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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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99   (序号：1) 

姓名: 徐济周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公安局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解放路 60 号   上高县公安局  

       邮编：3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时良、吴金英夫妇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12 

 

犯罪事实: 

编号: 96901   (序号：2) 

姓名: 晏亮敏 

职务: 公诉科直管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检察院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镜山大道 7    上高县检察院   

       邮编：3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时良、吴金英夫妇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12 

 

犯罪事实: 

编号: 96903   (序号：3) 

姓名: 易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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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法院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镜山大道 13 号  上高县法院  

       邮编：3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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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时良、吴金英夫妇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12 

 

犯罪事实: 

编号: 96905   (序号：4) 

姓名: 付小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看守所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敖山镇敖山  上高县看守所  

       邮编：3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时良、吴金英夫妇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12 

 

犯罪事实: 

编号: 96906   (序号：5) 

姓名: 卢礼才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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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看守所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敖山镇敖山  上高县看守所  

       邮编：3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时良、吴金英夫妇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12 

 

犯罪事实: 

编号: 96908   (序号：6) 

姓名: 何春芽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法院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北路 895 号   宜春市中级法院  

       邮编：3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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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上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时良、吴金英夫妇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12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17   (序号：7) 

姓名: 龙成美 

职务: 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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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18   (序号：8) 

姓名: 罗来邦 

职务: 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19   (序号：9) 

姓名: 罗文峰 

职务: 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0   (序号：10) 

姓名: 丁利民 

职务: 器官移植外科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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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1   (序号：11) 

姓名: 时军 

职务: 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2   (序号：12) 

姓名: 王永刚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3   (序号：13) 

姓名: 卒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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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4   (序号：14) 

姓名: 孟栋良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5   (序号：15) 

姓名: 李新长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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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7   (序号：16) 

姓名: 鄢业鸿 

职务: 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全国委员、江医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主

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8   (序号：17) 

姓名: 彭贵主 

职务: 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江医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全国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29   (序号：18) 

姓名: 万仁华 

职务: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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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0   (序号：19) 

姓名: 李勇 (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1   (序号：20) 

姓名: 张江南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2   (序号：21) 

姓名: 张永模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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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3   (序号：22) 

姓名: 邹志森 

职务: 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4   (序号：23) 

姓名: 刘季春 

职务: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5   (序号：24) 

姓名: 万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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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心胸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6   (序号：25) 

姓名: 饶华庚 

职务: 心胸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7   (序号：26) 

姓名: 王勤 

职务: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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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8   (序号：27) 

姓名: 李志平 

职务: 心胸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39   (序号：28) 

姓名: 刘升 

职务: 心胸外科副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0   (序号：29) 

姓名: 吴起才 

职务: 心胸外科副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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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1   (序号：30) 

姓名: 高涛 

职务: 心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2   (序号：31) 

姓名: 陈干 

职务: 心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3   (序号：32) 

姓名: 刘晓明 

职务: 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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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5   (序号：33) 

姓名: 傅华群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南昌大学医学院肝胆研究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6   (序号：34) 

姓名: 邵江华 

职务: 副院长、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7   (序号：35) 

姓名: 邹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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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胆胰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8   (序号：36) 

姓名: 罗地来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49   (序号：37) 

姓名: 朱正明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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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00250   (序号：38) 

姓名: 蒋筱强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51   (序号：39) 

姓名: 徐建军 

职务: 心脏大血管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党委委员、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53   (序号：40) 

姓名: 贝雷鸣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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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54   (序号：41) 

姓名: 郭晓晖 

职务: 泌尿外科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55   (序号：42) 

姓名: 钟林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0256   (序号：43) 

姓名: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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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1709   (序号：44) 

姓名: 熊海云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9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70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2266   (序号：45) 

姓名: 游凌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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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02267   (序号：46) 

姓名: 喻苏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2268   (序号：47) 

姓名: 钟晨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2269   (序号：48) 

姓名: 郭兆鹏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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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02270   (序号：49) 

姓名: 杨帆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85   (序号：50) 

姓名: 肖建生 

职务: 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86   (序号：51) 

姓名: 高良辉 

职务: 普通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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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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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87   (序号：52) 

姓名: 吕小林 

职务: 检验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88   (序号：53) 

姓名: 张晓伟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89   (序号：54) 

姓名: 谢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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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0   (序号：55) 

姓名: 王共先 

职务: 器官移植科、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南昌大学上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3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1   (序号：56) 

姓名: 周福庆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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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2   (序号：57) 

姓名: 肖国胜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3   (序号：58) 

姓名: 饶雪峰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4   (序号：59) 

姓名: 李剑锋 

职务: 普通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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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5   (序号：60) 

姓名: 单人锋 

职务: 普通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6   (序号：61) 

姓名: 吴波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7   (序号：62) 

姓名: 李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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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8   (序号：63) 

姓名: 周瑶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099   (序号：64) 

姓名: 杨小冰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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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0   (序号：65) 

姓名: 郑雪莲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1   (序号：66) 

姓名: 高桂平 

职务: 眼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2   (序号：67) 

姓名: 周琼 

职务: 眼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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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3   (序号：68) 

姓名: 裴重刚 

职务: 眼科副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4   (序号：69) 

姓名: 廖洪斐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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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5   (序号：70) 

姓名: 邵毅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26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6   (序号：71) 

姓名: 张友福 

职务: 器官移植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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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7   (序号：72) 

姓名: 胡国柱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8   (序号：73) 

姓名: 黄跃胜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09   (序号：74) 

姓名: 曾黎峰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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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0   (序号：75) 

姓名: 徐志丹 

职务: 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1   (序号：76) 

姓名: 吴勤荣 

职务: 器官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2   (序号：77) 

姓名: 曾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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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3   (序号：78) 

姓名: 黄辉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4   (序号：79) 

姓名: 毛允义 

职务: 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5   (序号：80) 

姓名: 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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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6   (序号：81) 

姓名: 熊焕腾 

职务: 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7   (序号：82) 

姓名: 温辉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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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8   (序号：83) 

姓名: 何洁卿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19   (序号：84) 

姓名: 周凯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0   (序号：85) 

姓名: 陈志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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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1   (序号：86) 

姓名: 洪华章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2   (序号：87) 

姓名: 王俊（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3   (序号：88) 

姓名: 崔华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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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4   (序号：89) 

姓名: 易敬林 

职务: 院长、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5   (序号：90) 

姓名: 赖平红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6   (序号：91) 

姓名: 杨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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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7   (序号：92) 

姓名: 钟文贤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16 

      江西省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8   (序号：93) 

姓名: 熊本京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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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29   (序号：94) 

姓名: 邬林泉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胆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0   (序号：95) 

姓名: 王刚 (2)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1   (序号：96) 

姓名: 黄明文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胆胰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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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2   (序号：97) 

姓名: 王恺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3   (序号：98) 

姓名: 罗志强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4   (序号：99) 

姓名: 俞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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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5   (序号：100) 

姓名: 周建平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6   (序号：101) 

姓名: 杨志浩 

职务: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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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7   (序号：102) 

姓名: 韩冬梅 

职务: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8   (序号：103) 

姓名: 叶波 

职务: 眼科、现任南昌爱尔眼科医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39   (序号：104) 

姓名: 吴蓉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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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40   (序号：105) 

姓名: 蓝绪达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4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54   (序号：106) 

姓名: 赵雁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3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55   (序号：107) 

姓名: 魏小红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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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3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56   (序号：108) 

姓名: 洪燕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3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58   (序号：109) 

姓名: 周文天 

职务: 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普瑞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0   (序号：110) 

姓名: 邹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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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泌尿外科副院长、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1   (序号：111) 

姓名: 黄明 

职务: 党委委员、院长助理兼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2   (序号：112) 

姓名: 肖运政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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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3   (序号：113) 

姓名: 袁源湖 

职务: 泌尿外科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4   (序号：114) 

姓名: 肖日海 

职务: 泌尿外科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5   (序号：115) 

姓名: 李旺林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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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6   (序号：116) 

姓名: 罗道升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7   (序号：117) 

姓名: 杨一涛 

职务: 眼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68   (序号：118) 

姓名: 王辉 

职务: 眼科副主任、眼科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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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5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0   (序号：119) 

姓名: 宋乐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赣州市肾移植中心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1   (序号：120) 

姓名: 刘兰莲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2   (序号：121) 

姓名: 李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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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3   (序号：122) 

姓名: 黄小娟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4   (序号：123) 

姓名: 罗俊英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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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5   (序号：124) 

姓名: 黄慧玲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6   (序号：125) 

姓名: 谢小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6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8   (序号：126) 

姓名: 高崇茂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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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79   (序号：127) 

姓名: 刘合春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0   (序号：128) 

姓名: 胡秋灵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1   (序号：129) 

姓名: 欧阳庭，欧阳霆 (音)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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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2   (序号：130) 

姓名: 陈卫健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3   (序号：131) 

姓名: 敖志新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4   (序号：132) 

姓名: 王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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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护理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5   (序号：133) 

姓名: 张飞红 

职务: 护理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6   (序号：134) 

姓名: 胡星兰 

职务: 护理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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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7   (序号：135) 

姓名: 杨媛媛 

职务: 护理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8   (序号：136) 

姓名: 罗晋 

职务: 彩超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89   (序号：137) 

姓名: 李强 

职务: 彩超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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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0   (序号：138) 

姓名: 欧阳君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1   (序号：139) 

姓名: 李志坚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3   (序号：140) 

姓名: 陈强 

职务: 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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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4   (序号：141) 

姓名: 张鹏 

职务: 泌尿外科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5   (序号：142) 

姓名: 张志青 

职务: 中医内科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6   (序号：143) 

姓名: 毛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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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7   (序号：144) 

姓名: 陈峰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8   (序号：145) 

姓名: 刘新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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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199   (序号：146) 

姓名: 张健平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01   (序号：147) 

姓名: 陈东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中山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05   (序号：148) 

姓名: 胡安绪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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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07   (序号：149) 

姓名: 施海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09   (序号：150) 

姓名: 罗子云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0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11   (序号：151) 

姓名: 刘治权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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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12   (序号：152) 

姓名: 武广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14   (序号：153) 

姓名: 谢平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上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3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15   (序号：154) 

姓名: 鲍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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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南昌大学上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3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18   (序号：155) 

姓名: 董启云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0221   (序号：156) 

姓名: 黄文峰 

职务: 普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普一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2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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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 

编号: 110222   (序号：157) 

姓名: 何建中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眼科主任、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22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犯罪事实: 

编号: 112878   (序号：158) 

姓名: 李国华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7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犯罪事实: 

编号: 112879   (序号：159) 

姓名: 郭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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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7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犯罪事实: 

编号: 112880   (序号：160) 

姓名: 欧阳天高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7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犯罪事实: 

编号: 112881   (序号：161) 

姓名: 张路敏 

职务: 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77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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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犯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