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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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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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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编号: 133605   (序号：1) 
姓名: 汪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小金台路 8 号   百花洲派出所  
       邮编：33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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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副所长罗雪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责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71 

编号: 133986   (序号：2) 
姓名: 李建林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政法委 
      江西省抚州市行政中心 A312 室  抚州市政法委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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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87   (序号：3) 
姓名: 罗富杨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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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州市迎宾大道 1099 号 抚州市公安局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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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88   (序号：4) 
姓名: 何敬刚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检察院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迎宾大道  临川区检察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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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89   (序号：5) 
姓名: 周家新（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南门路 377 号  临川区法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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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90   (序号：6) 
姓名: 赖彩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金巢大道 38 号  抚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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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91   (序号：7) 
姓名: 邱小昌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金巢大道 38 号  抚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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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92   (序号：8) 
姓名: 陈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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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金巢大道 38 号  抚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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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93   (序号：9) 
姓名: 李元庆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金巢大道 38 号  抚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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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94   (序号：10) 
姓名: 陈韵如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法院 
      江西省抚州市金巢大道 38 号  抚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34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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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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3995   (序号：11) 
姓名: 高北平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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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4188   (序号：12) 
姓名: 姚彦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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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初金--2021（第 176 号）-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1 

编号: 134190   (序号：13) 
姓名: 万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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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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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初金--2021（第 176 号）-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1 

编号: 134672   (序号：14) 
姓名: 熊运浪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市 610)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雄州路 169 号 市委大楼南三楼 
       邮编: 330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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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谢春媚等 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6 

编号: 134674   (序号：15) 
姓名: 万俊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99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5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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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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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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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谢春媚等 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6 

编号: 135557   (序号：16) 
姓名: 刘晓华（2）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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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编号: 135558   (序号：17) 
姓名: 沈王春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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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编号: 135559   (序号：18) 
姓名: 王海辉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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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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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编号: 135560   (序号：19) 
姓名: 段光志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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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编号: 135562   (序号：20) 
姓名: 刘国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6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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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责任人 - 地区: 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