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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编号: 27682
序号：1
姓名: 黄克亮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瑞昌市赛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瀼溪东路 邮编：332200
电话：黄克亮 135079235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83
序号：2
姓名: 陈光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大道辅路 邮编：332005
电话：九江市公安局：总机 0792-8278999、8118539
局长陈光明 电话：0792－8278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84
序号：3
姓名: 唐久根
职务: 副书记 （分管“61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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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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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大道辅路 邮编：332005
电话：九江市公安局：总机 0792-8278999、8118539
副书记唐久根（分管“610”）0792-8278003、宅 8237578、1390792757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85
序号：4
姓名: 陈爵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莲北路 282 号
电话：九江市看守所 电话：0792－8171100

电话：8171100 邮编：332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86
序号：5
姓名: 宋溢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莲北路 282 号
电话：九江市看守所 电话：0792－8171100

电话：8171100 邮编：332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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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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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87
序号：6
姓名: 朱拾根
职务: 政委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莲北路 282 号
电话：九江市看守所 电话：0792－8171100

电话：8171100 邮编：332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88
序号：7
姓名: 干文婷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九江市九莲北路 282 号
电话：九江市看守所 电话：0792－8171100

电话：8171100 邮编：332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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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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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689
序号：8
姓名: 江任发 (2)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公安局邮编：332000
电话：九江市庐山公安局电话 0792－82812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90
序号：9
姓名: 张洪博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庐山区十里大道１４９号 邮政：332005 电话：0792-8251213
电话：庐山“610”主任张洪博电话 1390702111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27691
序号：10
姓名: 孙伟光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庐山区十里大道１４９号 邮政：332005 电话：0792-8251213
电话：庐山“610”主任孙伟光电话 1390702111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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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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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9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瑞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玉明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92

编号: 30202
序号：11
姓名: 陈林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3
序号：12
姓名: 邢锋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4
序号：1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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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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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骆少骏
职务: 执行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5
序号：14
姓名: 邵晖
职务: 执行局副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6
序号：15
姓名: 罗曦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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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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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7
序号：16
姓名: 许峰
职务: 庭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8
序号：17
姓名: 杨芳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09
序号：18
姓名: 郭直政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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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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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0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10
序号：19
姓名: 郭晓松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6 号 邮编： 332005
电话： 0792-825142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1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11
序号：20
姓名: 李修江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72 号 邮编： 332000
电话：0792-82517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1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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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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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212
序号：21
姓名: 张玉清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72 号 邮编： 332000
电话：0792-82517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13
序号：22
姓名: 涂弘莹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72 号 邮编： 332000
电话：0792-82517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0214
序号：23
姓名: 王南华
职务: 副局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前进东路 188 号 邮编： 332900
电话： 0792-82791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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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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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吴腾鹏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62

编号: 31759
序号：24
姓名: 邱作敏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编号: 31760
序号：25
姓名: 周茜琴
职务: 大队长,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警察周茜琴（大队长）：0791-8219263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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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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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1761
序号：26
姓名: 李秀英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163 号 邮编：330006
电话：管理科 791-6362101 政治处 791-6363297 791-6362130
791-636205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编号: 31762
序号：27
姓名: 洪绍华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163 号 邮编：330006
电话：管理科 791-6362101 政治处 791-6363297 791-6362130
791-6362057
大队长洪绍华：0791-3751900-85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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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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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763
序号：28
姓名: 陈文 (2)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163 号 邮编：330006
电话：管理科 791-6362101 政治处 791-6363297 791-6362130
791-636205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编号: 31764
序号：29
姓名: 邱阳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163 号 邮编：330006
电话：管理科 791-6362101 政治处 791-6363297 791-6362130
791-63620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编号: 31765
序号：3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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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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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余丽香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163 号 邮编：330006
电话：管理科 791-6362101 政治处 791-6363297 791-6362130
791-63620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编号: 31766
序号：31
姓名: 万国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东一路 136 号 邮编：330024
电话：07918401170 079184452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6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舒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58

编号: 32581
序号：32
姓名: 涂乐萍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抚临大道 268 号
电话: 0794- 822 5200

邮编:3440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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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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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乐萍 13807947979 办公室 82681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2582
序号：33
姓名: 陈思辉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抚临大道 268 号
电话: 0794- 822 5200
陈思辉 1370794767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2
迫害案例:


邮编:344000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2583
序号：34
姓名: 何方明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上顿渡建设路 19 号
邮编:344000
电话: 何方明 13507948683
临川区纪委:8469716 区委组织部: 844122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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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4 of 48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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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2584
序号：35
姓名: 黄国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抚临大道 268 号
电话: 0794- 822 5200

邮编:344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2585
序号：36
姓名: 周建荣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
传真：0794-8228995 邮箱:lcqfy@chinacourt.org
电话: 0794-8264251；0794-8228995；0794-822871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5
迫害案例:


邮编:344100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2586
序号：37
姓名: 李仲学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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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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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检察院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 邮编:344100
电话：0794-821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2587
序号：38
姓名: 黄振辉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抚州市看守所
电话:：（0794）8422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7
迫害案例:


邮编:344000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季萍、陈永清、赵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80

编号: 35112
序号：39
姓名: 白马京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劳动教养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南路 516 号 邮编:330077
电话:0791-8865001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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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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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3
序号：40
姓名: 石琼瑛
职务: 一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一大队大队长石琼瑛（警号 36240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4
序号：41
姓名: 蔡芳艳
职务: 一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一大队副大队长蔡芳艳：0791-362405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5
序号：42
姓名: 谢世清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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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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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中队长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警察谢世清（中队长，警号 3624092）：0791-362409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6
序号：43
姓名: 丁小青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7
序号：44
姓名: 洪艳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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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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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8
序号：45
姓名: 王小琼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19
序号：46
姓名: 何雪英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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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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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120
序号：47
姓名: 刘丽娟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1
序号：48
姓名: 王小萍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江西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博览路 826 号 邮编：330001
电话：0791-821822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2
序号：49
姓名: 徐十斗
职务: 局长 (原任) （现任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 23 号 邮编：330200
电话：办公室 0791-571935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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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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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局长徐十斗（现任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13870612999 宅 0791-5738088 局长热线 0791889210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3
序号：50
姓名: 万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 23 号 邮编：330200
电话：办公室 0791-5719353
国保大队教导员万建华：办公室 0791-571935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4
序号：51
姓名: 樊小刚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 23 号 邮编：330200
电话：办公室 0791-5719353
警察樊小刚（国保副队长）：0791-5712256-7124 （0791-573868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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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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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5
序号：52
姓名: 邓光勇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阳路 736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5996528 0791-5996731
原任所长邓光勇：0791-5711605 0791-5996258 0791-5711577 139708208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6
序号：53
姓名: 李红春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阳路 736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5996528 0791-59967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7
序号：54
姓名: 王建勇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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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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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阳路 736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5996528 0791-59967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8
序号：55
姓名: 龚永峰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阳路 736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5996528 0791-59967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29
序号：56
姓名: 刘保生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阳路 736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5996528 0791-59967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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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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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2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130
序号：57
姓名: 黄磊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阳路 736 号 邮编：330200
电话：0791-5996528 0791-59967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3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及南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111

编号: 35738
序号：58
姓名: 汪铭
职务: 片警
单位: 江西省桃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源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苑中路 邮
编：330025
电话：0791-7085176、0791-6700148（援助热线）、0791-6564530（投诉电话）、189709113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3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3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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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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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181
序号：59
姓名: 朱学兴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政法委、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 266 号 邮编：330009
电话：0791-661685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2
序号：60
姓名: 雷虹
职务: 院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邮编：330009
电话：办公室 0791-86783341 传真 0791-86768718
区法院院长雷虹：0791-86773745 1387062801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3
序号：61
姓名: 龚文兵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邮编：330009
电话：办公室 0791-86783341 传真 0791-86768718
刑事庭庭长龚文兵：0791-86768347 1387080677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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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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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4
序号：62
姓名: 刘春荣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邮编：330009
电话：办公室 0791-86783341 传真 0791-86768718
刑事庭副庭长刘春荣：0791-86783031 136079122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5
序号：63
姓名: 余建文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邮编：330009
电话：办公室 0791-86783341 传真 0791-86768718
刑事庭副庭长余建文：0791-86783031 1380353517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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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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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186
序号：64
姓名: 张水兰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 33 号 邮编：330009
电话：办公室 0791-86783341 传真 0791-86768718
刑事庭副庭长张水兰：0791-86783031 138700701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7
序号：65
姓名: 涂平贵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 168 号 邮编：330003
电话：0791-6233453 0791-6215571
区检察院检察长涂平贵：0791-86008866 138708616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8
序号：66
姓名: 郁洪平
职务: 副局长 (原任)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99 号 邮编：33000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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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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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91-6267577
原分局副局长郁洪平：0791-82056095 0791-86598700 137070920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89
序号：67
姓名: 刘叶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朝阳农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 邮编：330025
电话：0791-6575041 0791-86574110
农场派出所所长刘叶（刘 烨）：139791122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90
序号：68
姓名: 李传忠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朝阳农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 邮编：330025
电话：0791-6575041 0791-86574110
李姓副所长（李传忠）：138035104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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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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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36191
序号：69
姓名: 刘杨柳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朝阳农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生路 邮编：330025
电话：0791-6575041 0791-86574110
警察刘杨柳：136070913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舒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80

编号: 40183
序号：70
姓名: 方飞
职务: 政委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0184
序号：71
姓名: 黄益会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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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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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前任)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编号: 40185
序号：72
姓名: 伍尤龙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伍尤龙，国安大队第
三个头子，13879286555（手机）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0186
序号：73
姓名: 谭新民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谭新民 教导员
13707922988 62524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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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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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0187
序号：74
姓名: 张长明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编号: 40188
序号：75
姓名: 张世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彭家阁 1 号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编号: 40189
序号：76
姓名: 郭华初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看守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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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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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都昌镇沿湖路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8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0190
序号：77
姓名: 王水旺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江西省都昌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都昌镇沿湖路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9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0191
序号：78
姓名: 宋琦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9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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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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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火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0

编号: 40711
序号：79
姓名: 黄牡香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三元楼 邮编︰344000
电话︰0794-8283693 电子邮件 jxs105967@126.c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2
序号：80
姓名: 勒世标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迎宾大道 1099 号 邮编：344000
电话︰0794-82234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3
序号：81
姓名: 梅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政法委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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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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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小岭头 9 号 邮编︰344700
电话：0794-725256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4
序号：82
姓名: 汪海鸥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大道 邮编︰344700
电话︰（县公安局）0794-725329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5
序号：83
姓名: 黎明华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大道 邮编︰344700
电话︰（县公安局）0794-7253292
副局长黎明华（分管国保）：139070408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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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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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6
序号：84
姓名: 黄华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大道 邮编︰344700
电话︰（县公安局）0794-7253292
国保大队大队长黄华：135179468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7
序号：85
姓名: 刘洪海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大道 邮编︰344700
电话︰（县公安局）0794-7253292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刘洪海： 138794079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8
序号：86
姓名: 谢瑾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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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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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第二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第二看守所 邮编︰344100
电话︰（临川公安分局）总机 0794-88255149 转
警察谢瑾(女)：139704034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19
序号：87
姓名: 龚健健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南门路 377 号 邮编︰344100
电话︰0794-8431469
临川法院审判长龚健健：138704651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20
序号：88
姓名: 吴娟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南门路 377 号 邮编︰344100
电话︰0794-84314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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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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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0721
序号：89
姓名: 黄彪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临川大道 796 号 邮编︰344000
电话︰0794-8230072 0794-823003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2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城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建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710

编号: 41669
序号：90
姓名: 吴志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 154 号 邮编：33000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6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美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53

编号: 41670
序号：91
姓名: 王敏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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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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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7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美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53

编号: 41671
序号：92
姓名: 屈燕疆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7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美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53

编号: 41672
序号：93
姓名: 杨金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7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美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5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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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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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673
序号：94
姓名: 王柳青
职务: 民警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蓼州街小区警务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7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美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53

编号: 42096
序号：95
姓名: 占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都昌镇沿湖路
邮编:332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09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097
序号：96
姓名: 龚炳孙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拘留所 龚炳孙 所长 13507020956 6251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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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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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097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098
序号：97
姓名: 黄卖苟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拘留所 黄卖苟 教导员 13803553848 6251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098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099
序号：98
姓名: 伍恒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周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周溪派出所
邮编: 332600
电话: 0792-5589318
伍恒华 所长 5223135-463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099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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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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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100
序号：99
姓名: 何祥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周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周溪派出所
邮编: 332600
电话: 0792-5589318
周溪派出所警察何祥华，（迫害很卖力） 13870281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00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101
序号：100
姓名: 曹达贵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周溪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 九江市 都昌县 周溪镇 邮编：332609
曹达贵，男，周溪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13979211465（手机），办公室 0792-5589588，家庭电话
0792-52278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102
序号：101
姓名: 罗贤林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三汊港镇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三汊港镇人民政府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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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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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332606
电话: 0792-5271115
副书记罗贤林，手机：13507061648，189792157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103
序号：102
姓名: 赵策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三汊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三汊港派出所
邮编: 332600
电话: 0792-5271077
http://www.jjsga.gov.cn
所长赵策， 43 岁，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当到三汊港镇派出所当所长。5271077（办公），
13807023282（手机）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国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3

编号: 42302
序号：103
姓名: 苏荣
职务: 书记
单位: 江西省省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省委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豫章路
邮编: 330006
电话: 0791-624222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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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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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省政府: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69 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622416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02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育珍致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1

编号: 42303
序号：104
姓名: 吴新雄
职务: 省长
单位: 江西省省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省委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豫章路
邮编: 330006
电话: 0791-6242222
江西省省政府: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69 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622416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0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育珍致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1

编号: 42304
序号：105
姓名: 黎利
职务: 监管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市辖区北京东路 222 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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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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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330000
电话: 0791-8312947 (监检处处长 黎丽)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04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育珍致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1

编号: 42305
序号：106
姓名: 阎循店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江西省监狱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南路 1 号 邮编 330006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05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育珍致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1

编号: 42306
序号：107
姓名: 祝良
职务: 政委
单位: 江西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南路 1 号邮编 33000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06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育珍致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7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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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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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585
序号：108
姓名: 王刚 (2)
职务: 所长
单位: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官牌夹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九瑞路 九瑞大道 127 号 邮编︰332000
电话：0792-8361245 0792-8371234 0792-85955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8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梅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谢金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583

编号: 42734
序号：109
姓名: 林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江西省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34
迫害案例:
编号: 42735
序号：110
姓名: 沈亚男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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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5 of 48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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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35
迫害案例:
编号: 42736
序号：111
姓名: 万小根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委维稳办、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36
迫害案例:
编号: 42737
序号：112
姓名: 罗永银
职务: 主任 (省公安厅副厅长)
单位: 江西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37
迫害案例:
编号: 42738
序号：113
姓名: 袁才华
职务: 专职副主任
单位: 江西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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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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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38
迫害案例:
编号: 42739
序号：114
姓名: 余水根
职务: 二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39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0
序号：115
姓名: 万拥
职务: 二处副处长
单位: 江西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0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1
序号：116
姓名: 谢冬生
职务: 二处调研员
单位: 江西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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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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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1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2
序号：117
姓名: 王飞
职务: 一处处长
单位: 江西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 10 号
邮编：330006
电话： 0791-839850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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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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