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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人 - 地区: 湖南 

编号: 77742 
姓名: 黄黎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政法委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 523 号  岳阳楼区政法委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0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综治办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 523 号  岳阳楼区政法委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2 
序号：1 

编号: 77744 
姓名: 余昕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竹荫街 14 号  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4 
序号：2 

编号: 77746 
姓名: 章初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竹荫街 14 号  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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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6 
序号：3 

编号: 77750 
姓名: 邹爱国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三眼桥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兰竹路  三眼桥派出所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50 
序号：4 

编号: 77816 
姓名: 曹德文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政法委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6 
序号：5 

编号: 77817 
姓名: 廖靖武 
职务: 副书记（分工“610 办公室”）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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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政法委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7 
序号：6 

编号: 77819 
姓名: 欧阳文波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政法委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3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维稳办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9 
序号：7 

编号: 77820 
姓名: 李超军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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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0 
序号：8 

编号: 77821 
姓名: 莫宏伟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1 
序号：9 

编号: 77823 
姓名: 郭清平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五一东路  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3 
序号：10 

编号: 77824 
姓名: 王佩成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五一东路  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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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4 
序号：11 

编号: 77825 
姓名: 李志军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五一东路  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5 
序号：12 

编号: 77827 
姓名: 刘向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平安路 80 号  赫山公安分局 
      邮编：413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7 
序号：13 

编号: 77828 
姓名: 刘炳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平安路 80 号  赫山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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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3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8 
序号：14 

编号: 77829 
姓名: 姚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平安路 80 号  赫山公安分局 
      邮编：413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9 
序号：15 

编号: 77834 
姓名: 蔡青山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派出所 
      湖南省大通湖区公安局河坝派出所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4 
序号：16 

编号: 77835 
姓名: 万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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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派出所 
      湖南省大通湖区公安局河坝派出所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5 
序号：17 

编号: 77836 
姓名: 曹镇国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派出所 
      湖南省大通湖区公安局河坝派出所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6 
序号：18 

编号: 77838 
姓名: 万红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8 
序号：19 

编号: 77839 
姓名: 夏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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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9 
序号：20 

编号: 77840 
姓名: 张文 
职务: 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0 
序号：21 

编号: 77841 
姓名: 舒静娴 
职务: 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检察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1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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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7843 
姓名: 王伟俊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法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大通湖大道  大通湖区法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3 
序号：23 

编号: 77844 
姓名: 王奇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法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大通湖大道  大通湖区法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4 
序号：24 

编号: 77845 
姓名: 谭敏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法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大通湖大道  大通湖区法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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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5 
序号：25 

编号: 77846 
姓名: 王泽宇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法院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大通湖大道  大通湖区法院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6 
序号：26 

编号: 77848 
姓名: 陈梦晋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益阳市龙洲南路 268 号  益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1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8 
序号：27 

编号: 77850 
姓名: 杨德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第二看守所 
      湖南省益阳市红旗化工厂旁一栋二楼 203 号  益阳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41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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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50 
序号：28 

编号: 77852 
姓名: 谈照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看守所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浪拨湖乡 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413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52 
序号：29 

编号: 77853 
姓名: 彭勇（2）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看守所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浪拨湖乡 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413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53 
序号：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