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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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编号: 133497   (序号：1) 
姓名: 杨子廷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新城行政区梅县公安局大楼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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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群招、李依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0 

编号: 133498   (序号：2) 
姓名: 侯秀玲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法院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政法路 8 号  梅县区法院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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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群招、李依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0 

编号: 133499   (序号：3) 
姓名: 廖英隆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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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程江派出所（原梅县公安局程江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梅瑶路  程江派出所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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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群招、李依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0 

编号: 133500   (序号：4) 
姓名: 杨庆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看守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新陂镇米寨村 兴宁市看守所   
       邮编：51452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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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群招、李依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0 

编号: 133795   (序号：5) 
姓名: 杨文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市公安局 
      广东省高要市府前大街 15 号  
       邮编：5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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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伟芬--2021（第 158 号）-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国安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2 

编号: 133810   (序号：6) 
姓名: 谭国荣（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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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1   (序号：7) 
姓名: 柯科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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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2   (序号：8) 
姓名: 罗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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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北路 5 号  茂南区检察院  
       邮编: 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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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3   (序号：9) 
姓名: 谭卫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四路 53 号  茂南区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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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华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5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3814   (序号：10) 
姓名: 涂源 
职务: 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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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四路 53 号  茂南区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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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5   (序号：11) 
姓名: 黄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河东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计星路 38 号  河东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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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6   (序号：12) 
姓名: 杨伟杰（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河东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计星路 38 号  河东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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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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7   (序号：13) 
姓名: 黎志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河东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计星路 38 号  河东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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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8   (序号：14) 
姓名: 郑伟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河东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计星路 38 号  河东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4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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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华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5 

编号: 133819   (序号：15) 
姓名: 冯智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河东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计星路 38 号  河东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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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0   (序号：16) 
姓名: 江亚洲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河东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计星路 38 号  河东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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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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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821   (序号：17) 
姓名: 金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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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2   (序号：18) 
姓名: 张驰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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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3   (序号：19) 
姓名: 林景朴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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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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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4   (序号：20) 
姓名: 邹辉球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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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5   (序号：21) 
姓名: 梁倍宁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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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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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6   (序号：22) 
姓名: 周靖茵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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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27   (序号：23) 
姓名: 柯倩雯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 5 号   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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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47   (序号：24) 
姓名: 刘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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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桂花路天健时尚名苑 1 栋  福保派出所  
       邮编：51804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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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展鸿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4 

编号: 133848   (序号：25) 
姓名: 黄金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桂花路天健时尚名苑 1 栋  福保派出所  
       邮编：51804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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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展鸿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4 

编号: 134053   (序号：26) 
姓名: 雷鸣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 613 号  天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6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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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兴阳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0 

编号: 134054   (序号：27) 
姓名: 邓浩杰 
职务: 预审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 613 号  天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6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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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兴阳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0 

编号: 134055   (序号：28) 
姓名: 赖淦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中路 152 号首层 石牌派出所  
       邮编：510635 
        
       地址 2：广东省广州市石牌东路 83 号 石牌街派出所 
       邮编：5106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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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兴阳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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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133   (序号：29) 
姓名: 王伊浩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  澄海区公安局 
       邮编：515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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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伊浩--2021（第 171 号）-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3 

编号: 134134   (序号：30) 
姓名: 张东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  澄海区公安局 
       邮编：515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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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伊浩--2021（第 171 号）-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浩鑫--2022（第 038 号）-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2 

编号: 134135   (序号：31) 
姓名: 郑家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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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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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派出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国道 324 线澄华街道路段（金冠园旁）澄华派出所  
       邮编：515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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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伊浩--2021（第 171 号）-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3 

编号: 134137   (序号：32) 
姓名: 王少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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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伊浩--2021（第 171 号）-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3 

编号: 134139   (序号：33) 
姓名: 郑亿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3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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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伊浩--2021（第 171 号）-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3 

编号: 134140   (序号：34) 
姓名: 陈沐彬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看守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新二路 凤新工业区   澄海区看守所  
       邮编：515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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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伊浩--2021（第 171 号）-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3 

编号: 134164   (序号：35) 
姓名: 梁政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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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华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5 

编号: 134165   (序号：36) 
姓名: 李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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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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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华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5 

编号: 134166   (序号：37) 
姓名: 邓礼进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北路 5 号  茂南区检察院  
       邮编: 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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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华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4167   (序号：38) 
姓名: 阮志强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四路 53 号  茂南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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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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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华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5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4226   (序号：39) 
姓名: 许瑞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 90 号    博罗县公安局  
       邮编：5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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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叶培金--2021（第 181 号）-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17 

编号: 134227   (序号：40) 
姓名: 周志亮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 90 号    博罗县公安局  
       邮编：5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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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叶培金--2021（第 181 号）-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17 

编号: 134228   (序号：41) 
姓名: 赖木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 90 号    博罗县公安局  
       邮编：5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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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叶培金--2021（第 181 号）-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17 

编号: 134260   (序号：42) 
姓名: 李学磊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揭阳市检察院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沿江路御景湾旁  揭阳市检察院 
       邮编：522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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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庄惠清、陈泳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0 

编号: 134398   (序号：43) 
姓名: 凌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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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中山路 39 号 
       邮编：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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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399   (序号：44) 
姓名: 周维学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中山路 39 号 
       邮编：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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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0   (序号：45) 
姓名: 梁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中山路 39 号 
       邮编：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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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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1   (序号：46) 
姓名: 周志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中山路 39 号 
       邮编：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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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3   (序号：47) 
姓名: 周泳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城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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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5   (序号：48) 
姓名: 梁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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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大井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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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6   (序号：49) 
姓名: 陈济森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大井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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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7   (序号：50) 
姓名: 邓向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政法委 
      广东省高州市中山路 59 号市委大楼  
       邮编: 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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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09   (序号：51) 
姓名: 周焕庆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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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577   (序号：52) 
姓名: 郭顶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乐园路 61 号    东门派出所  
       邮编：51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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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国宏--2021（第 195 号）-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1 

编号: 134578   (序号：53) 
姓名: 赖武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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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文锦中路 1008 号 罗湖管理中心大楼 17 楼 罗湖区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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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国宏--2021（第 195 号）-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1 

编号: 134579   (序号：54) 
姓名: 朱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东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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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江 --2021（第 197 号）-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东风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3 

编号: 134580   (序号：55) 
姓名: 刘文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 2300 号  
       邮编：519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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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江 --2021（第 197 号）-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东风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3 

编号: 134581   (序号：56) 
姓名: 韩俊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政法委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西路香洲区行政中心  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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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江 --2021（第 197 号）-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东风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3 

编号: 134611   (序号：57) 
姓名: 张凌锋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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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凌锋--2021（第 201 号）-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9 

编号: 134612   (序号：58) 
姓名: 王剑青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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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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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凌锋--2021（第 201 号）-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9 

编号: 134613   (序号：59) 
姓名: 周庆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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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凌锋--2021（第 201 号）-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9 

编号: 134614   (序号：60) 
姓名: 孙志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第二看守所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白水寨大道 2 号   广州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51138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1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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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凌锋--2021（第 201 号）-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9 

编号: 134620   (序号：61) 
姓名: 叶仕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华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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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素梅 --2021（第 203 号）-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6 

编号: 134621   (序号：62) 
姓名: 郑海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华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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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素梅 --2021（第 203 号）-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6 

编号: 134622   (序号：63) 
姓名: 邹有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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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华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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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素梅 --2021（第 203 号）-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6 

编号: 134919   (序号：64) 
姓名: 刘凯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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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林翠婷--2021（第 217 号）-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4 

编号: 134965   (序号：65) 
姓名: 李岸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五洲派出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正路古洲路一巷  五洲派出所 
       邮编：514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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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邓立新--2021（第 226 号）- 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3 

编号: 134966   (序号：66) 
姓名: 张明（3）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路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二路口岸南街 65-6   站前路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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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4967   (序号：67) 
姓名: 李健（3）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路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二路口岸南街 65-6   站前路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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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编号: 134968   (序号：68) 
姓名: 余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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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路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二路口岸南街 65-6   站前路派出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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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编号: 134969   (序号：69) 
姓名: 刘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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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4970   (序号：70) 
姓名: 何龙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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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政法委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南路 138 号 
       邮编: 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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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4971   (序号：71) 
姓名: 黄跃军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政法委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南路 138 号 
       邮编: 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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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编号: 134973   (序号：72) 
姓名: 郭伟青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街高凉南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南华小区 868 号  高凉南社区居委会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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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4974   (序号：73) 
姓名: 郑彩琴 
职务: 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街高凉南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南华小区 868 号  高凉南社区居委会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 --2021（第 22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1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5109   (序号：74) 
姓名: 梁夏生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明镜路一号    天河区法院  
       邮编：5106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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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0   (序号：75) 
姓名: 黄海锋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19-21 号  天河区检察院   
       邮编：5106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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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1   (序号：76) 
姓名: 杨帆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19-21 号  天河区检察院   
       邮编：5106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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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2   (序号：77) 
姓名: 曾泓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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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 613 号  天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6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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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3   (序号：78) 
姓名: 李展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 289 号  长兴派出所      
       邮编：510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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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4   (序号：79) 
姓名: 陈桂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 289 号  长兴派出所      
       邮编：510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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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5   (序号：80) 
姓名: 赖西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 289 号  长兴派出所      
       邮编：5106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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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116   (序号：81) 
姓名: 刘武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政法委 
      （区委 区政法委 综治办 防范办）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 1 号天河区机关大院 2 号楼  天河

区政法委  
       邮编：5106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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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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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124   (序号：82) 
姓名: 黄天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政法委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府前路行政中心    云浮市委政法委  
       邮编：5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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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25   (序号：83) 
姓名: 袁锦权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政法委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府前路行政中心    云浮市委政法委  
       邮编：5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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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26   (序号：84) 
姓名: 李雄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公安局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金丰路 1 号   云浮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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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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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27   (序号：85) 
姓名: 陈小坚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公安局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金丰路 1 号   云浮市公安局  
       邮编：5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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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28   (序号：86) 
姓名: 李润（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政法委 
      广东省罗定市罗城街道宝定路 31 号  罗定市政法委  
       邮编：52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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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29   (序号：87) 
姓名: 吴钦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公安局 
      广东省罗定市罗城街道龙华西路 113 号   罗定市公安局 
       邮编：52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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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31   (序号：88) 
姓名: 张松开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罗城派出所 
      广东省罗定云浮市人民中路 11  罗城派出所  
       邮编：52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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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33   (序号：89) 
姓名: 李炳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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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检察院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龙华西路 156 号   罗定市检察院  
       邮编：52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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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35   (序号：90) 
姓名: 马继承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检察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检察院 
       邮编：527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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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36   (序号：91) 
姓名: 罗展豪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检察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检察院 
       邮编：527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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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38   (序号：92) 
姓名: 覃谦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法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法院  
       邮编：527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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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39   (序号：93) 
姓名: 何志东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法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法院  
       邮编：527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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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40   (序号：94) 
姓名: 张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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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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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法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法院  
       邮编：527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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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41   (序号：95) 
姓名: 胡楚奎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法院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法院  
       邮编：527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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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43   (序号：96) 
姓名: 张钦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拘留所 
      广东省罗定市罗城镇西郊黄泥塘    罗定市拘留所 
       邮编：52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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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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45   (序号：97) 
姓名: 肖均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看守所 
      广东省罗定市罗城镇西郊黄泥塘    罗定市看守所 
       邮编：52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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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编号: 135147   (序号：98) 
姓名: 叶汉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云浮市第一看守所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道大塱村   云浮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52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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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云浮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陈媛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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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473   (序号：99) 
姓名: 葛林飞 
职务: 白云分局局长、广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政委（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333 号   白云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4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55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起义路 200 号  广州市公安局 
       邮编：51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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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志强--2022（第 041 号）-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94 

编号: 135475   (序号：100) 
姓名: 吴俊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沙园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荔福路 76 号  沙园派出所 
       邮编：510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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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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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476   (序号：101) 
姓名: 王健雄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 333 号  海珠区法院 
       邮编：5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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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编号: 135477   (序号：102) 
姓名: 任艳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 333 号  海珠区法院 
       邮编：5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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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编号: 135478   (序号：103) 
姓名: 伍诗琪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 333 号  海珠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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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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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编号: 135479   (序号：104) 
姓名: 冯志焕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 333 号  海珠区法院 
       邮编：5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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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编号: 135480   (序号：105) 
姓名: 冯立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江门市政法委 
      广东省江门市西区大道 2 号  江门市政法委  
       邮编：529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4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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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2 

编号: 135481   (序号：106) 
姓名: 施国亨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政法委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街道鹤山大道 1300 号新公安局 2 号楼四楼  鹤山市政法委 
       邮编：529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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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2 

编号: 135482   (序号：107) 
姓名: 朱立辉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公安局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街道鹤山大道 1300 号 鹤山公安局 
       邮编：529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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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2 

编号: 135483   (序号：108) 
姓名: 李磊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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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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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院 
      地址 1：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华园东路 3 号  蓬江区法院  
       邮编：529000 
        
       地址 2：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北郊新城五福一街 1 号 蓬江区法院 
       邮编：529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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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2 

编号: 135563   (序号：109) 
姓名: 麦海泓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北路 5 号  茂南区检察院  
       邮编: 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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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5564   (序号：110) 
姓名: 黄晓丰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北路 5 号  茂南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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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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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566   (序号：111) 
姓名: 钟伟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新区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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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568   (序号：112) 
姓名: 毛继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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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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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569   (序号：113) 
姓名: 梁伟途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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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571   (序号：114) 
姓名: 黄永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新区党工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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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573   (序号：115) 
姓名: 潘凯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新区博贺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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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574   (序号：116) 
姓名: 邵其昌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新区博贺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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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671   (序号：117) 
姓名: 耿焱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88 号   盐田区法院  
       邮编：518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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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恒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2 

编号: 135672   (序号：118) 
姓名: 简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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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88 号   盐田区法院  
       邮编：518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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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恒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2 

编号: 135673   (序号：119) 
姓名: 罗小勇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88 号   盐田区法院  
       邮编：518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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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恒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2 

编号: 135674   (序号：120) 
姓名: 张小玲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88 号   盐田区法院  
       邮编：518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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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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恒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2 

编号: 135819   (序号：121) 
姓名: 谷云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88 号盐田行政中心 833 房  盐田区政法委 
       邮编：518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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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民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7 

编号: 135820   (序号：122) 
姓名: 王琨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88 号盐田行政中心 833 房  盐田区政法委 
       邮编：518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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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民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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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821   (序号：123) 
姓名: 张应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 6003 号  深圳市中院 
       邮编：5180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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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民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7 

编号: 135822   (序号：124) 
姓名: 庄东雄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永安北一街南一号 盐田区看守所 
       邮编：51808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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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民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7 

编号: 135823   (序号：125) 
姓名: 陈焕浩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路派出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二路口岸南街 65-6   站前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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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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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5824   (序号：126) 
姓名: 刘丹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四路 53 号  茂南区法院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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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5825   (序号：127) 
姓名: 苏亚瑞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街高凉南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南华小区 868 号  高凉南社区居委会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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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顺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7 

编号: 135957   (序号：128) 
姓名: 张小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政法委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宪梓大道宪梓南路 13 号区委大院后楼三楼  梅县区政法委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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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繁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4 

编号: 135958   (序号：129) 
姓名: 郭秀霞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检察院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政法路 6 号 梅县区检察院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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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繁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4 

编号: 135959   (序号：130) 
姓名: 彭世强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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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检察院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政法路 6 号 梅县区检察院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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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繁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4 

编号: 135960   (序号：131) 
姓名: 钟小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法院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政法路 8 号  梅县区法院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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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繁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4 

编号: 135969   (序号：132) 
姓名: 李江海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 20 号    荔湾区检察院  
       邮编 : 5103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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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5970   (序号：133) 
姓名: 杜志强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57 号  越秀区检察院 
      邮编：51003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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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5971   (序号：134) 
姓名: 胡汇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57 号  越秀区检察院 
      邮编：51003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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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5973   (序号：135) 
姓名: 魏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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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塘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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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5974   (序号：136) 
姓名: 巢阳先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塘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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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5976   (序号：137) 
姓名: 沈锡贤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华乐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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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5977   (序号：138) 
姓名: 梁继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295 号 越秀区公安局 
       邮编：51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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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罗少雄 --2022（第 03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6 

编号: 136049   (序号：139) 
姓名: 郑浩鑫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水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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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浩鑫--2022（第 038 号）-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2 

编号: 136050   (序号：140) 
姓名: 王东毫 
职务: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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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  澄海区公安局 
       邮编：515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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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浩鑫--2022（第 038 号）-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2 

编号: 136051   (序号：141) 
姓名: 黄海（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 
      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黄河路 88 号  汕头市公安局  
      邮编： 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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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浩鑫--2022（第 038 号）-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2 

编号: 136052   (序号：142) 
姓名: 金锦旭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看守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新二路 凤新工业区   澄海区看守所  
       邮编：515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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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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浩鑫--2022（第 038 号）-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2 

编号: 136513   (序号：143) 
姓名: 许洁霞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095 号  海珠区检察院   
       邮编 : 510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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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梅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6 

编号: 136514   (序号：144) 
姓名: 穆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 333 号  海珠区法院 
       邮编：5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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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梅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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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515   (序号：145) 
姓名: 杨正根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启德路 66 号   广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5104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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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梅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6 

编号: 136516   (序号：146) 
姓名: 陈骏涛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启德路 66 号   广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5104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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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梅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6 

编号: 136517   (序号：147) 
姓名: 桂凌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派出所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大街南 28 号(尚法街 9 号）小谷围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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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006 
        
       地址 2：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中三横路 9 号  小谷围派出所 
       邮编： 51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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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梅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6 

 


	责任人 - 地区: 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