院长刘卫平（原任，2016 年 9 月去职）：手机 13979220015；办 0792-4342356；0792-435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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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0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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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编号: 70604 

序号：87 

姓名: 周映红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单位: 江西省共青城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共青城创业路     邮编: 332020 

庭长周映红：办 0792-434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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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0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共青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