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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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编号: 72867 
姓名: 周斌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 
      江西省新余市逾水区抱石大道东路 32 号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4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政法委 
      江西省新余市逾水区抱石大道东路 32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7 
序号：1 

编号: 72868 
姓名: 刘国保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西省新余市逾水区抱石大道东路 32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8 
序号：2 

编号: 72869 
姓名: 朱东飞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328 号 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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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9 
序号：3 

编号: 72870 
姓名: 胡小辉 
职务: 刑侦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328 号 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0 
序号：4 

编号: 72871 
姓名: 付秋平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 328 号 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1 
序号：5 

编号: 72873 
姓名: 章小猫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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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961 号  中山路派出所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3 
序号：6 

编号: 72874 
姓名: 简木根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961 号  中山路派出所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4 
序号：7 

编号: 72876 
姓名: 李金花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地址 2：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6 
序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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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877 
姓名: 丁银莲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地址 2：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7 
序号：9 

编号: 72878 
姓名: 宋庆利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地址 2：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8 
序号：10 

编号: 72879 
姓名: 张永平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地址 1：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邮编：33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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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团结东路 建设东路 21 号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79 
序号：11 

编号: 72881 
姓名: 汤建文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检察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升恒路 渝水区检察院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81 
序号：12 

编号: 73055 
姓名: 夏云峰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新建大道 239 号  新建区委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5 
序号：13 

编号: 73056 
姓名: 刘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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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新建大道 239 号  新建区委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6 
序号：14 

编号: 73058 
姓名: 宗晓武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新建区新建大道 469 号  新建区公安局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8 
序号：15 

编号: 73059 
姓名: 周卫华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新建区新建大道 469 号  新建区公安局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9 
序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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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060 
姓名: 饶远， 姚远 (音)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新建区新建大道 469 号  新建区公安局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5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0 
序号：17 

编号: 73063 
姓名: 傅国文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新建大道 487 号  新建区法院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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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3 
序号：18 

编号: 73064 
姓名: 杨涛桂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新建大道 487 号  新建区法院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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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4 
序号：19 

编号: 73066 
姓名: 雷武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检察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新建大道 481 号  新建区检察院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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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6 
序号：20 

编号: 73070 
姓名: 廖国佑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70 
序号：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