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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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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湖北 

编号: 133475   (序号：1) 
姓名: 李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水塔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四路 18 号 
       邮编：43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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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柳木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2 

编号: 133526   (序号：2) 
姓名: 刘玉飞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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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玉飞 --2021（第 149 号）-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21 

编号: 133528   (序号：3) 
姓名: 邬建强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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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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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玉飞 --2021（第 149 号）-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21 

编号: 134056   (序号：4) 
姓名: 侯娟 
职务: 公诉科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解放大道 36 号  安陆市检察院  
       邮编 : 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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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4058   (序号：5) 
姓名: 陈志坚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院 
      湖北省安孝感市陆市解放大道 38 号  安陆市法院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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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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4059   (序号：6) 
姓名: 杨耀龙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院 
      湖北省安孝感市陆市解放大道 38 号  安陆市法院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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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4060   (序号：7) 
姓名: 王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政法委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胜利路 73 号  老河口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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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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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编号: 134061   (序号：8) 
姓名: 何斌（2）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公安局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汉口路 7 号 老河口市公安局  
       邮编：44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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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编号: 134063   (序号：9) 
姓名: 雷春花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和平路派出所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花园路 359 号  和平路派出所 
       邮编：44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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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编号: 134065   (序号：10) 
姓名: 王天稚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检察院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中山路  老河口市检察院   
       邮编：44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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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编号: 134067   (序号：11) 
姓名: 关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法院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汉口路 23 号  老河口市法院  
       邮编：44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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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编号: 134069   (序号：12) 
姓名: 张少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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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拘留所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张老路   老河口市拘留所 
       邮编：44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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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4 

编号: 134194   (序号：13) 
姓名: 陈丰华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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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196   (序号：14) 
姓名: 李云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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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197   (序号：15) 
姓名: 万新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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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199   (序号：16) 
姓名: 狄建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草埠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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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00   (序号：17) 
姓名: 殷明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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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草埠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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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01   (序号：18) 
姓名: 薛明灿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草埠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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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03   (序号：19) 
姓名: 张晓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河溶水陆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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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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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204   (序号：20) 
姓名: 杨劲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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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05   (序号：21) 
姓名: 郑以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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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06   (序号：22) 
姓名: 牟宗全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白洋路 9 号  
      邮编：44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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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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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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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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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08   (序号：23) 
姓名: 金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第一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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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丰华 --2021（第 178 号）-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3 

编号: 134230   (序号：24) 
姓名: 张倩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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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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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家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7 

编号: 134232   (序号：25) 
姓名: 吴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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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街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兴街 34 号 
       邮编：43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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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家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7 

编号: 134234   (序号：26) 
姓名: 黄俊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看守所 (百步亭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 50-12 号 
       邮编：43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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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家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7 

编号: 134236   (序号：27) 
姓名: 严定国 
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洗脑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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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家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7 

编号: 134238   (序号：28) 
姓名: 赵亚东 
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保安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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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家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7 

编号: 134412   (序号：29) 
姓名: 江永洪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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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13   (序号：30) 
姓名: 党永生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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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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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14   (序号：31) 
姓名: 陈平（3）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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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16   (序号：32) 
姓名: 刘生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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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17   (序号：33) 
姓名: 彭焕然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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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19   (序号：34) 
姓名: 吴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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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0   (序号：35) 
姓名: 程蕾蕾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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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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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1   (序号：36) 
姓名: 肖大海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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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2   (序号：37) 
姓名: 王启权 
职务: 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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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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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424   (序号：38) 
姓名: 余小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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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6   (序号：39) 
姓名: 权成林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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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7   (序号：40) 
姓名: 赵海波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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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8   (序号：41) 
姓名: 王浩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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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29   (序号：42) 
姓名: 何秀林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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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33   (序号：43) 
姓名: 石春林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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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阳福大道 151 号 八里湾镇派出所 
       邮编：4384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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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春林--2021（第 189 号）- 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0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4434   (序号：44) 
姓名: 刘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阳福大道 151 号 八里湾镇派出所 
       邮编：4384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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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春林--2021（第 189 号）- 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0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4435   (序号：45) 
姓名: 刘辉和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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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阳福大道 151 号 八里湾镇派出所 
       邮编：4384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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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春林--2021（第 189 号）- 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0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4436   (序号：46) 
姓名: 徐少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发展大道 1 号  红安县公安局 
       邮编：43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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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春林--2021（第 189 号）- 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0 

编号: 134437   (序号：47) 
姓名: 马梁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政法委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迎宾大道 67 号  红安县政法委  
       邮编：43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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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春林--2021（第 189 号）- 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0 

编号: 134439   (序号：48) 
姓名: 万友先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拘留所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   风团县拘留所 
       邮编：438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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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春林--2021（第 189 号）- 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0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4548   (序号：49) 
姓名: 何开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 123 号市行政中心大楼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3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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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编号: 134549   (序号：50) 
姓名: 田俊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G316（澴川路）孝南区检察院   
       邮编：43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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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编号: 134551   (序号：51) 
姓名: 王秋隆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交通大道 270 号   孝感市中级法院 
       邮编：43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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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编号: 134552   (序号：52) 
姓名: 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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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交通大道 270 号   孝感市中级法院 
       邮编：43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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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7 

编号: 134837   (序号：53) 
姓名: 董应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分水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分水镇   分水派出所  
       邮编：4316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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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4839   (序号：54) 
姓名: 尚方成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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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城关镇人民大道 207 号 汉川市检察院  
       邮编：4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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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4841   (序号：55) 
姓名: 胡火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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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4842   (序号：56) 
姓名: 李翠峰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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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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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4843   (序号：57) 
姓名: 程小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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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4844   (序号：58) 
姓名: 刘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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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编号: 134845   (序号：59) 
姓名: 黄梦思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法院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路 12 号  孝昌县法院  
       邮编：432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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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4846   (序号：60) 
姓名: 陈增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看守所（汉川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汉川市西湖大道    汉川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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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迫害肖艳芳等 5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1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5262   (序号：61) 
姓名: 贾石松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三路 21 号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43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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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5456   (序号：62) 
姓名: 胡海坤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解放大道 36 号  安陆市检察院  
       邮编 : 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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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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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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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458   (序号：63) 
姓名: 叶天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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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459   (序号：64) 
姓名: 陆红洲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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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460   (序号：65) 
姓名: 向文轩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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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461   (序号：66) 
姓名: 许行辉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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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462   (序号：67) 
姓名: 詹建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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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465   (序号：68) 
姓名: 龚纯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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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铁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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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920   (序号：69) 
姓名: 谈敏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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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1   (序号：70) 
姓名: 朱继权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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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2   (序号：71) 
姓名: 王成军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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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4   (序号：72) 
姓名: 谢俊嵩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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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5   (序号：73) 
姓名: 陈振才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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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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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6   (序号：74) 
姓名: 刘发源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荆南大道 96 号   监利县公安局    
       邮编: 4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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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7   (序号：75) 
姓名: 罗海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荆南大道 96 号   监利县公安局    
       邮编: 4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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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8   (序号：76) 
姓名: 李海成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荆南大道 96 号   监利县公安局    
       邮编: 4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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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29   (序号：77) 
姓名: 何鸿湄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玉沙大道 39 号   监利县政法委  
       邮编: 4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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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6033   (序号：78) 
姓名: 罗明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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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政法委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碧涢路 210 号 安陆市政法委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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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035   (序号：79) 
姓名: 姚重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司法局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碧涢路 88 号  安陆市司法局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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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036   (序号：80) 
姓名: 董厚安 
职务: 第一检察部负责人、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检察院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解放大道 36 号  安陆市检察院  
       邮编 : 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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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037   (序号：81) 
姓名: 张婷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院 
      湖北省安孝感市陆市解放大道 38 号  安陆市法院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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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038   (序号：82) 
姓名: 涂军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院 
      湖北省安孝感市陆市解放大道 38 号  安陆市法院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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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039   (序号：83) 
姓名: 毛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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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院 
      湖北省安孝感市陆市解放大道 38 号  安陆市法院 
       邮编：4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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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041   (序号：84) 
姓名: 曹亚洲 
职务: 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木梓乡江河村 
      湖北省安孝感市安陆市木梓乡江河村  
       邮编：4326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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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卓顺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0 

编号: 136234   (序号：85) 
姓名: 付娟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港区花湖大道 19 号   黄石港区检察院   
       邮编：43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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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娟--2022（第 053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9 

编号: 136235   (序号：86) 
姓名: 周志华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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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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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娟--2022（第 053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9 

编号: 136237   (序号：87) 
姓名: 何利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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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娟--2022（第 053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9 

编号: 136238   (序号：88) 
姓名: 高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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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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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娟--2022（第 053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9 

编号: 136239   (序号：89) 
姓名: 胡晓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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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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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娟--2022（第 053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9 

编号: 136240   (序号：90) 
姓名: 黄开广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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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旭华--2022（第 054 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0 

编号: 136241   (序号：91) 
姓名: 陈端尧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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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旭华--2022（第 054 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0 

编号: 136242   (序号：92) 
姓名: 毛文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湛月路 1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邮编: 4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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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旭华--2022（第 054 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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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419   (序号：93) 
姓名: 司孝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 88 号 盘龙城派出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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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敦--2022（第 062 号）-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7 

编号: 136424   (序号：94) 
姓名: 王映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政法委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迎宾大道 67 号  红安县政法委  
       邮编：43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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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6425   (序号：95) 
姓名: 董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公安局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发展大道 1 号  红安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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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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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6428   (序号：96) 
姓名: 黄建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法院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发展大道 9 号  红安县法院  
       邮编：43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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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程连连等 3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3 

编号: 136576   (序号：97) 
姓名: 何秋珠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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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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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77   (序号：98) 
姓名: 蔡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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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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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78   (序号：99) 
姓名: 陈冰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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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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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79   (序号：100) 
姓名: 张映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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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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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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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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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81   (序号：101) 
姓名: 苏振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司法局水果湖街司法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司法局水果湖街司法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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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82   (序号：102) 
姓名: 黄芬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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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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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83   (序号：103) 
姓名: 刘汉水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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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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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85   (序号：104) 
姓名: 田清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亭派出所 
      湖北省武昌区东湖路东湖名邸一楼   东亭派出所  
       邮编：43007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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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86   (序号：105) 
姓名: 夏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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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亭派出所 
      湖北省武昌区东湖路东湖名邸一楼   东亭派出所  
       邮编：43007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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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587   (序号：106) 
姓名: 雷亚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亭派出所 
      湖北省武昌区东湖路东湖名邸一楼   东亭派出所  
       邮编：43007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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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印文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6 

编号: 136629   (序号：107) 
姓名: 胡艺（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黄陂大道 158 号  黄陂区政法委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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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0   (序号：108) 
姓名: 陈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黄陂大道 318 号    黄陂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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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2   (序号：109) 
姓名: 白宪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腾龙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佳海六巷  腾龙派出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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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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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633   (序号：110) 
姓名: 彭波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腾龙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佳海六巷  腾龙派出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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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4   (序号：111) 
姓名: 郭朝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 88 号 盘龙城派出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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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5   (序号：112) 
姓名: 黄维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 88 号 盘龙城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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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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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6   (序号：113) 
姓名: 孙立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 88 号 盘龙城派出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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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7   (序号：114) 
姓名: 曾伟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 88 号 盘龙城派出所  
       邮编：4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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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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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8   (序号：115) 
姓名: 朱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红旗街 12 号     新洲区政法委   
       邮编：43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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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编号: 136639   (序号：116) 
姓名: 顾玉梅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广场街 116 号  新洲区检察院    
       邮编：43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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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玲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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