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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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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湖南 

编号: 133460   (序号：1) 
姓名: 杨玉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政法委 
      湖南省株洲市天台路 308 号市委办公大楼   株洲市政法委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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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1   (序号：2) 
姓名: 李朝晖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 39 号   株洲市公安局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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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2   (序号：3) 
姓名: 肖榕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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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 39 号   株洲市公安局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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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3   (序号：4) 
姓名: 袁哲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政法委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北 1 号高新大夏 天元区政法委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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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4   (序号：5) 
姓名: 张伟文（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株洲市黄河北路 196 号  天元公安分局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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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5   (序号：6) 
姓名: 徐汉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46 号 泰山路派出所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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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7   (序号：7) 
姓名: 贺武夷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鑫盛路 芦淞区检察院 
       邮编：412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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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68   (序号：8) 
姓名: 周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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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鑫盛路 芦淞区检察院 
       邮编：412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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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70   (序号：9) 
姓名: 杜波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法院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55 号 芦淞区法院 
       邮编：41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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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71   (序号：10) 
姓名: 李朝龙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法院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55 号 芦淞区法院 
       邮编：41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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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73   (序号：11) 
姓名: 周凯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 38 号 株洲市中级法院  
       邮编：4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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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590   (序号：12) 
姓名: 石永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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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永强--2021（第 151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洞井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6 

编号: 133591   (序号：13) 
姓名: 欧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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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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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永强--2021（第 151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洞井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6 

编号: 133592   (序号：14) 
姓名: 王明玖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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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石永强--2021（第 151 号）-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洞井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6 

编号: 133617   (序号：15) 
姓名: 徐定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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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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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18   (序号：16) 
姓名: 曾为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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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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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19   (序号：17) 
姓名: 刘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杨嘉桥派出所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天马东路  杨嘉桥派出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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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20   (序号：18) 
姓名: 张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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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杨嘉桥派出所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天马东路  杨嘉桥派出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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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21   (序号：19) 
姓名: 蒋九久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东路 43 号  雨湖区检察院  
       邮编：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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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鲁孟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8 

编号: 133622   (序号：20) 
姓名: 马婷洁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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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东路 43 号  雨湖区检察院  
       邮编：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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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23   (序号：21) 
姓名: 杨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建设北路 309 号  雨湖区法院  
       邮编：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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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鲁孟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8 

编号: 133624   (序号：22) 
姓名: 杨柳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建设北路 309 号  雨湖区法院  
       邮编：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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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25   (序号：23) 
姓名: 刘述兵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看守所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海棠路 380 号   湘潭县看守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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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4273   (序号：24) 
姓名: 张春雄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北路盛世路 1 号开福区政府大院内 开福区政法委  
       邮编：41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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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祥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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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4274   (序号：25) 
姓名: 陈魁昱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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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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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祥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4276   (序号：26) 
姓名: 陈代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路 164 号  清水塘派出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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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祥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5 

编号: 134278   (序号：27) 
姓名: 李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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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双拥路 147 号 四方坪派出所 
       邮编：4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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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祥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5 

编号: 134892   (序号：28) 
姓名: 蒋亮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文庙派出所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文庙街道内环路老粮食局内 文庙派出所 
       邮编：4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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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893   (序号：29) 
姓名: 周辉（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检察院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九嶷南路 666 号  宁远县检察院 
       邮编：42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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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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894   (序号：30) 
姓名: 李梦醒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 78 号 新田检察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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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895   (序号：31) 
姓名: 黄桂萍 
职务: 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检察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 78 号 新田检察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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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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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897   (序号：32) 
姓名: 黄志岗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法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旁  新田县法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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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898   (序号：33) 
姓名: 乐剑军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法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旁  新田县法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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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899   (序号：34) 
姓名: 邓博丹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法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旁  新田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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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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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900   (序号：35) 
姓名: 杨骥彪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法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旁  新田县法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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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901   (序号：36) 
姓名: 乐素英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法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旁  新田县法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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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902   (序号：37) 
姓名: 叶梅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法院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龙泉大道旁  新田县法院  
       邮编：42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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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904   (序号：38) 
姓名: 何志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永州市看守所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泉陵路 12 号 永州市看守所   
       邮编：4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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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润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0 

编号: 134906   (序号：39) 
姓名: 刘荃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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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区 610）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 292 号  
       邮编 : 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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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鲁孟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8 

编号: 134907   (序号：40) 
姓名: 侯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96 号 雨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 : 4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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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鲁孟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8 

编号: 134908   (序号：41) 
姓名: 王超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看守所 
      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高新路 163 号 湘潭市看守所 
       邮编：41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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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鲁孟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8 

编号: 135726   (序号：42) 
姓名: 龙海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路 164 号  清水塘派出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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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5727   (序号：43) 
姓名: 邓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路 164 号  清水塘派出所  
       邮编：4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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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5728   (序号：44) 
姓名: 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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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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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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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5729   (序号：45) 
姓名: 杨忠（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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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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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5733   (序号：46) 
姓名: 蒲学联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政法委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中路 665 号  怀化市政法委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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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734   (序号：47) 
姓名: 曹洪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中路 417 号  鹤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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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736   (序号：48) 
姓名: 张伍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城中派出所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舞水路 241 号 城中派出所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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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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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737   (序号：49) 
姓名: 吴祖南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检察院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芷江镇三里坪  芷江县检察院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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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738   (序号：50) 
姓名: 杨清菊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检察院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芷江镇三里坪  芷江县检察院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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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740   (序号：51) 
姓名: 米久松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法院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芷江镇河西和平大道西侧   芷江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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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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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741   (序号：52) 
姓名: 陈庆振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法院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芷江镇河西和平大道西侧   芷江县法院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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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742   (序号：53) 
姓名: 李知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法院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中路 616 号  怀化市中级法院  
       邮编：4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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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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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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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7 

编号: 135931   (序号：54) 
姓名: 刘国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建设东路 88 号  常德市政法委    
       邮编：415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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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5932   (序号：55) 
姓名: 雷光宇 
职务: 检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检察院 
      湖南市常德市武陵区皂果路 978  武陵区检察院  
       邮编：4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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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编号: 135933   (序号：56) 
姓名: 严森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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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法委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渔父北路 18 号  桃源县政法委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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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5934   (序号：57) 
姓名: 陈会龙 
职务: 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法委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渔父北路 18 号  桃源县政法委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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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5935   (序号：58) 
姓名: 刘智 
职务: 院长（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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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渔父北路 004 号  桃源县法院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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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5936   (序号：59) 
姓名: 周侯全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渔父北路 004 号  桃源县法院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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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5937   (序号：60) 
姓名: 蔡婷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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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渔父北路 004 号  桃源县法院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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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编号: 136297   (序号：61) 
姓名: 刘敏慧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桔井路 27 号  
       邮编︰4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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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298   (序号：62) 
姓名: 唐朝铭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七里大道 37 号   
       邮编：4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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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299   (序号：63) 
姓名: 黄凯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七里大道 37 号   
       邮编：4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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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301   (序号：64) 
姓名: 扶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北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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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302   (序号：65) 
姓名: 张鑫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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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北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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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303   (序号：66) 
姓名: 李治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区 610）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西路 3 号 
       邮编: 4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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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304   (序号：67) 
姓名: 王全中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郴州市看守所 
      湖南省郴州市白露塘镇香山坪村梯子岭   郴州市看守所  
       邮编：423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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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敏慧--2022（第 056 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7 

编号: 136343   (序号：68) 
姓名: 高建平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政法委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解放路 1 号 县委办公楼  澧县政法委 
       邮编：415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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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6344   (序号：69) 
姓名: 孙智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渔父北路 004 号  桃源县法院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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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维、曾小林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0 

编号: 136345   (序号：70) 
姓名: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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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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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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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编号: 136346   (序号：71) 
姓名: 阚保勇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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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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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编号: 136347   (序号：72) 
姓名: 潘旺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政法委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 517 号区机关大院  岳麓区政法委  
       邮编：41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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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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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编号: 136348   (序号：73) 
姓名: 黄泽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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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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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编号: 136349   (序号：74) 
姓名: 邹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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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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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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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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6351   (序号：75) 
姓名: 陈芳（2）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检察院 
      湖南省浏阳市白沙路 25 号 浏阳市检察院  
       邮编：4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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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编号: 136353   (序号：76) 
姓名: 伍玉联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白沙路 5 号  浏阳市法院  
       邮编：4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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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0 

 


	责任人 - 地区: 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