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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编号: 43278 
序号：1 
姓名: 栾广生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广东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公安厅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 97  邮编：510080 
办公室：020-8383073 广东省公安厅电话：总机：020-838329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78 
迫害案例:  

  
编号: 43363 
序号：2 
姓名: 郑双怀 
职务: 公共网络安全管理科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深圳市公安局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4018 号 邮编:518008 
电话：755-25572155 
Email：szwz@gdga.gov.cn 
www.szga.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63 
迫害案例:  

  
编号: 43364 
序号：3 
姓名: 李静 
职务: 公共网络安全管理科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深圳市公安局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4018 号 邮编:518008 
电话：755-25572155 
Email：szwz@gdga.gov.cn 
www.szga.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64 
迫害案例:  

  
编号: 45107 
序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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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勇 
职务: 科长 
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中山一路 17 号 市 610 办公室 邮编: 524032 
电话/传真: 0759-3211067 
科长陈勇：0759-321106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08 
序号：5 
姓名: 黄祖华 
职务: 人员 （赤坎区 610 负责人） 
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中山一路 17 号 市 610 办公室 邮编: 524032 
电话/传真: 0759-3211067 
人员黄祖华（赤坎区 610 负责人）：0759-3368422 1300562292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09 
序号：6 
姓名: 黄伟 (2) 
职务: 人员 （洗脑班校长） 
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中山一路 17 号 市 610 办公室 邮编: 524032 
电话/传真: 0759-3211067 
人员黄伟（洗脑班校长）：13828268181 132295620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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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0 
序号：7 
姓名: 黄志军 
职务: 人员 （洗脑班副校长） 
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中山一路 17 号 市 610 办公室 邮编: 524032 
电话/传真: 0759-3211067 
人员黄志军（“副校长”）：1382821633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1 
序号：8 
姓名: 庞康稳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雷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大道 6 号 邮编:524200 
电话: 0759-88129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2 
序号：9 
姓名: 陈恩禄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广东省雷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大道 6 号 邮编:524200 
电话: 0759-8812902 
市“610 办公室”主任陈恩禄：13822566456 办 0759-881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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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3 
序号：10 
姓名: 陈道新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广东省雷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大道 6 号 邮编:524200 
电话: 0759-8812902 
市“610 办公室”副主任陈道新：13590006689 0759-881424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4 
序号：11 
姓名: 符少群 
职务: 校长 
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法制学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幸福路 69 号 邮编:524034 
电话: 办公室 0759-3334123 0759-3888862 
市法制学校校长符少群：18927677933 13702882620 0759-3390921 0759-388886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5 
序号：12 
姓名: 罗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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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雷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雷城镇雷州大道 106 号 邮编:524200 
电话: 0759-8801969 0759-888813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116 
序号：13 
姓名: 李春雷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雷州市城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雷城镇曲街 165 号 邮编:524200 
电话: 0759-8845824 电子邮箱 lzga@qq.com 
派出所所长李春雷：138225660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1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湛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6 

  
编号: 45508 
序号：14 
姓名: 刘苑珊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 319 号 主楼西 615 室 邮编： 
511400 
电话：020-84636110 
传真 020-84635511 
电子邮箱 zhengfawei@panyu.gov.cn 
区政法委书记刘苑珊： 020-84694795 020-84561588 1390222882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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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09 
序号：15 
姓名: 黎宇轩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66238 
区分局局长黎宇轩：办 020-84823111 宅 020-38844982 13609050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0 
序号：16 
姓名: 李沛林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中三横路 9 号 邮编： 510006 
电话: 办公室 020-34728189 020-84720100 
邮箱 xgw_police@163.com 
所长李沛林：020-34729199 139023873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1 
序号：17 
姓名: 黎向民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中三横路 9 号 邮编： 510006 
电话: 办公室 020-34728189 020-847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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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xgw_police@163.com 
教导员黎向民：020-34721128 13802832022 020-347292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2 
序号：18 
姓名: 张粤生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公安基地看守所 邮编：511483 
电话：020-84736974 020-84821229 020-34737909 
番禺区看守所所长张粤生： 020-84734651 020-34601338 138092046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3 
序号：19 
姓名: 邱伏丰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公安基地看守所 邮编：511483 
电话：020-84736974 020-84821229 020-34737909 
教导员邱伏丰：020-84734652 020-84781080 1390238709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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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514 
序号：20 
姓名: 麦雄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沙湾区刑事审判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 69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30133 020-84831722 
刑庭 020-348793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5 
序号：21 
姓名: 陈德萍 
职务: 副校长（分管保卫处） 
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电话：（北校区）020-36205388 
地址：（南校区）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外环东路 178 号 邮编：510006 
电话：（南校区）020-39328897 
监控室 020-39328105 
电子邮箱 gzcdp2018@163.com 
副校长陈德萍（分管保卫处）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6 
序号：22 
姓名: 钟罗军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电话：（北校区）020-36205388 
地址：（南校区）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外环东路 178 号 邮编：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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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南校区）020-39328897 
监控室 020-39328105 
电子邮箱 gzcdp2018@163.com 
保卫处处长钟罗军：020-36207168 020-36206180 1380283099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7 
序号：23 
姓名: 邓雄 
职务: 校卫二中队（保安） 
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电话：（北校区）020-36205388 
地址：（南校区）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外环东路 178 号 邮编：510006 
电话：（南校区）020-39328897 
监控室 020-39328105 
电子邮箱 gzcdp2018@163.com 
校卫二中队（保安）邓雄：1866486252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8 
序号：24 
姓名: 朱亚辉 
职务: 校卫二中队（保安） 
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电话：（北校区）020-36205388 
地址：（南校区）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外环东路 178 号 邮编：510006 
电话：（南校区）020-39328897 
监控室 020-39328105 
电子邮箱 gzcdp2018@163.com 
校卫二中队（保安）朱亚辉：1890222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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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19 
序号：25 
姓名: 殷胜财 
职务: 校卫二中队（保安） 
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电话：（北校区）020-36205388 
地址：（南校区）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外环东路 178 号 邮编：510006 
电话：（南校区）020-39328897 
监控室 020-39328105 
电子邮箱 gzcdp2018@163.com 
校卫二中队（保安）殷胜财：1353328006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1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520 
序号：26 
姓名: 陈思欣 
职务: 监控室 
单位: 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 号 邮编：510420 
电话：（北校区）020-36205388 
地址：（南校区）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外环东路 178 号 邮编：510006 
电话：（南校区）020-39328897 
监控室 020-39328105 
电子邮箱 gzcdp2018@163.com 
监控室陈思欣：137108828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2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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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5815 
序号：27 
姓名: 杜小洋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府）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临江北路 主楼 1212 房 市政法委 邮编: 
522000 电话:（市政法委）0663-8768375 市政法委书记杜小洋: 13902753316 办 0663-853631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16 
序号：28 
姓名: 谢耀琪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晓翠路 东侧 邮编: 522000 
电话: 0663-8234850 
市公安局局长谢耀琪: 13925637111 13502525508 138023655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17 
序号：29 
姓名: 林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晓翠路 东侧 邮编: 522000 
电话: 0663-823485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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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18 
序号：30 
姓名: 张林华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广东省揭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府）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霖都大道 邮编: 522400 
电话: 0663-5583255 
地址:（县公安局）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新安路 邮编: 522400 
电话: 0663-5584302 总机 0663-5582115 5517770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张林华: 139256080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19 
序号：31 
姓名: 魏伟填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揭西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霖都大道 78 号 邮编:522400 
电话: 0663-5584383 0663-5584483 
检察长魏伟填: 1392561098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20 
序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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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蔡少冲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马牙街 北河大桥旁 邮编: 522000 
电话:（0663）8737855 
值班 8737855 
传真 873756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2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21 
序号：33 
姓名: 唐建波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兴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马牙街 北河大桥旁 邮编: 522000 
电话:（0663）8737855 
值班 8737855 
传真 8737563 
教导员唐建波: 13580195555 办 0663-87373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2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22 
序号：34 
姓名: 阮道武 
职务: 副院长（原任）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慈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淡浦路 邮编: 522000 
电话: 0663-8737933 0663-872812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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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2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5823 
序号：35 
姓名: 林浩志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榕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进贤门大道 邮编: 522000 
电话: 0663-8622131 
传真 0663-86591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2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4 

  
编号: 46112 
序号：36 
姓名: 黄耀东 
职务: 宝安区政法委副书记、西乡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政法委、西乡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960 室，邮编：518130， 
电话：0755-29996302，0755-29998497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西乡街道办 邮政编码: 518102 
党工委办公室 0755－27932044 
维稳综治办 0755－2793213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2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3 
序号：37 
姓名: 李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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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宝安区西乡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维稳综治办主任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党工委、、维稳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960 室，邮编：518130， 
电话：0755-29996302，0755-29998497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西乡街道办 邮政编码: 518102 
党工委办公室 0755－27932044 
维稳综治办 0755－2793213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3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4 
序号：38 
姓名: 王浩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湖滨路 3 号 邮政编码：518101 
指挥处：0755-85131384 
传真：0755-851314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4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5 
序号：39 
姓名: 颜长缨 
职务: 副局长颜长缨（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湖滨路 3 号 邮政编码：518101 
指挥处：0755-85131384 
传真：0755-8513141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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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6 
序号：40 
姓名: 宋继江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一号（邮编：518101） 
案件科电话：0755－2966885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6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7 
序号：41 
姓名: 刘景健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一号（邮编：518101） 
案件科电话：0755－2966885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7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8 
序号：42 
姓名: 林段琴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一号（邮编：518101） 
案件科电话：0755－2966885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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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8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19 
序号：43 
姓名: 郑静 
职务: 公诉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一号（邮编：518101） 
案件科电话：0755－2966885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9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0 
序号：44 
姓名: 闻长智 
职务: 院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 3 号 邮编：518101 
电话：号段：0755-29997100 至 0755-299979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0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1 
序号：45 
姓名: 张湘丽 
职务: 普法办专职副主任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路 76 号 邮编：518101 
联系电话：0755－2787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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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fj_baoan@163.com 
网址：http://sfj.baoan.gov.cn 
区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组办公室（普法办）：0755－27874795 
宝安区司法局普法办专职副主任张湘丽（曾经是 610 成员，参与过迫害童琳）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1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2 
序号：46 
姓名: 冯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17 号 邮编：518101 
传真：0755－27585160 
电话：0755－84455305 0755－844552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2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3 
序号：47 
姓名: 李秀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17 号 邮编：518101 
传真：0755－27585160 
电话：0755－84455305 0755－844552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3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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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124 
序号：48 
姓名: 乐柳东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17 号 邮编：518101 
传真：0755－27585160 
电话：0755－84455305 0755－844552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4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5 
序号：49 
姓名: 开臻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17 号 邮编：518101 
传真：0755－27585160 
电话：0755－84455305 0755－844552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5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6 
序号：50 
姓名: 林昆铎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17 号 邮编：518101 
传真：0755－27585160 
电话：0755－84455305 0755－844552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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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6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7 
序号：51 
姓名: 国涛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村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西乡镇九围村 邮编 518000 
看守所电话：0755-29914510、 
传真：0755-9913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7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8 
序号：52 
姓名: 唐楚雄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村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西乡镇九围村 邮编 518000 
看守所电话：0755-29914510、 
传真：0755-9913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8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29 
序号：53 
姓名: 吴振国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村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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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西乡镇九围村 邮编 518000 
看守所电话：0755-29914510、 
传真：0755-9913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29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30 
序号：54 
姓名: 张双莲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村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西乡镇九围村 邮编 518000 
看守所电话：0755-29914510、 
传真：0755-9913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0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131 
序号：55 
姓名: 边巴卓嘎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村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西乡镇九围村 邮编 518000 
看守所电话：0755-29914510、 
传真：0755-9913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1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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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132 
序号：56 
姓名: 吴金道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村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西乡镇九围村 邮编 518000 
看守所电话：0755-29914510、 
传真：0755-99135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2 
迫害案例:  

 追查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11 

  
编号: 46443 
序号：57 
姓名: 胡锦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

：518052 
电话：0755-84453871 84453877 0755-26542405 
传真 0755-26542064 
书记胡锦（男 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1960 年 10 月生 汉族 四川成都人）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44 
序号：58 
姓名: 王力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邮编: 518000 
电话：办公室 0755-26568288 26542401 0755-26648828 
区“610 办公室”主任王力：办 0755-26563676 138022233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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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45 
序号：59 
姓名: 刘凤俊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深南大道 388 号 邮编: 518052 
电话：0755-26610013 0755-84466099 
投诉 0755-84466017 
传真 84466020 email nsgajw@126.com 
区公安分局局长刘凤俊（副区长 男 汉族 1957.8.15 出生 籍贯黑龙江牡丹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46 
序号：60 
姓名: 黄海南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深南大道 388 号 邮编: 518052 
电话：0755-26610013 0755-84466099 
投诉 0755-84466017 
传真 84466020 email nsgajw@126.com 
国保大队教导员黄海南：0755-26012534 13502893031 0755-2643122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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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447 
序号：61 
姓名: 何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深南大道 388 号 邮编: 518052 
电话：0755-26610013 0755-84466099 
投诉 0755-84466017 
传真 84466020 email nsgajw@126.com 
国保大队教导员何伟：13510865338 0755-26699619 0755-2671070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48 
序号：62 
姓名: 李冰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 26 号 邮政编码：518052 
联系电话：0755-26469113。 
联系电话：86608000 0755-26469191 
纪检监察投诉电话：86608039 86608036 
联系邮箱：nsqfy_bgs@chinacourt.org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49 
序号：63 
姓名: 申晴 
职务: 检察员（公诉人）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6 号 邮政编码：518052 
值守中心：86212626 86212629（传真） 
举报电话：86229200 12309（全市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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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询电话：86212703 86212725 
申晴电话：0755-8621289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50 
序号：64 
姓名: 沈礼国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花果路 68 号 邮编:518067 
电话：0755-26693311 
传真 0755-26816665 
警察沈礼国（警号 060430）：0755-26816609 13802280503 0755-267005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451 
序号：65 
姓名: 张永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 邮编: 
518054 
电话：值班 0755-26555250 26555896 
传真 265558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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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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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52 
序号：66 
姓名: 陈劲夫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八路 309 号（桃花园 蛇口沃尔玛附近） 邮
编: 518067 
电话：0755-26971574 0755-268883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42 

  
编号: 46688 
序号：67 
姓名: 叶锦祥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 2 号，邮编：510360 
电话：8159978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89 
序号：68 
姓名: 梁国诚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政法委)：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 2 号，邮编：510360 
电话：8159978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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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90 
序号：69 
姓名: 欧钢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政法委)：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 2 号，邮编：510360 
电话：8159978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91 
序号：70 
姓名: 夏福贤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198 号  邮编：510370 
电话：831155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92 
序号：71 
姓名: 沈绍朴 
职务: 教导员（负责派出所工作）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安分局金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金花直街 13 号； 邮政编码：510170 
电子邮箱： gzlwjhps@163.com. 
办公电话：020-81074706; 83127962 
传真电话：020-83127962.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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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93 
序号：72 
姓名: 王雄飞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57 号 邮编：510037 
值班室电话：83560000，传真：835558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94 
序号：73 
姓名: 许锋杰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57 号 邮编：510037 
值班室电话：83560000，传真：835558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695 
序号：74 
姓名: 张家盈 
职务: 法官助理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寺右北一街三巷  邮编：5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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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举报 87365002 
信访电话：87376561 传真：87392078 
法官助理：张家盈 
联系电话：020-8300916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9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7 

  
编号: 46802 
序号：75 
姓名: 张志才 
职务: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 市政法委 610)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熏风路 9 市委大院 邮编：
512000 
韶关市市委电话：(市委) 0751-8897373 
电话：(市政法委 610) 0751-8897445 0751-88853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6803 
序号：76 
姓名: 吴文丽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 市政法委 610)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熏风路 9 市委大院 邮编：
512000  
韶关市市委电话：(市委) 0751-8897373  
电话：(市政法委 610) 0751-8897445 0751-88853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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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6804 
序号：77 
姓名: 邓伟荣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乐昌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 512200 
电话: 0751-5551084 
传真 0751-680500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编号: 46805 
序号：78 
姓名: 朝树植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皇岗口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港路 50 号 邮编: 518033 
电话:0755-84462110 
户籍科 0755-84462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编号: 46806 
序号：79 
姓名: 蒋俊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皇岗口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港路 50 号 邮编: 5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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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4462110 
户籍科 0755-84462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编号: 46807 
序号：80 
姓名: 黄延武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皇岗口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港路 50 号 邮编: 518033 
电话:0755-84462110 
户籍科 0755-84462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编号: 46808 
序号：81 
姓名: 周元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皇岗口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港路 50 号 邮编: 518033 
电话:0755-84462110 
户籍科 0755-844620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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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809 
序号：82 
姓名: 刘成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梅林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观路八号 福田看守所内 邮编: 518049 
电话: 0755-84462756 83113218 
接待室 844627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编号: 46810 
序号：83 
姓名: 陈国兴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梅林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观路八号 福田看守所内 邮编: 518049 
电话: 0755-84462756 83113218 
接待室 844627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1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乐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01 

  
编号: 47258 
序号：84 
姓名: 文浩培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 府前路东路５号 邮编

：512100 
电话：（区政法委）0751-6666840 传真 0751-6664718 
（区 610）0751-66612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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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59 
序号：85 
姓名: 黄双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 府前路东路５号 邮编

：512100 
电话：（区政法委）0751-6666840 传真 0751-6664718 
（区 610）0751-66612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60 
序号：86 
姓名: 蔡锌 
职务: “610”主要责任人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 府前路东路５号 邮编

：512100 
电话：（区政法委）0751-6666840 传真 0751-6664718 
区“610”主要责任人蔡锌（女）：13509850823 0751-66612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61 
序号：87 
姓名: 黄劲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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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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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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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 府前路东路５号 邮编

：512100 
电话：（区政法委）0751-6666840 传真 0751-6664718 
韶关市曲江区委书记黄劲东：（区委 组织部）0751-666612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62 
序号：88 
姓名: 沈建图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大道中 23 号 邮编 512100 
电话：0751-6686330 
国保大队 0751-6686210 66862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63 
序号：89 
姓名: 邵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狮岩路 邮编: 512100 
电话: 0751-66769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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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264 
序号：90 
姓名: 叶伟胜 
职务: 院长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马坝大道中 19 号 邮编：512100 
电话：0751-666643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65 
序号：91 
姓名: 黄立勇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马坝大道中 19 号 邮编：512100 
电话：0751-666643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266 
序号：92 
姓名: 杨健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马坝大道中 19 号 邮编：512100 
电话：0751-666643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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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雪清、付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57 

  
编号: 47321 
序号：93 
姓名: 吴穆继 
职务: 书记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区府政法委   邮编：525027 
电话：茂港区 610 办：668-2689608 
书记吴穆继：2688338、1382863612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2 
序号：94 
姓名: 黄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检察院邮编 525027 
电话：668-268983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3 
序号：95 
姓名: 黄海滨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检察院邮编 525027 
电话：668-2689833 
公诉科 黄海滨(女，四十多岁）：办 668-268271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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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4 
序号：96 
姓名: 冯亦凤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检察院邮编 525027 
电话：668-268983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5 
序号：97 
姓名: 梁友斌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法院新大楼  邮编:525027 
电话: 668-2683109 
审判长：梁友斌 668-268880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6 
序号：98 
姓名: 杨礼安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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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法院新大楼  邮编:525027 
电话: 668-26831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7 
序号：99 
姓名: 蒙柱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法院新大楼  邮编:525027 
电话: 668-26831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28 
序号：100 
姓名: 严国华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法院新大楼  邮编:525027 
电话: 668-26831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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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329 
序号：101 
姓名: 王琼珊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法院新大楼  邮编:525027 
电话: 668-26831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2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0 
序号：102 
姓名: 林建辉 
职务: 院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名中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河东油城六路 20 号  邮编：525000 
电话：0668-2287253 
院长室：668-2872801、668-2872805 院长林建辉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1 
序号：103 
姓名: 黄昌文 
职务: 刑二庭庭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名中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河东油城六路 20 号  邮编：525000 
电话：0668-2287253 
茂名中院刑二庭：668-2299693 
刑二庭庭长黄昌文：办 668-2299693，1370286984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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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2 
序号：104 
姓名: 袁涛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公安分局   邮编：525027 
电话： 0668-2681622 
局长袁涛 668-3966238、139297197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3 
序号：105 
姓名: 陆尚辉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公安分局   邮编：525027 
电话： 0668-2681622 
国保大队长陆尚辉 668-2687300、1390251178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4 
序号：106 
姓名: 唐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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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公安分局   邮编：525027 
电话： 0668-268162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5 
序号：107 
姓名: 梁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下海南路公安分局   邮编：525027 
电话： 0668-268162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6 
序号：108 
姓名: 高锦俅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镇政府   邮编：525031 
镇政府电话：0668-2650100 
坡心镇“610 办”：主任高锦俅 139297731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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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337 
序号：109 
姓名: 赖彪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镇政府   邮编：525031 
镇政府电话：0668-2650100 
坡心镇“610 办”：副主任赖彪 139297758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8 
序号：110 
姓名: 杨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    邮编：525031 
坡心镇派出所电话：0668-2653600, 668-26503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39 
序号：111 
姓名: 郑国材 
职务: 主任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管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镇政府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坡心镇    邮编：525031 
电话: 668-26501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3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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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40 
序号：112 
姓名: 徐华喜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原任) 
单位: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政法委、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政法街政法路    邮编：525400 
电话：0668-552365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4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桂芬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0 

  
编号: 47342 
序号：113 
姓名: 何国雄 
职务: 院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沙湾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 69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30133 020-84831722 
刑庭 020-348793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4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7343 
序号：114 
姓名: 暨中党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80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22000 
值班室：020-84824080   
公诉科：020-8482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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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4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7344 
序号：115 
姓名: 王婧 
职务: 刑一庭经办法官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 28 号  邮编： 510030 
刑一庭经办法官王婧 电话：（020）8321023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4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507 

  
编号: 47990 
序号：116 
姓名: 叶敏辉 
职务: 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省委防范办（610）主任 
单位: 广东省省委政法委、省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合群三马路 29 号省委大院 1 号楼四楼 邮编：510082 
电话：(020) 87185317 
广东省 610 办公室：（020）871854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1 
序号：117 
姓名: 于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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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 
单位: 广东省省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前进中路 3 号公安局大楼。 
邮编：526040 
电话：758-2723604 2730988 2730628、2730818、 27302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1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2 
序号：118 
姓名: 凌日焕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广东省省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前进中路 3 号公安局大楼。 
邮编：526040 
电话：758-2723604 2730988 2730628、2730818、 27302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3 
序号：119 
姓名: 郑剑戈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前进中路 3 号 
邮编：526040 
电话：0758110 
政治处电话：2962369 
纪委信访科电话：0758-2723569，2962383 
电话（传真）：0758-2721486， 
电子邮箱：zqgaxck@126.com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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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4 
序号：120 
姓名: 冼贵湘 
职务: 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队长 
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前进中路 3 号 
邮编：526040 
电话：0758110 
政治处电话：2962369 
纪委信访科电话：0758-2723569，2962383 
电话（传真）：0758-2721486， 
电子邮箱：zqgaxck@126.com 
肇庆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电话：0758-2962821，29628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4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5 
序号：121 
姓名: 余继强 
职务: 所长 
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睦岗街道纺织路 邮编：526040 
电话：0758-2874329 
  
肇庆市公安局监所管理科（看守所主管单位） 
电话：0758 -2719483，29622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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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6 
序号：122 
姓名: 杜文广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棠岗路 1 号  邮编：526020 
检举电话：0758-27133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编号: 47997 
序号：123 
姓名: 苏斌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会城新行政中心内  邮编：526200  
职务犯罪举报电话：0758-3332000  
案件查询电话：0758-3268630 
举报邮箱：shfantan@163.com  
办公邮箱：shjcy@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7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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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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8 
序号：124 
姓名: 吴善积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连新路 19 号 邮政编码：510030 
联系电话：83100114、83332485 
传真号码：83362343 
网址：http://www.gzsfj.gov.cn 
Email：gzsfj@gzsfj.gov.cn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98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610 办公室”利用经济案件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君星及其亲属李君达的责任

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