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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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编号: 128510   (序号：1) 
姓名: 梁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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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峰-2020（第 0109 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7 

编号: 128511   (序号：2) 
姓名: 何登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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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峰-2020（第 0109 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7 

编号: 128512   (序号：3) 
姓名: 李西民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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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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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峰-2020（第 0109 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7 

编号: 128514   (序号：4) 
姓名: 陈耕良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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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峰-2020（第 0109 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7 

编号: 128515   (序号：5) 
姓名: 肖国斌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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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峰-2020（第 0109 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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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517   (序号：6) 
姓名: 李晓葵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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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峰-2020（第 0109 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7 

编号: 128928   (序号：7) 
姓名: 王爱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 
      湖南省岳阳市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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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29   (序号：8) 
姓名: 易三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 
      湖南省岳阳市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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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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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1   (序号：9) 
姓名: 王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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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2   (序号：10) 
姓名: 饶卫红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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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3   (序号：11) 
姓名: 丁凯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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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4   (序号：12) 
姓名: 周阳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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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5   (序号：13) 
姓名: 孙健鑫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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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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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6   (序号：14) 
姓名: 阳华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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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7   (序号：15) 
姓名: 何祖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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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8   (序号：16) 
姓名: 杨钶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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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39   (序号：17) 
姓名: 莫登瑶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分局城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城陵矶下街     陵矶港水陆派出所  
       邮编：4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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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40   (序号：18) 
姓名: 周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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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政法委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汉昌镇北街 615 号  平江县政法委 
       邮编：41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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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41   (序号：19) 
姓名: 黄利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检察院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西街 410 号   平江县检察院   
       邮编：41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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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42   (序号：20) 
姓名: 林苗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 1：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新城区）育才路  平江县法院 
       邮编：4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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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西街 400 号   平江县法院 
       邮编：41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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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43   (序号：21) 
姓名: 李文超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 1：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新城区）育才路  平江县法院 
       邮编：414500 
        
       地址 2：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西街 400 号   平江县法院 
       邮编：41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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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44   (序号：22) 
姓名: 陈思思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法院 
      地址 1：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新城区）育才路  平江县法院 
       邮编：414500 
        
       地址 2：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西街 400 号   平江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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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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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46   (序号：23) 
姓名: 尹浩然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康岳花园福颐路 48 号    岳阳康复医院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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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菊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5 

编号: 128947   (序号：24) 
姓名: 曾建国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康岳花园福颐路 48 号    岳阳康复医院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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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菊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5 

编号: 128948   (序号：25) 
姓名: 姚赤红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康岳花园福颐路 48 号    岳阳康复医院   
       邮编：4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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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编号: 128951   (序号：26) 
姓名: 何颖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第二看守所（岳阳市女子看守所）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长岭  岳阳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414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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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永良、郭丹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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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090   (序号：27) 
姓名: 曹佩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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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佩田-2020（第 0135 号）-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0 

编号: 129091   (序号：28) 
姓名: 高志明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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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佩田-2020（第 0135 号）-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0 

编号: 129092   (序号：29) 
姓名: 谢达亮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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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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佩田-2020（第 0135 号）-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0 

编号: 129093   (序号：30) 
姓名: 陈志鹏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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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佩田-2020（第 0135 号）-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0 

编号: 129094   (序号：31) 
姓名: 李春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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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佩田-2020（第 0135 号）-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0 

编号: 129095   (序号：32) 
姓名: 刘武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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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政法委 
      （市委 政法委）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金田路  沅江市政法委 
      邮编：41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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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佩田-2020（第 0135 号）-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黄茅洲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0 

编号: 129307   (序号：33) 
姓名: 彭建平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政法委 
      湖南省湘乡市连滨南路政务大楼  湘乡市政法委    
       邮编：4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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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钢、杨俊英、赵纯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3 

编号: 129308   (序号：34) 
姓名: 王光武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公安局 
      湖南省湘乡市东风路 6 号 湘乡市公安局   
       邮编：4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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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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钢、杨俊英、赵纯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3 

编号: 129309   (序号：35) 
姓名: 童志军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公安局 
      湖南省湘乡市东风路 6 号 湘乡市公安局   
       邮编：4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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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钢、杨俊英、赵纯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3 

编号: 129311   (序号：36) 
姓名: 谢晓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看守所 
      湖南省湘乡市新湘路   湘乡市看守所  
       邮编：4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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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钢、杨俊英、赵纯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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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587   (序号：37) 
姓名: 欧阳剑琼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岳阳市第二看守所（岳阳市女子看守所）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长岭  岳阳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414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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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菊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5 

编号: 129723   (序号：38) 
姓名: 唐向阳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长沙市公安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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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29724   (序号：39) 
姓名: 李玉林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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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长沙市公安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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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编号: 129725   (序号：40) 
姓名: 胡福德（2）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长沙市公安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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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编号: 129726   (序号：41) 
姓名: 廖建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 218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长沙市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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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29727   (序号：42) 
姓名: 任安良 
职务: 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 218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长沙市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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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编号: 129728   (序号：43) 
姓名: 周琼芝（2）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 218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长沙市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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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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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730   (序号：44) 
姓名: 谢良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181 号   西湖派出所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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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29731   (序号：45) 
姓名: 欧立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181 号   西湖派出所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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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向阳-2020（第 0167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6 

编号: 130967   (序号：46) 
姓名: 曾鼎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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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宝庆东路 1129 号    邵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2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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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68   (序号：47) 
姓名: 陈建军 
职务: 刑事审判庭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宝庆东路 1129 号    邵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2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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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69   (序号：48) 
姓名: 刘家豪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政法委 
      地址 1：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兴和路 288 号 市治办公楼  邵东市政法委  
       邮编：422800 
        
       地址 2：湖南省邵东县兴和大道县政府办公大楼 11 楼  邵东县政法委员会、 610 办公室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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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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0   (序号：49) 
姓名: 谢伟宏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公安分局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昭阳大道  邵东市公安局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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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1   (序号：50) 
姓名: 赵志伟（2）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公安分局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昭阳大道  邵东市公安局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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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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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972   (序号：51) 
姓名: 李琴琴 
职务: 国保大队副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公安分局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昭阳大道  邵东市公安局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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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4   (序号：52) 
姓名: 谭莉娜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法院 
      湖南省邵阳市 邵东市邵东大道 106 号  邵东市法院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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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5   (序号：53) 
姓名: 廖卫华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法院 
      湖南省邵阳市 邵东市邵东大道 106 号  邵东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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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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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6   (序号：54) 
姓名: 刘俊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法院 
      湖南省邵阳市 邵东市邵东大道 106 号  邵东市法院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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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7   (序号：55) 
姓名: 夏业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检察院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文体路 566 号    邵东市检察院  
       邮编：42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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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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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79   (序号：56) 
姓名: 赵海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佘田桥镇派出所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佘田桥镇     佘田桥镇派出所  
       邮编：4228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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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80   (序号：57) 
姓名: 向前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监狱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大科乡三元村   娄底监狱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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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81   (序号：58) 
姓名: 卢先钰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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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网岭监狱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洞井村  网岭 502 信箱 
       邮编：4123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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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1023   (序号：59) 
姓名: 张伟（3）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区分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朗州路 83 号  
       邮编：415000 
        
       地址 2：湖南省常德市朗州南路 27 号 
       邮编： 4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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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24   (序号：60) 
姓名: 徐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区分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朗州路 83 号  
       邮编：415000 
        
       地址 2：湖南省常德市朗州南路 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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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4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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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25   (序号：61) 
姓名: 苏中宏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区分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朗州路 83 号  
       邮编：415000 
        
       地址 2：湖南省常德市朗州南路 27 号 
       邮编： 4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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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26   (序号：62) 
姓名: 杨湘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区分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朗州路 83 号  
       邮编：415000 
        
       地址 2：湖南省常德市朗州南路 27 号 
       邮编： 4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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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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28   (序号：63) 
姓名: 辛峰（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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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29   (序号：64) 
姓名: 刘琪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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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31   (序号：65) 
姓名: 铁德进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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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南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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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32   (序号：66) 
姓名: 鄢里乐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南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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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34   (序号：67) 
姓名: 李勇（5）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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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036   (序号：68) 
姓名: 李昌 
职务: 办事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丝瓜井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希勇--2021（第 020 号）-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6 

编号: 131112   (序号：69) 
姓名: 李殿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1 号  湖南省委政法委  
       邮编：41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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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13   (序号：70) 
姓名: 许显辉 
职务: 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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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10 号，湖南省省公安厅  
       邮编：4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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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14   (序号：71) 
姓名: 余泽洪 
职务: 国保总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10 号，湖南省省公安厅  
       邮编：41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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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15   (序号：72) 
姓名: 刘新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长沙市公安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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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16   (序号：73) 
姓名: 车丽华 
职务: 常务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 140 号   长沙市公安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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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17   (序号：74) 
姓名: 廖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北路刘家冲 1 号   开福公安分局  
       邮编：4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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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19   (序号：75) 
姓名: 黎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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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友谊路 226 号    青园派出所     
       邮编：41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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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20   (序号：76) 
姓名: 刘一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关口办事处白沙东路 9 号，浏阳市公安局    
       邮编：4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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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21   (序号：77) 
姓名: 吴洵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公安局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关口办事处白沙东路 9 号，浏阳市公安局    
       邮编：4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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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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23   (序号：78) 
姓名: 余树山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看守所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关口办事处金口村   浏阳看守所 
       邮编：4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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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124   (序号：79) 
姓名: 杨正俅 
职务: 支队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泉塘镇远大二路 1736 号   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 410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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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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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126   (序号：80) 
姓名: 杨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泉塘镇远大二路 1736 号   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 410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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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陈阳、曹志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6 

编号: 131454   (序号：81) 
姓名: 陈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政法委 
       (市委 政法委)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湘中大道 
       邮编: 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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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55   (序号：82) 
姓名: 王成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大科街道双科街  娄底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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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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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56   (序号：83) 
姓名: 王剑凌 
职务: 副局长兼“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大科街道双科街  娄底市公安局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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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57   (序号：84) 
姓名: 王理丽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检察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湘中大道   娄星区检察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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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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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58   (序号：85) 
姓名: 肖铁辉 
职务: 第一检察部负责人、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检察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湘中大道   娄星区检察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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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59   (序号：86) 
姓名: 郭超群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城南潭邵高速公路娄底连接线与孙水河交汇处   娄星区法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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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0   (序号：87) 
姓名: 周新莲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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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城南潭邵高速公路娄底连接线与孙水河交汇处   娄星区法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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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1   (序号：88) 
姓名: 刘瑾嫦 
职务: 立案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城南潭邵高速公路娄底连接线与孙水河交汇处   娄星区法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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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2   (序号：89) 
姓名: 贺玉林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城南潭邵高速公路娄底连接线与孙水河交汇处   娄星区法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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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3   (序号：90) 
姓名: 罗筱玲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 806 号   娄底市中级法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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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4   (序号：91) 
姓名: 黄德雄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 806 号   娄底市中级法院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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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6   (序号：92) 
姓名: 罗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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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看守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仙人阁监管中心 娄底看守所   
       邮编：417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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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67   (序号：93) 
姓名: 卿翔松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看守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仙人阁监管中心 娄底看守所   
       邮编：417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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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737   (序号：94) 
姓名: 张红军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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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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38   (序号：95) 
姓名: 胡湘晖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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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0   (序号：96) 
姓名: 李新卫（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杨嘉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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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1   (序号：97) 
姓名: 陈卓 
职务: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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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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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杨嘉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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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2   (序号：98) 
姓名: 杨佳（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杨嘉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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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3   (序号：99) 
姓名: 崔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公安局 
      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  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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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4   (序号：100) 
姓名: 陈一新（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公安局 
      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  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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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5   (序号：101) 
姓名: 武文义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公安局 
      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  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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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6   (序号：102) 
姓名: 唐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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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政法委 
      湖南省易俗河金桂路  县委政法委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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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747   (序号：103) 
姓名: 黄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看守所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车站路  湘潭市看守所 
       邮编：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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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红军--2021（第 058 号）-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5 

编号: 131895   (序号：104) 
姓名: 范烨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公安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城关镇解放南路 233 号 衡山县政法委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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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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文玲--2021（第 070 号）-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0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1896   (序号：105) 
姓名: 李浦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公安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城关镇解放南路 233 号 衡山县政法委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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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文玲--2021（第 070 号）-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0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1900   (序号：106) 
姓名: 曹德钦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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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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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1902   (序号：107) 
姓名: 贾浩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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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1903   (序号：108) 
姓名: 邓志伟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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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1904   (序号：109) 
姓名: 裴剑波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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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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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1906   (序号：110) 
姓名: 张强（3）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公安局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解放路 158 号  安化县公安局 
      邮编：41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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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1907   (序号：111) 
姓名: 王国云 
职务: 国安股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公安局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解放路 158 号  安化县公安局 
      邮编：41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8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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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1908   (序号：112) 
姓名: 钟曙波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政法委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解放路 106 号  安化县政法委 
       邮编：41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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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德钦 --2021（第 071 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1 

编号: 132153   (序号：113) 
姓名: 彭武军 
职务: 案件管理中心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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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154   (序号：114) 
姓名: 陈云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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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公安局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公安局 
       邮编：4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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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155   (序号：115) 
姓名: 蒋刚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公安局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公安局 
       邮编：4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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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157   (序号：116) 
姓名: 聂少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文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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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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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158   (序号：117) 
姓名: 邓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文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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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159   (序号：118) 
姓名: 陈俊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文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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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160   (序号：119) 
姓名: 曾海波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政法委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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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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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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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武军--2021（第 087 号）-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40 

编号: 132320   (序号：120) 
姓名: 黄建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政法委 
      湖南省湘乡市连滨南路政务大楼  湘乡市政法委    
       邮编：4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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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钢、杨俊英、赵纯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3 

编号: 132740   (序号：121) 
姓名: 李清（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检察院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西路 159 号  衡山县检察院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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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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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1   (序号：122) 
姓名: 谭林敏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检察院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西路 159 号  衡山县检察院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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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2   (序号：123) 
姓名: 李巍 
职务: 公诉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检察院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西路 159 号  衡山县检察院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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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4   (序号：124) 
姓名: 周龙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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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法院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西路 388 号 衡山县法院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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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5   (序号：125) 
姓名: 刘运成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法院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西路 388 号 衡山县法院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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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6   (序号：126) 
姓名: 贺滴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法院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民西路 388 号 衡山县法院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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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8   (序号：127) 
姓名: 易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长江派出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长江镇石子村十三组  长江派出所  
       邮编：4213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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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749   (序号：128) 
姓名: 颜永初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长江派出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长江镇石子村十三组  长江派出所  
       邮编：4213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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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边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6 

编号: 132833   (序号：129) 
姓名: 龙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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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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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34   (序号：130) 
姓名: 夏阳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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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35   (序号：131) 
姓名: 朱强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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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36   (序号：132) 
姓名: 成来彪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检察院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安福西路 678 号  
       邮编: 4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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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37   (序号：133) 
姓名: 陈剑锋 
职务: 第一检察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检察院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安福西路 678 号  
       邮编: 4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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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38   (序号：134) 
姓名: 周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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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第二检察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检察院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安福西路 678 号  
       邮编: 4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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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39   (序号：135) 
姓名: 陈世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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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40   (序号：136) 
姓名: 丁峰 
职务: 囯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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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42   (序号：137) 
姓名: 袁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阳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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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43   (序号：138) 
姓名: 杨松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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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44   (序号：139) 
姓名: 熊文华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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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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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45   (序号：140) 
姓名: 胡政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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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编号: 132846   (序号：141) 
姓名: 黄亮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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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志军 --2021（第 122 号）-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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