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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编号: 5433
序号：1
姓名: 黄云萍
职务: 党委书记、监狱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34
序号：2
姓名: 罗信生
职务: 党委副书记、政委
单位: 江西省南昌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35
序号：3
姓名: 陈家林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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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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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36
序号：4
姓名: 高峻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37
序号：5
姓名: 洪惠民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南昌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38
序号：6
姓名: 孙卫兵
职务: 副科长(主管禁闭室)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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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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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江西省南昌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39
序号：7
姓名: 贾治曾
职务: 县委常委、公安局长
单位: 武宁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3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编号: 5440
序号：8
姓名: 黎洪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武宁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平生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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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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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441
序号：9
姓名: 孙亚平
职务: 区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单位: 浔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2
序号：10
姓名: 江任发 (1)
职务: 政委
单位: 九江市浔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3
序号：11
姓名: 黎君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浔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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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of 9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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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4
序号：12
姓名: 孔江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浔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5
序号：13
姓名: 涂水明
职务: 公安分局副局长
单位: 浔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6
序号：14
姓名: 朱玉
职务: 所长
单位: 浔阳区金鸡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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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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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7
序号：15
姓名: 程世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浔阳区湓浦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8
序号：16
姓名: 长黄亮
职务: 所长
单位: 浔阳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49
序号：17
姓名: 张力军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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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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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 办公室”局长
单位: 浔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50
序号：18
姓名: 程文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兼县公安局长
单位: 九江县政法委, 九江县公安局长, 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福荣、吴腾鹏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8

编号: 5451
序号：19
姓名: 甘新宏
职务: 政委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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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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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编号: 5452
序号：20
姓名: 陈跃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九江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53
序号：21
姓名: 陆龙来
职务: 主任
单位: 九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54
序号：22
姓名: 曹强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九江县“610 办公室”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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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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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55
序号：23
姓名: 刘乐渊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九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56
序号：24
姓名: 李建华
职务: (前任) 副主任
单位: 九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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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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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457
序号：25
姓名: 徐德祺
职务: 人民法院院长
单位: 九江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58
序号：26
姓名: 陈和国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12053
刑事庭庭长陈和国：宅电 0792-6812318 13979227688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5459
序号：27
姓名: 伍建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九江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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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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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60
序号：28
姓名: 赵智勇
职务: 市委书记
单位: 九江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61
序号：29
姓名: 叶国兵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长
单位: 九江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62
序号：30
姓名: 殷建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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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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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单位: 九江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63
序号：31
姓名: 魏长春
职务: 政委
单位: 九江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编号: 5464
序号：32
姓名: 王健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九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大道辅路 邮编：332005
电话：九江市公安局：总机 0792-8278999、811853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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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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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4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5465
序号：33
姓名: 袁汝斌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永修县涂埠镇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5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市涂埠镇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正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3

编号: 5466
序号：34
姓名: 邹银水
职务: 局长
单位: 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6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市涂埠镇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正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3

编号: 5467
序号：35
姓名: 叶毅
职务: 片警
单位: 公安分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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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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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7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市涂埠镇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正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3

编号: 5468
序号：36
姓名: 涂章良
职务: 主任
单位: 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8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市涂埠镇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正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3

编号: 5469
序号：37
姓名: 王永根
职务: 保卫科科长
单位: 金鸡坡省二建分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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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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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470
序号：38
姓名: 韦强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九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7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编号: 5471
序号：39
姓名: 梅金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赛城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1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县赛城湖水上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7

编号: 5472
序号：40
姓名: 曹洁
职务: 警察
单位: 赛城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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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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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2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县赛城湖水上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7

编号: 5473
序号：41
姓名: 蔡梦
职务: 警察
单位: 赛城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3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县赛城湖水上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7

编号: 5474
序号：42
姓名: 朱斌
职务: 警察
单位: 赛城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4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县赛城湖水上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7

编号: 5475
序号：43
姓名: 周春兵
职务: 警察 （司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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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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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赛城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5
迫害案例:


追查九江县赛城湖水上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7

编号: 5476
序号：44
姓名: 王永
职务: 保卫科科长
单位: 金鸡坡省二建分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3

编号: 5478
序号：45
姓名: 胡云良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监狱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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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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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479
序号：46
姓名: 黎丽
职务: 监检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7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0
序号：47
姓名: 陈小平
职务: 监检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1
序号：48
姓名: 艾检
职务: 监检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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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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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2
序号：49
姓名: 余小东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3
序号：50
姓名: 李辉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4
序号：51
姓名: 钟云华
职务: 科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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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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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5
序号：52
姓名: 万敏英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6
序号：53
姓名: 熊敏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7
序号：54
姓名: 毛节保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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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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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进贤县李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0
编号: 5489
序号：55
姓名: 邓俭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0
序号：56
姓名: 王俊征
职务: 管理科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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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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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491
序号：57
姓名: 吕秀英
职务: 一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2
序号：58
姓名: 周西芹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3
序号：59
姓名: 洪创华 (1)
职务: 生产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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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2 of 9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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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4
序号：60
姓名: 黎立新 (1)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5
序号：61
姓名: 魏秋江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6
序号：62
姓名: 郭丽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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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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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7
序号：63
姓名: 张小翠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8
序号：64
姓名: 陈文 (1)
职务: 二大队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499
序号：65
姓名: 梁永君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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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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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二大队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0
序号：66
姓名: 罗凤香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1
序号：67
姓名: 黎立新 (2)
职务: 协从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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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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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502
序号：68
姓名: 陈文 (2)
职务: 协从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3
序号：69
姓名: 张鲲
职务: 协从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4
序号：70
姓名: 郑雅玲
职务: 协从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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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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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5
序号：71
姓名: 陈瑛
职务: 协从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6
序号：72
姓名: 魏秋红
职务: 协从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编号: 5507
序号：73
姓名: 李雪琴
职务: 院长
单位: 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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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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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7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一涛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7

编号: 5508
序号：74
姓名: 陈茂林
职务: 区委常务、政法委书记
单位: 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8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一涛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7

编号: 5509
序号：75
姓名: 黄耀华
职务: 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09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一涛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7

编号: 5510
序号：76
姓名: 张玉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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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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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 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0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一涛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7

编号: 5511
序号：77
姓名: 吴志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办
单位: 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1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一涛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7

编号: 5512
序号：78
姓名: 李俊
职务: 区综治办副主任
单位: 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2
迫害案例:


追查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一涛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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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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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513
序号：79
姓名: 徐承会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单位: 星子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14
序号：80
姓名: 万青云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星子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15
序号：81
姓名: 邱国华
职务: 公安局局长
单位: 星子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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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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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16
序号：82
姓名: 彭坚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星子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17
序号：83
姓名: 吴坚
职务: （前任） 副局长
单位: 星子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18
序号：84
姓名: 吴声志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星子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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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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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1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22
序号：85
姓名: 徐祖拥
职务: 看守所教导员
单位: 星子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23
序号：86
姓名: 钱模良
职务: 所长
单位: 隘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24
序号：87
姓名: 周佐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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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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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公安局副局长
单位: 瑞昌市“610 办公室”, 瑞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瀼溪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周佐林 手机 15070260777，13507923408；办 07924222458 792-4236105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朝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8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5525
序号：88
姓名: 范康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瑞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瑞昌市瀼溪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26110
范康: 13807922408、办 4236121、宅 422306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朝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8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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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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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5526
序号：89
姓名: 柯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朝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8

编号: 5527
序号：90
姓名: 梅秀文
职务: 院长
单位: 星子县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28
序号：91
姓名: 唐甲生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星子县人民法院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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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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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29
序号：92
姓名: 陶勇明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星子县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2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30
序号：93
姓名: 郭华清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星子县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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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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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531
序号：94
姓名: 万行平
职务: 待查
单位: 星子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32
序号：95
姓名: 余志清
职务: 起诉科科长
单位: 星子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33
序号：96
姓名: 陈忠德
职务: 警察
单位: 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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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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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34
序号：97
姓名: 于春滚
职务: 警察
单位: 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编号: 5535
序号：98
姓名: 程先彬
职务: 警察
单位: 星子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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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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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536
序号：99
姓名: 李茂
职务: 所长
单位: 星子县看守所、原星子县苏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37
序号：100
姓名: 潘熙宁
职务: 书记
单位: 星子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星子县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清秀、沈火秀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43

编号: 5538
序号：101
姓名: 黄素英
职务: 厅长
单位: 江西省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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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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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39
序号：102
姓名: 宋波
职务: 所长(前任)
单位: 江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所长宋波(前任)手机：1390709028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3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68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晓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39

编号: 5540
序号：103
姓名: 洪创华 (2)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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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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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541
序号：104
姓名: 周茜勤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42
序号：105
姓名: 任淑珍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43
序号：106
姓名: 徐慧珍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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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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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44
序号：107
姓名: 王芬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45
序号：108
姓名: 赵丽萍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46
序号：109
姓名: 袁海珍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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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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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5547
序号：110
姓名: 于晓光
职务: 分局长
单位: 南昌市东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4

编号: 14625
序号：111
姓名: 王凯
职务: 所长
单位: 九江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62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编号: 14626
序号：112
姓名: 刘晓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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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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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原所长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涌泉洞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62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编号: 14627
序号：113
姓名: 曾鸿剑
职务: 所长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涌泉洞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62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编号: 14628
序号：114
姓名: 李明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九江市浔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62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韦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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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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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014
序号：115
姓名: 田汝宏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桂训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
追查江西九省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15015
序号：116
姓名: 罗嗣银
职务:
单位: 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01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桂训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

编号: 16355
序号：117
姓名: 熊扬慎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彭泽县政法委、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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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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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56
序号：118
姓名: 张文才
职务: 政委
单位: 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57
序号：119
姓名: 唐先荣
职务: 公安局副局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彭泽县公安局、彭泽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58
序号：120
姓名: 谢松青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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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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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59
序号：121
姓名: 张佐龙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60
序号：122
姓名: 欧阳小林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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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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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6361
序号：123
姓名: 欧阳凡
职务: 法制科长
单位: 彭泽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62
序号：124
姓名: 方世来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彭泽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63
序号：125
姓名: 陈光宇
职务: 所长
单位: 彭泽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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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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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64
序号：126
姓名: 陆之虎
职务: 所长
单位: 彭泽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65
序号：127
姓名: 吴才应
职务: 所长
单位: 彭泽县东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6366
序号：128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彭泽县东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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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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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0

编号: 17180
序号：129
姓名: 李九萍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 瑞昌市委、政法委、瑞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瑞昌市瀼溪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26110 李九萍: 13907928658、办 422297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17181
序号：130
姓名: 何国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瑞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瑞昌市瀼溪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26110
何国济； 13979256537、办 4236121、宅 4212699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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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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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17182
序号：131
姓名: 陈洪锋
职务: 所长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瑞昌市赤乌中路 53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22546
陈洪锋: 1380792211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17183
序号：132
姓名: 文海霞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瑞昌市赤乌中路 53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22546, 1397028425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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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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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17184
序号：133
姓名: 丁达利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赤乌中路 53
邮编：332200
电话：副所长：丁达利 手机号：1380702213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17185
序号：134
姓名: 谈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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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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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186
序号：135
姓名: 丁潇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编号: 17187
序号：136
姓名: 曹大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编号: 17188
序号：137
姓名: 彭易泗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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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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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编号: 17189
序号：138
姓名: 张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升祥、朱海霞、石励萍及家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6

编号: 17685
序号：139
姓名: 胡焯
职务: 局长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8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86
序号：140
姓名: 李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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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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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8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87
序号：141
姓名: 顾丽霞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8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88
序号：142
姓名: 赖红宇
职务: 副庭长
单位: 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8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89
序号：143
姓名: 万凯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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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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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90
序号：144
姓名: 王俊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91
序号：145
姓名: 张森林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9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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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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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692
序号：146
姓名: 赵初金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9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93
序号：147
姓名: 曾秋萍
职务: 主任
单位: 南昌市西湖区桃源街道振中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9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94
序号：148
姓名: 赵小荣
职务: 所长
单位: 南昌市西湖区桃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9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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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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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695
序号：149
姓名: 熊俐清
职务: 片警
单位: 南昌市西湖区桃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9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廖晓林、万金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08

编号: 17825
序号：150
姓名: 易建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庐山区五里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2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福荣、吴腾鹏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8

编号: 17826
序号：151
姓名: 邬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庐山区五里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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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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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2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福荣、吴腾鹏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8

编号: 17827
序号：152
姓名: 万吉群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庐山区五里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2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福荣、吴腾鹏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8

编号: 17828
序号：153
姓名: 王明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庐山区五里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2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福荣、吴腾鹏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8

编号: 17829
序号：154
姓名: 杨焱峰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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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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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刘家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2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福荣、吴腾鹏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8

编号: 17862
序号：155
姓名: 周毛春
职务: 县委书记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62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63
序号：156
姓名: 陈云滚
职务: 政府代县长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都昌县都昌镇人民政府 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62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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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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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864
序号：157
姓名: 赵优生
职务: 常务副县长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都昌县都昌镇人民政府 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62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65
序号：158
姓名: 汪瑞强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政法, 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66
序号：159
姓名: 陈正初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都昌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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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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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67
序号：160
姓名: 汪波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
单位: 都昌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68
序号：161
姓名: 尤扬
职务: 主任
单位: 都昌县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69
序号：16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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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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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万小璜
职务: 主任
单位: 都昌县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70
序号：163
姓名: 吴敦长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都昌县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7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71
序号：164
姓名: 冯上科
职务: 主任
单位: 都昌县政法委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7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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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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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72
序号：165
姓名: 江晓波
职务: 主任
单位: 都昌县政法委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都昌县东风大道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7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73
序号：166
姓名: 洪流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都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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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7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74
序号：167
姓名: 曹振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都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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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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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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7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7875
序号：168
姓名: 方长根
职务: 恶警
单位: 都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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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7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61

编号: 19797
序号：169
姓名: 丰文辉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9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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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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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798
序号：170
姓名: 郎雅冰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9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19799
序号：171
姓名: 饶正英
职务: 所长
单位: 瑞昌市湓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19800
序号：172
姓名: 宋文刚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0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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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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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19801
序号：173
姓名: 奚辉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19802
序号：174
姓名: 陈世礼
职务: 警察
单位: 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19803
序号：175
姓名: 徐尤池
职务: 警察
单位: 瑞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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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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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19804
序号：176
姓名: 徐梦林
职务: 片警
单位: 湓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0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75

编号: 21047
序号：177
姓名: 余引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九江市瑞昌市公安局 (主管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瑞昌市瀼溪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26110 余引: 1387027086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48
序号：17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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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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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谈荣良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瑞昌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赤乌中路 91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16249、0792-4216248、0792-421625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49
序号：179
姓名: 殷芳保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瑞昌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赤乌中路 91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16249、0792-4216248、0792-421625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50
序号：180
姓名: 樊革新
职务: 院长
单位: 瑞昌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瑞昌市赤乌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1212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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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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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51
序号：181
姓名: 王义树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瑞昌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瑞昌市赤乌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1212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52
序号：182
姓名: 雷琴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瑞昌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瑞昌市赤乌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1212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53
序号：183
姓名: 赵达贵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瑞昌市法院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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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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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瑞昌市赤乌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 0792-421212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54
序号：184
姓名: 马作跃
职务: 所长
单位: 九江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莲北路 282 号
电话：九江市看守所 电话：0792－8171100
马作跃 13507061660（手机）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4
迫害案例:



电话：8171100 邮编：332000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1055
序号：185
姓名: 熊少健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九江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浔阳区南湖支路 邮编:332000
电话: 0792-856891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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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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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056
序号：186
姓名: 居国屏
职务: 代院长
单位: 九江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九江市浔阳东路 45 号 邮编:332000
电话: 0792-8582542
居国屏: 办 8581048, 0792-8581048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0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00

编号: 21740
序号：187
姓名: 王俊生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大队长：0791─8226346 手机：1397913833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4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邓晓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39

编号: 21906
序号：188
姓名: 杨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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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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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江西省南昌县澄湖西路
邮编: 330200
电话: 杨春 0791-85786878（办） 0791-88106622（宅）13970983266（手机）
南昌县县委电话：0791-85712337 传真：0791-857269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07
序号：189
姓名: 李荣
职务: 局长
单位: 南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 23 号公安局
邮编:330200
电话: 李荣 0791-85735533（办） 0791-86236118（宅), 13979135533（手)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08
序号：190
姓名: 熊鑫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南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 23 号公安局
邮编:330200
13607068509（手机）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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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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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09
序号：191
姓名: 熊建会
职务: 经办人
单位: 南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 23 号公安局
邮编:330200
13970901987（手机）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10
序号：192
姓名: 张振川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南昌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莲塘镇澄湖西路中段 319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85722000 0791-8571256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1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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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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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1911
序号：193
姓名: 骆敏巧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南昌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莲塘镇澄湖西路中段 319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85722000 0791-8571256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1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12
序号：194
姓名: 李红刚
职务: 院长
单位: 南昌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镇农贸西路 47 号
邮编:330002
电话：0791-8571270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13
序号：195
姓名: 李小兰
职务: 庭长
单位: 南昌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镇农贸西路 47 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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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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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30002
电话：0791-8571270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1914
序号：196
姓名: 郑海燕
职务: 警察
单位: 西湖公安分局朝阳洲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朝阳小区北路 66 号
邮编:330009
电话: 郑海燕 13879109845
朝阳洲派出所电话：0791-86521982 0791-8653106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05

编号: 22184
序号：197
姓名: 李小平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南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南昌市青山湖区凤凰中大道 1866 号 邮编︰330030
电话︰0791-85719902
李小平电话：1380350518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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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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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85
序号：198
姓名: 张援朝
职务: 政法书记
单位: 江西八一麻纺织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店西路 319 号 邮编︰330030
电话︰0791-521390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86
序号：199
姓名: 杜云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八一麻纺织厂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店西路 319 号 邮编︰330030
电话︰0791-520084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87
序号：200
姓名: 王艳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江西八一麻纺织厂派出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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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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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店西路 319 号 邮编︰330030
电话︰0791-520084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88
序号：201
姓名: 朱生元
职务: 所长
单位: 京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何坊西路 269 号 编码: 330001
电话︰0791-8446854
所长朱生元、 手机：13507919969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89
序号：202
姓名: 胡志荣
职务: 所长(前任)
单位: 京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何坊西路 269 号 编码: 330001
电话︰0791-8446854
胡志荣 电话： 6559039（宅电）、139700055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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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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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90
序号：203
姓名: 魏方平
职务: 二级警官
单位: 京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何坊西路 269 号 编码: 330001
电话︰0791-8446854
魏方平 13007282619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91
序号：204
姓名: 余毛毛
职务: 政委
单位: 青云谱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 213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451661
政委 余毛毛电话：0791-5227799（宅） 0791-5202158（办公室） 手机：1360791991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9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92
序号：205
姓名: 张一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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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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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青云谱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 213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451661
张一飞 电话：宅 0791-5213908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9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93
序号：206
姓名: 罗红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青云谱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 213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45166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9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2194
序号：207
姓名: 钱卫泽
职务: 保安
单位: 南昌航空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丰和南大道 696 号 邮编︰330038
电话︰791-3863818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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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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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9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来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3

编号: 23110
序号：208
姓名: 舒晓琴
职务: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
单位: 江西省省委、政法委、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豫章路 10 号. 邮编： 330006
江西省政法委办 0791－6242196 值班室 6242135 传真 6242196
江西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舒晓琴 0791—6241406（办公室） 173 转
江西省公安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133 号 邮政编码：330006
江西省公安厅办公室：0791-7288035；值班室 0791-8592813；传真 0791-7288222
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电话： 0791-7288001；0791-7286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9

编号: 23111
序号：209
姓名: 梁彩云
职务: 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610 办公室”办主任
单位: 江西省公安厅、省“610 办公室”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公安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133 号 邮政编码：330006
江西省公安厅办公室：0791-7288035；值班室 0791-8592813；传真 0791-7288222
电话：0791-7288008；0791-7288866；
江西省国家安全厅
电话：总机：0791-8149600；值班室 0791-8149818；传真 0791-8149695；办 0791-8149110
省国家安全厅党委书记、厅长 周容兴（现在不确定、四月以前是他）：0791-8149101；0791【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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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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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9600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9

编号: 23112
序号：210
姓名: 马玉福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赣州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0797-8391129
传真： 0797-839113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9

编号: 23113
序号：211
姓名: 胡满松
职务: 局长
单位: 赣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保科：0797－8303119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建国路 69 号
电话：0797-829316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3
迫害案例:


0797－8303120

追查江西省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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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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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114
序号：212
姓名: 曾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赣州市章贡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健康路 37 号
邮编：341000、
电话：0797-835298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9

编号: 25847
序号：213
姓名: 李万木
职务: 副局长, 兼任“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 邮：332100
电话：总机：0792-6812471
副局长李万木（现兼任 610 办公室主任）：0792-6812471-2509 宅 0792-6813132 1390792222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48
序号：214
姓名: 张波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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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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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 邮：332100
电话：总机：0792-6812471
国保大队长张波：办 13307028418 宅 0792-6812919 13807920117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49
序号：215
姓名: 王义金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 邮：332100
电话：总机：0792-6812471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王义金：宅 0792-6820820 1397025669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0
序号：216
姓名: 胡捌枝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九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江县冷水东路 12 号 邮：332100
电话：总机：0792-6812471
教导员胡捌枝：办 0792-6812471-3521 宅 0792-6812712 1350792977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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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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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1
序号：217
姓名: 王建民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九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路 109 号 邮编：332100
电话：办公室 0792-6812043 检察长办 0792-6813169
检察长王建民： 办 0792-6813169 13970219690
公诉科熊科长：0792-6818760 (公诉科) 0792-6820230 (科长办)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2
序号：218
姓名: 吴国栋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九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路 109 号 邮编：332100
电话：办公室 0792-6812043 检察长办 0792-6813169
办案人吴国栋：0792-681876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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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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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853
序号：219
姓名: 陈尚平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九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路 109 号 邮编：332100
电话：办公室 0792-6812043 检察长办 0792-6813169
办案人陈尚平：0792-681876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4
序号：220
姓名: 余成刚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九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路 109 号 邮编：332100
电话：办公室 0792-6812043 检察长办 0792-6813169
办案人余成刚：0792-6818760 13970256626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5
序号：221
姓名: 宋亚娟
职务: 院长
单位: 九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县柴桑南路 132 号 邮编：3321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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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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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92-6812053
院长宋亚娟：办 0792-6810198 1397023889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6
序号：222
姓名: 骆明远
职务: 局长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道 37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360042 办公室 0792-836004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7
序号：223
姓名: 单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道 37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360042 办公室 0792-836004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7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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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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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8
序号：224
姓名: 余三一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道 37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360042 办公室 0792-8360040
警察余三一：办 0792-836227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59
序号：225
姓名: 韩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道 37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360042 办公室 0792-8360040
警察韩震：办 0792-8362271 13907026737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60
序号：226
姓名: 乐通尧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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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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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61
序号：227
姓名: 黄亮
职务: 所长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所长黄亮：办 0792-6840074 13607023899 宅 0792-6811578 住址：九江县沙河街土城路 32 号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62
序号：228
姓名: 朱尊楼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教导员朱尊楼：办 792-6951234 13767263699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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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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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63
序号：229
姓名: 杨祺
职务: 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警察杨祺：15907920928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64
序号：230
姓名: 钟建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警察钟建明：1397025334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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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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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865
序号：231
姓名: 刘升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警察刘升东：15870823955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5866
序号：232
姓名: 赖丽萍
职务: 警察
单位: 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邮编：332100
电话：0792-6840074
警察赖丽萍：13517926599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县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全圣、吴冬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46

编号: 26260
序号：233
姓名: 陈建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南昌市进贤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岚湖路 387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2220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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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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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1
序号：234
姓名: 曾志成
职务: 主任
单位: 进贤县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岚湖路 387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22202
曾志成：1360700556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2
序号：235
姓名: 章国文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进贤县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岚湖路 387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22202
章国文：13970850123 办 0791-85622204 宅 0791-8566768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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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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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3
序号：236
姓名: 吴丽帧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进贤县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岚湖路 387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22202
吴丽帧：13907085339 办 0791-85622203 宅 0791-856261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4
序号：237
姓名: 杨玉章
职务: 副县长, 公安局长
单位: 进贤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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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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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5
序号：238
姓名: 韩国昌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进贤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韩国昌：13803530559 李渡镇石桥村人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6
序号：239
姓名: 邬建华
职务: 原大队长
单位: 原进贤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岚湖路 336 号 邮编：331700
电话：0791-85664385 0791-85651253
邬建华：13807001360 办 0791-85664385 宅 0791-8566538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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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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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7
序号：240
姓名: 支玉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李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 邮编：331725
电话：0791-85638225
支玉华：13607002966 办 0791-85638266 宅 0791-85665721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68
序号：241
姓名: 彭龙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李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 邮编：331725
电话：0791-85638225
彭龙印：13870697612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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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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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269
序号：242
姓名: 姜金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李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 邮编：331725
电话：0791-85638225
姜金平：13879196239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6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编号: 26270
序号：243
姓名: 雷显标
职务: 警察
单位: 李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 邮编：331725
电话：0791-85638225
雷显标：13576014750
单位系统:
城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7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50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李芳兰、吴春玲、万菊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29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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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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