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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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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湖北;  

编号: 129171   (序号：1) 
姓名: 吴礼家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轨道交通管理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96 号   轨道交通管理分局  
       邮编：4300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常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6 

编号: 129172   (序号：2) 
姓名: 张才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267 号  汉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常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卫军 -2020（第 0181 号）-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6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香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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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29173   (序号：3) 
姓名: 张博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267 号  汉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常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6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香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90 

编号: 129174   (序号：4) 
姓名: 李惠 (音)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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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常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6 

编号: 129175   (序号：5) 
姓名: 兰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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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派出所（紫阳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巡回街 100 号  紫阳街派出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常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6 

编号: 129176   (序号：6) 
姓名: 冯小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派出所（紫阳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巡回街 100 号  紫阳街派出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常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6 

编号: 129179   (序号：7) 
姓名: 钟建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铁箕山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南湖南路 1 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  铁箕山派出所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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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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5 

编号: 129616   (序号：8) 
姓名: 汪兵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政法委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沿河大道 143 号区委办公楼   曾都区政法委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17   (序号：9) 
姓名: 靳文宝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政法委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沿河大道 143 号区委办公楼   曾都区政法委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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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618   (序号：10) 
姓名: 王雄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沿河大道 58 号   曾都公安分局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5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20   (序号：11) 
姓名: 刘建勤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白云湖东堤 109 号   曾都区检察院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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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21   (序号：12) 
姓名: 尚明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白云湖东堤 109 号   曾都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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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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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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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22   (序号：13) 
姓名: 章万猛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白云湖东堤 109 号   曾都区检察院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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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24   (序号：14) 
姓名: 严贤超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法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沿河大道浮缨巷 7 号    曾都区法院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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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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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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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25   (序号：15) 
姓名: 徐焱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法院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沿河大道浮缨巷 7 号    曾都区法院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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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627   (序号：16) 
姓名: 张忠存 
职务: 社区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南郊街道瓜园社区居委会 
      湖北省曾都区南郊街道瓜园社区居委会   
       邮编：4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仁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7 

编号: 129927   (序号：17) 
姓名: 袁秋英 
职务: “洗脑班”帮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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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法制教育班”（二道棚“洗脑班”，蔡甸“洗脑班”，玉笋山“洗脑班”） 
      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纪庄 玉笋山殡仪馆旁 
       邮编：430103 
        
       （旧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独山大道莲花湖大道 225（区园林局老办公楼大院内）  
       邮编：4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8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玉笋山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0 

编号: 130063   (序号：18) 
姓名: 王卫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卫军 -2020（第 0181 号）-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6 

编号: 130064   (序号：19) 
姓名: 范礼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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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卫军 -2020（第 0181 号）-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6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0065   (序号：20) 
姓名: 黄丽萍 
职务: 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卫军 -2020（第 0181 号）-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6 

编号: 130528   (序号：21) 
姓名: 邓玮 
职务: 刑一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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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香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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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665   (序号：22) 
姓名: 柯红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政法委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委政法委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0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66   (序号：23) 
姓名: 朱守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公安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民主路 26 号  枣阳市公安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67   (序号：24) 
姓名: 丁永伟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公安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民主路 26 号  枣阳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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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9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69   (序号：25) 
姓名: 夏远洲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北城派出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北城办事处前进路 29 号  北城派出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70   (序号：26) 
姓名: 杨玉琼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北城派出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北城办事处前进路 29 号  北城派出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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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73   (序号：27) 
姓名: 贾俊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检察院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人民路 9 号  枣阳市检察院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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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74   (序号：28) 
姓名: 韦有丽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检察院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人民路 9 号  枣阳市检察院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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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76   (序号：29) 
姓名: 杨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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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法院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人民路 19 号    枣阳市法院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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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77   (序号：30) 
姓名: 李有保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法院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人民路 19 号    枣阳市法院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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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79   (序号：31) 
姓名: 许建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看守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车站路     枣阳市看守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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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81   (序号：32) 
姓名: 琚兆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82   (序号：33) 
姓名: 蔡明忠 
职务: 城管局副局长、枣阳“610”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委政法委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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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83   (序号：34) 
姓名: 王光明 
职务: 职工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752   (序号：35) 
姓名: 胡勇政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政法委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杭州东路 1 号   黄石市政法委   
       邮编：435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53   (序号：36) 
姓名: 王郁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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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苏州路 35 号  黄石市公安局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55   (序号：37) 
姓名: 王功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桂林北路 19 号，黄石中级法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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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56   (序号：38) 
姓名: 习少婷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桂林北路 19 号，黄石中级法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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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57   (序号：39) 
姓名: 贾华斐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桂林北路 19 号，黄石中级法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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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58   (序号：40) 
姓名: 宾欣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桂林北路 19 号，黄石中级法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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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59   (序号：41) 
姓名: 张红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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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政法委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磁湖路 180 号   黄石港区政法委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1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61   (序号：42) 
姓名: 宁海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大道 110 号特 1 号   黄石港公安分局  
       邮编：43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62   (序号：43) 
姓名: 杜文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大道 110 号特 1 号   黄石港公安分局  
       邮编：43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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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64   (序号：44) 
姓名: 张志雄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红旗桥派出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大道 141 号   红旗桥派出所  
       邮编：43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66   (序号：45) 
姓名: 占文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胜阳港派出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交通路 32   胜阳港派出所  
       邮编：46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5 

责任系统: 公安, 被双规,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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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767   (序号：46) 
姓名: 倪格 
职务: 刑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胜阳港派出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交通路 32   胜阳港派出所  
       邮编：46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69   (序号：47) 
姓名: 曹中启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港区花湖大道 19 号   黄石港区检察院   
       邮编：43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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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1   (序号：48) 
姓名: 林茂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政法委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飞云街 8 号    西塞山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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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5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2   (序号：49) 
姓名: 徐定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 643 号    西塞山区检察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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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3   (序号：50) 
姓名: 卫俊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 643 号    西塞山区检察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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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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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4   (序号：51) 
姓名: 石静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 643 号    西塞山区检察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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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5   (序号：52) 
姓名: 张星河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法院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环湖路 99 号   西塞山区法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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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6   (序号：53) 
姓名: 吴翔 
职务: 刑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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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法院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环湖路 99 号   西塞山区法院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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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7   (序号：54) 
姓名: 聂庆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 1：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132 号  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35000 
        
       地址 2：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99 号（龚家湾、江洋湾附近） 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8   (序号：55) 
姓名: 鲁伟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 1：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132 号  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35000 
        
       地址 2：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99 号（龚家湾、江洋湾附近） 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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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79   (序号：56) 
姓名: 赵效雷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魏庄街 1 号   建安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80   (序号：57) 
姓名: 张绍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魏庄街 1 号   建安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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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81   (序号：58) 
姓名: 尚翠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魏庄街 1 号   建安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82   (序号：59) 
姓名: 金晓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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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83   (序号：60) 
姓名: 吴正勤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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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北路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人民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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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84   (序号：61) 
姓名: 张荣胜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北路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人民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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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0786   (序号：62) 
姓名: 武书群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看守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     建安区看守所   
       邮编：4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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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迪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8 

编号: 131014   (序号：63) 
姓名: 杨树理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 
      湖北省孝感汉川市人民大道 272 号 汉川市公安局   
       邮编：4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016   (序号：64) 
姓名: 彭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马鞍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017   (序号：65) 
姓名: 段胜勇 
职务: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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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马鞍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018   (序号：66) 
姓名: 戈晨剑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马鞍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020   (序号：67) 
姓名: 雷前刚 
职务: 天成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马鞍乡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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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021   (序号：68) 
姓名: 胡小平 
职务: 联洪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马鞍乡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022   (序号：69) 
姓名: 李中红 
职务: 联洪村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马鞍乡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1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清波--2021（第 019 号）-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5 

编号: 131344   (序号：70) 
姓名: 魏号国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 558 号  东西湖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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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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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魏号国 --2021（第 035 号）-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8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秀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3 

编号: 131345   (序号：71) 
姓名: 李义德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北路 5 号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魏号国 --2021（第 035 号）-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8 

编号: 131346   (序号：72) 
姓名: 刘雄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北路 5 号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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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魏号国 --2021（第 035 号）-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8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秀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3 

编号: 131347   (序号：73) 
姓名: 冯春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北路 5 号 吴家山街派出所 
       邮编：43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魏号国 --2021（第 035 号）-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8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秀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3 

编号: 132035   (序号：74) 
姓名: 李新红 
职务: 反邪教总队总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公安厅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区雄楚大街 181 号  湖北省公安厅 
      邮编：43006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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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346   (序号：75) 
姓名: 詹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凡亮--2021（第 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5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348   (序号：76) 
姓名: 高桂萍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张家湾社区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7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凡亮--2021（第 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5 

编号: 132349   (序号：77) 
姓名: 王瑞连 
职务: 组织部部长（前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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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省委 
      （省委 政法委 防范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268 号（省委大院内 ）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凡亮--2021（第 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5 

编号: 132350   (序号：78) 
姓名: 李荣灿 
职务: 组织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省委 
      （省委 政法委 防范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268 号（省委大院内 ）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凡亮--2021（第 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5 

编号: 132550   (序号：79) 
姓名: 黄孝军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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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1   (序号：80) 
姓名: 杨振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2   (序号：81)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3   (序号：82) 
姓名: 朱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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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4   (序号：83) 
姓名: 喻发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5   (序号：84) 
姓名: 韩汉成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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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6   (序号：85) 
姓名: 王一凡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7   (序号：86) 
姓名: 张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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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558   (序号：87) 
姓名: 杜晶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59   (序号：88) 
姓名: 涂光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0   (序号：89) 
姓名: 戴汉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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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2   (序号：90) 
姓名: 刘秀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3   (序号：91) 
姓名: 袁巍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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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4   (序号：92) 
姓名: 王强 
职务: 办案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5   (序号：93) 
姓名: 王明勋 
职务: 办案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6   (序号：94) 
姓名: 梁欢 
职务: 办案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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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7   (序号：95) 
姓名: 后国力 
职务: 办案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8   (序号：96) 
姓名: 赵西奥 
职务: 办案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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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69   (序号：97) 
姓名: 周海亮 
职务: 办案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37 号  余家头派出所  
       邮编：4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0   (序号：98) 
姓名: 陈锐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陆家街 299 号  武昌区检察院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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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1   (序号：99) 
姓名: 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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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平路 12 号 武昌区法院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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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2   (序号：100) 
姓名: 王建明（假名王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3   (序号：101) 
姓名: 王继浩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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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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4   (序号：102) 
姓名: 付伟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5   (序号：103) 
姓名: 刘克高 
职务: 四监区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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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576   (序号：104) 
姓名: 邹海波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7   (序号：105) 
姓名: 齐少彬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青菱看守所） 
      湖北省武昌区白沙洲大道青菱乡青菱寺 13 号 武昌区看守所   
       邮编：4300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578   (序号：106) 
姓名: 张修平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七里湖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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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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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617   (序号：107) 
姓名: 吴朝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州南路 5 号  荆州市政法委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社红、赵秀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9 

编号: 132618   (序号：108) 
姓名: 周静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州南路 5 号  荆州市政法委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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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社红、赵秀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9 

编号: 132621   (序号：109) 
姓名: 唐剑华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开发区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豉湖路 58 号 开发区政法委  
       邮编：4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9 

      湖北省荆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津东路 101 号 荆州开发区公安分局 
       邮编：4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23   (序号：110) 
姓名: 魏永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燎原新村派出所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燎原新村派出所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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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24   (序号：111) 
姓名: 朱翊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政法委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25   (序号：112) 
姓名: 范礼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 96 号   荆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26   (序号：113) 
姓名: 陈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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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 96 号   荆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1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28   (序号：114) 
姓名: 许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西城派出所  
      湖北省荆州市郢都路 2 号 西城派出所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29   (序号：115) 
姓名: 王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西城派出所  
      湖北省荆州市郢都路 2 号 西城派出所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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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0   (序号：116) 
姓名: 蔡灿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楚原路 16 号   荆州区检察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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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1   (序号：117) 
姓名: 王康 
职务: 助理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楚原路 16 号   荆州区检察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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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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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633   (序号：118) 
姓名: 苏丽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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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社红、赵秀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9 

编号: 132634   (序号：119) 
姓名: 陈安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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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5   (序号：120) 
姓名: 姚守东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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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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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6   (序号：121) 
姓名: 郑文华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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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7   (序号：122) 
姓名: 王雅群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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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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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8   (序号：123) 
姓名: 王涛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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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39   (序号：124) 
姓名: 杨刚（2）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南路市场北路 2 号  荆州区法院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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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编号: 132641   (序号：125) 
姓名: 赵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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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秘路 51 号  荆州区第一看守所  
       邮编：434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张荆州、邵廉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6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社红、赵秀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9 

编号: 132799   (序号：126) 
姓名: 彭代平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00   (序号：127) 
姓名: 付庆利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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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02   (序号：128) 
姓名: 张伟（3）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04   (序号：129) 
姓名: 王禹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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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806   (序号：130) 
姓名: 曾祥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08   (序号：131) 
姓名: 晏德孝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7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09   (序号：132) 
姓名: 李昂 
职务: 经办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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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11   (序号：133) 
姓名: 周东胜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12   (序号：134) 
姓名: 张拥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13   (序号：135) 
姓名: 赵莎 
职务: 政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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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2891   (序号：136) 
姓名: 吴松恩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7 号  汉阳区检察院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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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秀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3 

编号: 132985   (序号：137) 
姓名: 宋吉海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淦河大道 18 号  
      邮编 : 4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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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135 号）-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4 

编号: 132986   (序号：138) 
姓名: 张士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 
      湖北省咸宁市双鹤路 16 号 市政府大楼 805 号     咸宁市政法委    
       邮编：4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135 号）-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4 

编号: 132987   (序号：139) 
姓名: 程朝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政法委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淦河大道 54 号   
      邮编 : 4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135 号）-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4 

编号: 133295   (序号：140) 
姓名: 王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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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支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江津西路 254 号    荆州市公安局   
       邮编：4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2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社红、赵秀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9 

编号: 133296   (序号：141) 
姓名: 吴立新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江津西路 254 号    荆州市公安局   
       邮编：4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2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社红、赵秀娟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9 

编号: 133297   (序号：142) 
姓名: 江贤英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江岸区政法委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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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298   (序号：143) 
姓名: 唐超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江岸区政法委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4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00   (序号：144) 
姓名: 曹斌（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意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主街 19 号  民意派出所  
       邮编：4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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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302   (序号：145) 
姓名: 黄定海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 33 号 江岸区检察院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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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03   (序号：146) 
姓名: 陈亮（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 33 号 江岸区检察院  
       邮编：43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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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04   (序号：147) 
姓名: 陈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正义路 8 号 江岸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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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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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05   (序号：148) 
姓名: 张麟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正义路 8 号 江岸区法院 
       邮编：4300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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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07   (序号：149) 
姓名: 张保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司法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 53 号 江岸区司法局 
       邮编：4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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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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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09   (序号：150) 
姓名: 王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西马街司法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熊家台 9 号 西马街司法所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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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11   (序号：151) 
姓名: 彭忠海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小茅店  武汉公安局安康医院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12   (序号：152) 
姓名: 张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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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东西湖二支沟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东西湖大道舵落口大市场内  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汉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1 

编号: 133313   (序号：153) 
姓名: 王成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14   (序号：154) 
姓名: 张文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汉阳区十里铺街 100 号  琴断口派出所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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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15   (序号：155) 
姓名: 刘先兵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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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16   (序号：156) 
姓名: 高敏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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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17   (序号：157) 
姓名: 李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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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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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18   (序号：158) 
姓名: 邬婷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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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19   (序号：159) 
姓名: 卢维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59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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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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编号: 133321   (序号：160) 
姓名: 吴愿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政法委 
      （市委、市政法委）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永宁大道西 2 号  
       邮编：43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3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穴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济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5 

编号: 133323   (序号：161) 
姓名: 伍筱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梅川派出所 
      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振兴大道 268 号 梅川派出所 
       邮编：4354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穴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济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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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325   (序号：162) 
姓名: 朱涵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大金派出所 
      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 大金派出所 
       邮编：4354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穴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济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5 

编号: 133326   (序号：163) 
姓名: 占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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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穴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济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5 

编号: 133328   (序号：164) 
姓名: 黄亚东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法院 
      湖北省武穴市城东新区  武穴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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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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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穴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济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5 

 


	责任人 - 地区: 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