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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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70   (序号：1) 

姓名: 苏明源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永安乡派出所 

       邮编：33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振祥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2 

编号: 121871   (序号：2) 

姓名: 冯建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城西港区永安乡派出所 

      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区  永安乡派出所 

       邮编：33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振祥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2 

编号: 121873   (序号：3) 

姓名: 桂家祥 

职务: 四组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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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九江市西港区永安乡爱民村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振祥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2 

编号: 121874   (序号：4) 

姓名: 吴青寿 

职务: 党委书记 (九江市卫生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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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振祥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2 

编号: 121877   (序号：5) 

姓名: 翟晓翔 

职务: 四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江西省九江市赛湖马家垅  九江市劳教所  

       邮编：332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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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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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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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78   (序号：6) 

姓名: 夏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江西省九江市赛湖马家垅  九江市劳教所  

       邮编：332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79   (序号：7) 

姓名: 罗时官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江西省九江市赛湖马家垅  九江市劳教所  

       邮编：332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80   (序号：8) 

姓名: 宋琪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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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江西省九江市赛湖马家垅  九江市劳教所  

       邮编：332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81   (序号：9) 

姓名: 曾路艺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 

      江西省九江市赛湖马家垅  九江市劳教所  

       邮编：3322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83   (序号：10) 

姓名: 衷嘉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赛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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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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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84   (序号：11) 

姓名: 蔡安季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政法委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省政法委 

       邮编：33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美珍的责任人翟晓翔、衷嘉福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0 

编号: 121885   (序号：12) 

姓名: 黎丽 

职务: 监检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检察院 

      江西省南昌市市辖区北京东路 222 号 

       邮编: 3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51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育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4 

编号: 121887   (序号：13) 

姓名: 曾永坚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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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县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彭美荣、高爱珍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 

编号: 121889   (序号：14) 

姓名: 徐明 

职务: 一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县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彭美荣、高爱珍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 

编号: 121890   (序号：15) 

姓名: 熊习文 

职务: 一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县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彭美荣、高爱珍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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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891   (序号：16) 

姓名: 沈军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县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彭美荣、高爱珍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 

编号: 121892   (序号：17) 

姓名: 涂娟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县 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彭美荣、高爱珍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7 

编号: 123699   (序号：18) 

姓名: 江双桃 

职务: 西河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西河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大道 92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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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02   (序号：19) 

姓名: 彭稚 

职务: 吉瑞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吉安监狱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吉瑞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路口村 2 地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1 

      江西省吉安监狱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05   (序号：20) 

姓名: 金宇华 

职务: 豫章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豫章监狱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豫章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路 63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4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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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08   (序号：21) 

姓名: 李钧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启明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圳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7 

      江西南昌开关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征西路 69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11   (序号：22) 

姓名: 杨小平 

职务: 新茂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赣西监狱党委委员、调研员、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新茂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高安市八景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0 

      江西省赣西监狱 

      江西省高安市八景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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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15   (序号：23) 

姓名: 曹新平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辉鹰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东流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4 

      江西辉鹰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东流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18   (序号：24) 

姓名: 黄敬帅 

职务: 鑫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鑫日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圳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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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720   (序号：25) 

姓名: 郑厚亮 

职务: 成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洪都监狱（成新农场）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成新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成新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19 

      江西省洪城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港口大道 92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9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23   (序号：26) 

姓名: 涂继刚 

职务: 朱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赣江监狱防汛副总指挥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朱港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朱子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2 

      江西省赣江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朱港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25   (序号：27) 

姓名: 熊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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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光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光华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大道 87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28   (序号：28) 

姓名: 涂爱永 

职务: 吉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吉安监狱调研员、党委委员、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吉瑞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7 

      江西省吉安监狱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31   (序号：29) 

姓名: 刘兴忠 

职务: 珠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饶州监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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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珠湖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珠湖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0 

      江西省饶州监狱 

      江西省鄱阳县珠湖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2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33   (序号：30) 

姓名: 李能友 

职务: 新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赣西监狱党委委员、调研员、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新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高安市八景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2 

      江西省赣西监狱 

      江西省高安市八景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0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738   (序号：31) 

姓名: 张仁坤 

职务: 赣玛实业有限公司经理、赣州监狱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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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玛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州开发区金岭西路 21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7 

      江西省赣州监狱 

      江西省鄱阳县珠湖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73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684   (序号：32) 

姓名: 刘家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市 610)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雄州路 169 号 市委大楼南三楼 

       邮编: 330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4685   (序号：33) 

姓名: 万秀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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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866  南昌市公安局  

       邮编：3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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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4686   (序号：34) 

姓名: 陈国宏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866  南昌市公安局  

       邮编：3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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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87   (序号：35) 

姓名: 陈文革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866  南昌市公安局  

       邮编：3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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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4688   (序号：36) 

姓名: 刘杰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 16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4689   (序号：37) 

姓名: 华小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安南大道 68 号  吉安市公安局  

       邮编：3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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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0   (序号：38) 

姓名: 王津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安南大道 68 号  吉安市公安局  

       邮编：3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1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1   (序号：39) 

姓名: 李君洋 

职务: 刑警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安南大道 68 号  吉安市公安局  

       邮编：3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2   (序号：40) 

姓名: 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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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公安局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迎宾大道北  永丰县公安局 

       邮编：33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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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4   (序号：41) 

姓名: 陈红桃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检察院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恩江镇   永丰县检察院 

       邮编：33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5   (序号：42) 

姓名: 张根平 

职务: 起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检察院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恩江镇   永丰县检察院 

       邮编：33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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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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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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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7   (序号：43) 

姓名: 龙裕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法院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新城区  永丰县法院  

       邮编：33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698   (序号：44) 

姓名: 张晓峰（1）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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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699   (序号：45) 

姓名: 盛建国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700   (序号：46) 

姓名: 邹长根 

职务: 一监区分管“转化”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701   (序号：47) 

姓名: 史孔文 

职务: 监狱金工车间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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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4702   (序号：48) 

姓名: 汪擘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港口大道 877 号  南昌监狱  

       邮编：3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东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2 

编号: 125232   (序号：49) 

姓名: 刘国根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新建大道 487 号  新建区法院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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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编号: 125233   (序号：50) 

姓名: 戴婷岚 

职务: 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新建大道 487 号  新建区法院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编号: 125234   (序号：51) 

姓名: 丁婕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前卫路 1 号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916 信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编号: 125235   (序号：52) 

姓名: 金宇楠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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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前卫路 1 号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916 信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编号: 125237   (序号：53) 

姓名: 杜凌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西山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  西山派出所   

       邮编：3301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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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编号: 125239   (序号：54) 

姓名: 伍忠庆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镇曹家桥  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330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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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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罗春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95 

编号: 125816   (序号：55) 

姓名: 姚增科 

职务: 江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中央 “扫黑除恶”第十四督导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政协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卧龙路 999 号省行政中心西 9 栋   江西省政协            

       邮编：330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1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车锦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4 

编号: 126196   (序号：56) 

姓名: 辜国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松柏路 29 号  系马桩派出所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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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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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197   (序号：57) 

姓名: 刘玉芳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西湖区法院  

       邮编：33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198   (序号：58) 

姓名: 辛振宇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 168 号  西湖区检察院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0   (序号：59) 

姓名: 辜玉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大市场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二路 1 号   洪城大市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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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3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1   (序号：60) 

姓名: 熊伟（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大市场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二路 1 号   洪城大市场派出所  

       邮编：33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2   (序号：61) 

姓名: 袁龙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大市场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二路 1 号   洪城大市场派出所  

       邮编：33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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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3   (序号：62) 

姓名: 王淑美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前卫路 1 号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916 信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4   (序号：63) 

姓名: 王娟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前卫路 1 号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916 信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5   (序号：64) 

姓名: 陈莉 

职务: 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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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前卫路 1 号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916 信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206   (序号：65) 

姓名: 胡睿华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前卫路 1 号 

       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916 信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吴志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8 

编号: 126968   (序号：66) 

姓名: 皮建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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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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皮建军-2020（第 0006 号）-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8 

编号: 126969   (序号：67) 

姓名: 余弃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皮建军-2020（第 0006 号）-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8 

编号: 126970   (序号：68) 

姓名: 郭国银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皮建军-2020（第 0006 号）-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8 

编号: 126971   (序号：69) 

姓名: 张云飞 

职务: 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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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检察院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 161 号 

       邮编: 3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8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皮建军-2020（第 0006 号）-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8 

编号: 126972   (序号：70) 

姓名: 张倩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检察院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 161 号 

       邮编: 3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18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皮建军-2020（第 0006 号）- 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八里湖公安分局七里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18 

编号: 128039   (序号：71) 

姓名: 张晓峰（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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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晓峰 -2020（第 0091 号）-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81 

编号: 128040   (序号：72) 

姓名: 邓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府前街 4 号 

       邮编: 335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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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张晓峰 -2020（第 0091 号）-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81 

编号: 128042   (序号：73) 

姓名: 万英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鹰潭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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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张晓峰 -2020（第 0091 号）-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