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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编号: 43141 
序号：1 
姓名: 胡社兵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民主路（南北大街） 邮编：437500   
电话：0715-3395491 0715-3783800 
警察胡社兵：0715-3396869 138865467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麦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0 

  
编号: 43142 
序号：2 
姓名: 曾道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 邮编：437512 
电话：0715-35334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麦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0 

  
编号: 43143 
序号：3 
姓名: 胡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 邮编：437512 
电话：0715-35334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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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麦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0 

  
编号: 43144 
序号：4 
姓名: 饶彪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 邮编：437512 
电话：0715-35334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麦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0 

  
编号: 43145 
序号：5 
姓名: 苏伟超 
职务: 所长 (原任, 现任治安大队长)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大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 大桥乡 邮编：437541 
电话：电子邮件 cyxgajdqpcs@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麦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0 

  
编号: 43146 
序号：6 
姓名: 郑斌海 
职务: 主任（原任, 现任崇阳县政法委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隽北大道 218 号  邮编：437500 
电话：县政法委 0715-3395568  610 办 0715-338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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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麦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0 

  
编号: 43405 
序号：7 
姓名: 马先齐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州南路 5 号 邮编: 434020 
电话: 0716-8458466 , 0716-846 8183 
马先齐 邮箱：jzswbzhyk@163.com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06 
序号：8 
姓名: 聂祖美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文峰路 72 号     邮编:434400 
电话: 07167273671 
zgssswzfwyh@163.com 
聂祖美手机：139086158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07 
序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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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顿艳妮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文峰路 72 号     邮编:434400 
电话: 07167273671 
顿艳妮: 1350725555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08 
序号：10 
姓名: 高家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文峰路 72 号     邮编:434400 
电话: 07167273671 
高家顺手机：139723402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09 
序号：11 
姓名: 刘迪登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镇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高陵虚拟居委会公主路 76 号 邮编:434414 
电话: 07167882001 
刘迪登 1388657169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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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0 
序号：12 
姓名: 王志红 
职务: 镇长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镇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高陵虚拟居委会公主路 76 号 邮编:434414 
电话: 07167882001 
王志红 1359387752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1 
序号：13 
姓名: 余艳红 
职务: 镇人大副主席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镇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高陵虚拟居委会公主路 76 号 邮编:434414 
电话: 07167882001 
余艳红 139723298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2 
序号：14 
姓名: 李晓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公主路     邮编:434414 
电子邮件：hubei83838@126.com 
联系电话：0716-788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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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刚 13797449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3 
序号：15 
姓名: 李金辉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公主路     邮编:434414 
电子邮件：hubei83838@126.com 
联系电话：0716-7882110 
李金辉 13387210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4 
序号：16 
姓名: 刘文峰 
职务: 副指导员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公主路     邮编:434414 
电子邮件：hubei83838@126.com 
联系电话：0716-7882110 
刘文峰 1364715184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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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415 
序号：17 
姓名: 张栎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公主路     邮编:434414 
电子邮件：hubei83838@126.com 
联系电话：0716-7882110 
张栎 1354563878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6 
序号：18 
姓名: 徐洁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公主路     邮编:434414 
电子邮件：hubei83838@126.com 
联系电话：0716-7882110 
徐洁 150270090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7 
序号：19 
姓名: 王成舫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石安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石安村办公室    邮编:434414 
石安村民委员会 电话：07167892221 
王成舫:1397211730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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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8 
序号：20 
姓名: 刘希胜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办公室    邮编:434414 
王家岗村民委员会 电话：0716789242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19 
序号：21 
姓名: 徐勇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办公室    邮编:434414 
王家岗村民委员会 电话：0716789242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1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20 
序号：22 
姓名: 王云南 
职务: 妇女主任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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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办公室    邮编:434414 
王家岗村民委员会 电话：0716789242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2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21 
序号：23 
姓名: 刘上芳 
职务: 妇女主任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办公室    邮编:434414 
王家岗村民委员会 电话：07167892426 
刘上芳：1397232117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2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编号: 43422 
序号：24 
姓名: 徐云东 
职务: 村委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高陵镇王家岗村办公室    邮编:434414 
王家岗村民委员会 电话：07167892426 
徐云东：1592661321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2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石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杏章、陈中秀、谭显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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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430 
序号：25 
姓名: 田野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科副科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汉市公安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188 号  邮编：430023 
电话：（市公安局）027-85393500  027-85393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0 
迫害案例:  

  
编号: 43431 
序号：26 
姓名: 蔡大刚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汉市公安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188 号  邮编：430023 
电话：（市公安局）027-85393500  027-853936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1 
迫害案例:  

  
编号: 43432 
序号：27 
姓名: 胡连军 
职务: 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科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汉市公安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洪山区武珞路 798 号 邮编：430071 
电话：027-878684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2 
迫害案例:  

  
编号: 43748 
序号：28 
姓名: 张士雄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凤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凤凰路 36 邮编：436000 
电话：0711-3876110；0711-3876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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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48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爱华、闫婷母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3 

  
编号: 43972 
序号：29 
姓名: 徐俊兵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孔垄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孔垅镇 邮编︰435502 
电话：0713-3982404 
孔垄镇派出所所长徐俊兵： 189867576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梅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袁记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71 

  
编号: 44405 
序号：30 
姓名: 刘高刚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应城市城中西大街 18 号 邮编：432400 
政法委电话：712-322223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4 

  
编号: 44406 
序号：31 
姓名: 张健林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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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5 号    邮编:432400 
总机：712-3222123 
电话：3222426 ,3222507 ,3222098, 3223965 
0712-3238581; 0712-3222123 
局长张健林: 0712-32629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4 

  
编号: 44407 
序号：32 
姓名: 吴小当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5 号    邮编:432400 
总机：712-3222123 
电话：3222426 ,3222507 ,3222098, 3223965 
0712-3238581; 0712-322212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4 

  
编号: 44408 
序号：33 
姓名: 徐华平 (2) 
职务: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城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西大街 16 号   邮编:432400 
电话: 0712-3220427 
徐华平：办公 0712-3229416  宅电 0712-3228007﹔手机 136072936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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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4 

  
编号: 44409 
序号：34 
姓名: 吴小峰 
职务: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城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西大街 16 号   邮编:432400 
电话: 0712-3220427 
吴小峰 139-72673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4 

  
编号: 44410 
序号：35 
姓名: 肖德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盐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盐矿派出所    邮编:4324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04 

  
编号: 45048 
序号：36 
姓名: 叶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赤壁市金鸡山路 88 号 邮编︰437300 
电话︰0715-5222482  
总机 07155263400 0715-5222483 0715-5222267 警察叶军（原政保科警员，现赤壁市柳山派出所）：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柳山湖镇 邮编 437336 
电子邮件 cbsgajlspc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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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军良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7 

  
编号: 45049 
序号：37 
姓名: 孙志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赤壁市莼川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莼川派出所 邮编︰437300 
所长孙志刚：189958291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军良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7 

  
编号: 45050 
序号：38 
姓名: 熊芳卿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赤壁市莼川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莼川派出所 邮编︰437300 
副所长熊芳卿：137072452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5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军良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7 

  
编号: 45288 
序号：39 
姓名: 黄华 
职务: 区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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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 邮编:430040 
电话:（区委政法委）办公室 027-83210027 传真 83890459 
（610 办）83895663 传真 83895971 
（维稳办）83210453 
（综治办）83890220 
（法教办）83217539 电子邮箱 dxhzfw@yahoo.com.cn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8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89 
序号：40 
姓名: 王云国 
职务: 维稳办副主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 邮编:430040 
电话:（区委政法委）办公室 027-83210027 传真 83890459 
（610 办）83895663 传真 83895971 
（维稳办）83210453 
（综治办）83890220 
（法教办）83217539 电子邮箱 dxhzfw@yahoo.com.cn 
维稳办副主任王云国：13986008008 027-8321045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9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0 
序号：41 
姓名: 汪粟 
职务: “610”副主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 邮编:43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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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委政法委）办公室 027-83210027 传真 83890459 
（610 办）83895663 传真 83895971 
（维稳办）83210453 
（综治办）83890220 
（法教办）83217539 电子邮箱 dxhzfw@yahoo.com.cn 
副主任汪粟：办 027-83895663 传真 8389597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0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1 
序号：42 
姓名: 张荣成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路 199 号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5398650 027-83211663 
传真 027-85398640 传真/值班 83210027 
电子邮箱 dxhfj110@163.com 
区公安分局局长张荣成：027-853986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1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2 
序号：43 
姓名: 刘俊 (3)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路 199 号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5398650 027-83211663 
传真 027-85398640 传真/值班 83210027 
电子邮箱 dxhfj110@163.com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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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2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3 
序号：44 
姓名: 洪坤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副所长洪坤：189711005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3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4 
序号：45 
姓名: 徐洪喆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刑侦队警察徐洪喆（警号 036509）：159275251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4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5 
序号：46 
姓名: 付翔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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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5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6 
序号：47 
姓名: 毛雯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6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7 
序号：48 
姓名: 阮浩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7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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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298 
序号：49 
姓名: 丁飞标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8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299 
序号：50 
姓名: 王云东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99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0 
序号：51 
姓名: 李明 (4)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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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1 
序号：52 
姓名: 苏金焕 
职务: 刑侦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吴中街 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245110 027-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1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2 
序号：53 
姓名: 韩冰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 文化路 32 号 邮编:430044 
电话: 027-83091031 
派出所所长韩冰：15317221166 办 830910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2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3 
序号：54 
姓名: 缑朝俊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 文化路 32 号 邮编:430044 
电话: 027-83091031 
警察缑朝俊：15802770568 办 830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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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3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4 
序号：55 
姓名: 顾志兵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 文化路 32 号 邮编:430044 
电话: 027-830910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4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5 
序号：56 
姓名: 胡俊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五环大道 147 号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895749 
值班室 83215993 传真 83216011 
电子邮箱 dxhicy@163.com 
公诉科 027-8321600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5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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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306 
序号：57 
姓名: 童新贤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东吴大道 599 号 邮编:430040 
电话: 027-83891914 
值班 83210012 
传真 83211049 
刑庭庭长童新贤：办 027-83892173 13886197918 宅 8321504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6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7 
序号：58 
姓名: 肖国华 
职务: 办事处工委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居委会（柏泉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 西正街 19 号 邮编: 430040 
电话: 027-83234157 
电话/传真 83234611 
电子邮箱 83234611@163.com 
办事处工委书记肖国华: 办 027-83235733 3871003727 宅 832212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7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08 
序号：59 
姓名: 张宇新 
职务: 办事处主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居委会（柏泉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 西正街 19 号 邮编: 430040 
电话: 027-83234157 
电话/传真 8323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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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83234611@163.com 
办事处主任张宇新: 办 027-83235180 13971271358 宅 8325521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8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珍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87 

  
编号: 45386 
序号：60 
姓名: 李大成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沙堆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沙堆镇九井街 20 号 邮编︰437407 
电话：0715-4510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玉华及子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5 

  
编号: 45387 
序号：61 
姓名: 万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沙堆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沙堆镇九井街 20 号 邮编︰437407 
电话：0715-4510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玉华及子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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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388 
序号：62 
姓名: 刘兴志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第一看守所 邮编：437400 
电话：0715-43595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玉华及子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5 

  
编号: 45609 
序号：63 
姓名: 曹幼松 
职务: 麻城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 (原国保支队长） 
单位: 湖北省麻城市, 麻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金桥大道 邮编 : 438300 
电话︰（市公安局）0713-2993911 0713-2916446 0713-2914945 
传真 0713-2993410 （国保大队）0713-2993411 
市公安局局长曹幼松（新任 原国保支队长）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麻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继清、田银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08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5610 
序号：64 
姓名: 杨浩淼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麻城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 邮编：438300 
公安局电话: 0713-2953217 0713-2993410 转市看守所市看守所所长 
杨浩淼: 1331750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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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麻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继清、田银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08 

  
编号: 45611 
序号：65 
姓名: 徐从敬（音）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麻城市南湖街道万家堰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南湖街道）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路 路口镇南湖办事处村 邮编 : 
438021 
电话:（万家堰村委会）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麻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继清、田银花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08 

  
编号: 45717 
序号：66 
姓名: 王汉桥 
职务: 副市长（原任, 现任中共咸宁市委秘书长）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路 56 号邮编:437100 
电话： （市委办公室）0715-8256797 
原副市长、咸宁市委常委王汉桥 (专管迫害法轮功)：办 715-8126208 
市委机要局传真: 0715-8256025 
（市政府）0715-8256491 
咸宁市统战部（原部长）王汉桥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十六潭路 1 号 邮政编码：437000 
电话：0715-8126208 
传真室：0715-812622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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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原湖北省咸宁市副市长王汉桥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6 

  
编号: 45718 
序号：67 
姓名: 涂斌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 市 610）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麦笠山路 7 号 邮编: 
437100 
电话: 0715-8126026 
市“610”主任涂斌: 13508649762 宅 0715-8129098 办 8126506 涂斌妻唐兴花 ，在官埠桥职教园工作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8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北省咸宁市副市长王汉桥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6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陶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63 

  
编号: 45719 
序号：68 
姓名: 张会龙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镇岔路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737 号     邮编:437100 
电话: 0715-8130228 
副所长张会龙电话：18607241809，18995826958，0715-8136834（宅）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9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北省咸宁市副市长王汉桥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6 

  
编号: 45720 
序号：69 
姓名: 白玉平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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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镇岔路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737 号     邮编:437100 
电话: 0715-81302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20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北省咸宁市副市长王汉桥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6 

  
编号: 45721 
序号：70 
姓名: 陈志会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镇岔路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737 号     邮编:437100 
电话: 0715-81302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21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北省咸宁市副市长王汉桥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16 

  
编号: 45835 
序号：71 
姓名: 陈选明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员会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七一路 6 号 邮编：438000   
电话:0713-8667865 
610 办公室主任陈选明 0713－866786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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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836 
序号：72 
姓名: 梅建新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清源门 1 号  邮编:436100   
电话:0713-835149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5837 
序号：73 
姓名: 童巍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713-8832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5838 
序号：74 
姓名: 刘义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孝感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 123 号市行政中心大楼 邮政区码：432000 
市政府传真：（0712）2280858 
联系电话：（0712）2280830 
电子邮箱：zbh1965@163.c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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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5839 
序号：75 
姓名: 谢新才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北省孝感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 123 号市行政中心大楼 邮政区码：432000 
市政府传真：（0712）2280858 
联系电话：（0712）2280830 
电子邮箱：zbh1965@163.com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5840 
序号：76 
姓名: 殷金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城关镇府前街 3 号   邮编：432800 
县政府电话：0712-7222393， 
县委电话：712-7222263 
大悟县政法委：712-722218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4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5841 
序号：77 
姓名: 李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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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城关镇府前街 3 号   邮编：432800 
县政府电话：0712-7222393， 
县委电话：712-7222263 
大悟县政法委：712-722218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4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5842 
序号：78 
姓名: 占桥梁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   邮编：438011   
电话:713-84606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4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34 

  
编号: 46673 
序号：79 
姓名: 郑少三 
职务: 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单位: 湖北省政法委、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委政法委）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省委大院政法委大楼 邮编：
430071 
电话: 027-87237073 027-87232446 
办公室 027-87824302 
（省 610 办）027-87133820 
地址:（省公安厅）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 181 号 邮编：430070 
电话: 总机 027-67122288 67122600 87814744 
  
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少三（2003.05— 2007.12，— 2008.01
；2008.01—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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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74 
序号：80 
姓名: 张昌尔 
职务: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610”领导小组组长 
单位: 湖北省政法委、湖北省委、湖北省“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委政法委）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省委大院政法委大楼 邮编：
430071 
电话: 027-87237073 027-87232446 
办公室 027-87824302 
（省 610 办）027-87133820 
地址:（省公安厅）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 181 号 邮编：430070 
电话: 总机 027-67122288 67122600 87814744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610”领导小组组长张昌尔（2011.11—；2012.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75 
序号：81 
姓名: 谭先振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湖北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委政法委）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省委大院政法委大楼 邮编：
430071 
电话: 027-87237073 027-87232446 
办公室 027-87824302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谭先振（2010.0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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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76 
序号：82 
姓名: 马俊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77 
序号：83 
姓名: 张新龙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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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678 
序号：84 
姓名: 金双星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79 
序号：85 
姓名: 郑旭辉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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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680 
序号：86 
姓名: 商正军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81 
序号：87 
姓名: 杜兴玲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6682 
序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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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希武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电话: 0724-8575503 
电话/传真 0724-8562210 
检举、监督 0724-8570010 
狱政科 0724-8570008 
教育科 0724-8570016 0724-8575505 
四监区 0724-8570023 0724-8570071 0724-85700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8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沙洋县范家台监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672 

  
编号: 47111 
序号：89 
姓名: 张晓红 (3)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08 号 ）       邮编：430034 
电话：027-83781888、85394926、85394982  
国保大队电话：办公室 027-837833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2 
序号：90 
姓名: 刘凯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08 号 ）       邮编：430034 
电话：027-83781888、85394926、85394982  
国保大队电话：办公室 027-837833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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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3 
序号：91 
姓名: 蔡晓兵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08 号 ）       邮编：430034 
电话：027-83781888、85394926、85394982  
国保大队电话：办公室 027-837833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4 
序号：92 
姓名: 姜然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08 号 ）       邮编：430034 
电话：027-83781888、85394926、85394982  
国保大队电话：办公室 027-837833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5 
序号：93 
姓名: 刘自玮 
职务: 书记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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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荣华街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集贤里 38 号   邮编 430034 
电话：027-83785453；传真 027-8376359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6 
序号：94 
姓名: 曹金保 
职务: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道办事处长寿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口区汉中街道办事处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寿桥 10 号  邮编：430033 
联系电话:027 83730086 
传真：8334023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7 
序号：95 
姓名: 李双利 
职务: 主任（原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道办事处长寿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汉中街道办事处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寿桥 10 号  邮编：430033 
联系电话:027 83730086 
传真：8334023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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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118 
序号：96 
姓名: 陈重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7 号     邮编：430050 
电话：027-84871273，027－848750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7119 
序号：97 
姓名: 唐树人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267 号     邮编：430050 
电话：027-84841708, 027-848440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及其儿子潘登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10 

  
编号: 48133 
序号：98 
姓名: 周火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麻城市邮政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麻城市将军路 119 号，邮政编码：438000 
电话：713- 291292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33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