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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编号: 66312 

序号：1 

姓名: 刘克毅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屈原路 51 号 邮编：434020 

电话：(市委)0716-8467312 0716-8457152 

原市委书记刘克毅（张国亮一案当时由其督办）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13 

序号：2 

姓名: 蔡晓冬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225273 电子邮件 zggcdgaxwyhzfwyh@163.com 

县“610”办公室主任蔡晓冬：138722868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编号: 66314 

序号：3 

姓名: 杨勇 

职务: 法制科科长, 国保大队长（原夹竹园派出所所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油江路 23 号 邮编：4343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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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716-5226004 5240877 5240821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杨勇（原夹竹园派出所所长）：法制科办 5240840    138866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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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编号: 66315 

序号：4 

姓名: 曹敬波（音） 

职务: 刑警队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油江路 23 号 邮编：4343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716-5226004 5240877 52408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16 

序号：5 

姓名: 黎建国 

职务: 所长（原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夹竹园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邮编：434311 

电话：0716-55123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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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317 

序号：6 

姓名: 罗成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夹竹园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邮编：434311 

电话：0716-55123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18 

序号：7 

姓名: 邹敦享 

职务: 警察（现任公安县孟家溪派出所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夹竹园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邮编：434311 

电话：0716-5512376 

警察邹敦享（现任公安县孟家溪派出所副所长）：0716-5864338  07165511691 138865580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19 

序号：8 

姓名: 胡劲松 (2) 

职务: 警察（已亡）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夹竹园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邮编：434311 

电话：0716-55123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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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0 

序号：9 

姓名: 刘涛 (2) 

职务: 联防队（协警）队员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夹竹园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邮编：434311 

电话：0716-55123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1 

序号：10 

姓名: 汪辉 

职务: 检察员, 副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孱陵大道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156243 

(批捕科)0716-5226622 

(起诉科)0716-52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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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2 

序号：11 

姓名: 刘清龙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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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孱陵大道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156243 

(批捕科)0716-5226622 

(起诉科)0716-52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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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3 

序号：12 

姓名: 熊昌梅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孱陵大道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156243 

(批捕科)0716-5226622 

(起诉科)0716-52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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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4 

序号：13 

姓名: 王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治安路 2 号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226160 

县法院审判长王峰（原刑二庭庭长，现任行政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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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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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5 

序号：14 

姓名: 陈春林 

职务: 审判员（刑二庭副庭长）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治安路 2 号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226160 

县法院审判员陈春林（刑二庭副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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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6 

序号：15 

姓名: 范谋珍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治安路 2 号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22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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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7 

序号：16 

姓名: 李涛 (2)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治安路 2 号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2261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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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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8 

序号：17 

姓名: 齐建忠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电话：总机 027-84613744 84657035 84657252   

监狱电话：027-84613642 

警察齐建忠（警号 423109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29 

序号：18 

姓名: 刘文胜 (2)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电话：总机 027-84613744 84657035 84657252   

监狱电话：027-84613642 

警察刘文胜（十七队队长，长期迫害大法弟子）：办 027-846574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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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30 

序号：19 

姓名: 邱凡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电话：总机 027-84613744 84657035 84657252   

监狱电话：027-8461364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31 

序号：20 

姓名: 王维 (2)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电话：总机 027-84613744 84657035 84657252   

监狱电话：027-846136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32 

序号：21 

姓名: 黄奇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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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电话：总机 027-84613744 84657035 84657252   

监狱电话：027-846136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333 

序号：22 

姓名: 黄志坚 

职务: 犯人 

单位: 湖北省琴断口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米粮山新村 140 号 邮编：430051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 51183 信箱 邮编：430051 

电话：总机 027-84613744 84657035 84657252   

监狱电话：027-846136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编号: 66772 

序号：23 

姓名: 周幼坤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局长、维稳办主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政法委、司法局、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区 610 维稳办)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五环路 49 号 

东西湖司法局 5 楼 邮编：430040 

(区司法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五环路 49 号 邮编：430040 

电话：(区政法委)办 027-83210027 85398638 传真 83890459 电子邮箱：dxhzfw@yahoo.com.cn 

(区 610)027-83895663 83896941 传真 027-838959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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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司法局) 027-83210148 027-83219733 8324448 传真 83891381 

区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局长、维稳办主任周幼坤：13908630860 宅 027-83941975 

单位系统:“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编号: 66773 

序号：24 

姓名: 王运桥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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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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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公安局局长王运桥：027-853986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编号: 66774 

序号：25 

姓名: 徐立辉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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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027-83245110 83213481 83245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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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775 

序号：26 

姓名: 乐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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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吴北路 29 号附 1 邮编：430040 

电话：027-83245110 83213481 83245710 

副所长乐利明：138712012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编号: 66776 

序号：27 

姓名: 张俊娟 

职务: 所长 

单位: 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武汉市女子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舵落口大市场 邮编：430040 

电话：(市第一拘留所)027-85395040 027-83899479 

所长张俊娟（女 50 岁）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编号: 66777 

序号：28 

姓名: 张文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舵落口大市场 邮编：430040 

电话：(市第一看守所)027-85395040 83899479 83899950 83899747 

投诉 027-616757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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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66778 

序号：29 

姓名: 刘际东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水务局勘测水工建筑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望丰路东吴里 117 号 邮编：430040 

电话：电子邮件：whsdxhkcsgjzgs@sina.com 

公司书记刘际东：宅 027-83891357 13871159611 投诉 027-616757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编号: 66779 

序号：30 

姓名: 彭木华 

职务: 副经理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水务局勘测水工建筑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望丰路东吴里 117 号 邮编：430040 

电话：电子邮件：whsdxhkcsgjzgs@sina.com 

公司副经理彭木华：宅 027-8321407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锁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编号: 66811 

序号：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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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俊文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碧涢路 210 号，邮编：432600 

电话：0712-5237610、07125222424 

“610”副主任杨俊文 135086969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孔久红、方宗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0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67633 

序号：32 

姓名: 江龙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湛月路 1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邮

编:435100 

电话:(市政法委 610) 0714-871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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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3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34 

序号：33 

姓名: 张政权 

职务: “610办公室”人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湛月路 1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邮

编:435100 

电话:(市政法委 610) 0714-871239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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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35 

序号：34 

姓名: 刘元喜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电话: 0714-87327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67636 

序号：35 

姓名: 王红英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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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3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67637 

序号：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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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余其生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乡政府)湖北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 邮编: 435125 

电话: 0714-84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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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3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38 

序号：37 

姓名: 鲁敦云 

职务: 工作人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乡政府)湖北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 邮编: 435125 

电话: 0714-8490002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39 

序号：38 

姓名: 张青云 

职务: 工作人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乡政府)湖北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 邮编: 435125 

电话: 0714-8490002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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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640 

序号：39 

姓名: 张旭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 邮编:435125 

电话: 0714-8490359  0714-8491110 

所长张旭华：139717836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41 

序号：40 

姓名: 张传青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 邮编:435125 

电话: 0714-8490359  0714-8491110 

副所长张传青：138864891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42 

序号：41 

姓名: 李劲松 (2)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 邮编:435125 

电话: 0714-8490359  0714-8491110 

指导员李劲松：139717570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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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43 

序号：42 

姓名: 丁新桥 

职务: 人员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汤逊湖“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即湖北省 610 洗脑

班） 09 年，江夏区庙山汤逊湖洗脑班迁至现址：洪山区马湖村特 2 号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特 2 号 邮编：430064 

电话：值班室 027-87924870 13971687602 

汤逊湖“洗脑班”人员丁新桥（丁星樵 五十多岁，湖北云梦人）：1339618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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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4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编号: 67644 

序号：43 

姓名: 张宝珍 

职务: 人员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汤逊湖“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即湖北省 610 洗脑

班） 09 年，江夏区庙山汤逊湖洗脑班迁至现址：洪山区马湖村特 2 号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特 2 号 邮编：430064 

电话：值班室 027-87924870 13971687602 

汤逊湖“洗脑班”人员张宝珍（余其生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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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4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细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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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67792 

序号：44 

姓名: 陈刚 

职务: 副所长、主任医师 

单位: 湖北省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主任医师陈刚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1 

  

编号: 67794 

序号：45 

姓名: 范晓礼 

职务: 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成员、肝胆疾病研究院研究员、中南医院医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范晓礼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3 

  

编号: 67796 

序号：46 

姓名: 朱兰 

职务: 副主任医师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所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6 

迫害案例:  

 追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医师朱兰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

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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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68645 

序号：47 

姓名: 王晓东 

职务: 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单位: 湖北省委、湖北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委 政法委 防范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268 号（省委

大院内 ）邮编：430071   

电话：（湖北省委省政府）027-87232114  总机 027-87816655 

（省委）027-87133911     

（省政法委）027-87237073 027-87232446  办公室 027-878243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46 

序号：48 

姓名: 张良成 

职务: 局长兼书记 

单位: 湖北省广电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广电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 9 号  省电视大楼  邮编：
430071 

电话：（省广电局）027-87838761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47 

序号：49 

姓名: 鄢桃生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湖北省广电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广电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 9 号  省电视大楼  邮编：
430071 

电话：（省广电局）027-878387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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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48 

序号：50 

姓名: 王茂亮 

职务: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湖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原台长 

单位: 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广播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268 号  邮编：430071 

电话：027-87823984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部 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7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湖北广播电视台）027-8577161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交通部 027-85781111 新闻部 027-85710035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湖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原台长王茂亮（男，汉族，1960 年 2 月出生于

湖北省广水市。硕士学位，高级编辑。1980 年 3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2011 年

9 月，任湖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49 

序号：51 

姓名: 陈前 

职务: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总监、楚天交通广播总监 

单位: 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部 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解放大道 1237 号  邮编：430022 

电话： （湖北广播电视台）027-8577161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交通部 027-85781111 新闻部 027-85710035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5 号  邮编：430022 

电话：（楚天交通广播）027-8576212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总监、楚天交通广播总监陈前（女）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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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50 

序号：52 

姓名: 邓宇杰 

职务: 副总监 

单位: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7

号  邮编：430022 

电话： （湖北广播电视台）027-8577161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交通部 027-85781111 新闻部 027-85710035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5 号  邮编：43002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51 

序号：53 

姓名: 赵霞 

职务: 主持人 

单位: 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7

号  邮编：430022 

电话： （湖北广播电视台）027-8577161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交通部 027-85781111 新闻部 027-85710035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5 号  邮编：430022 

楚天交通广播（FM92.7）《事事关心》（诬蔑法轮功）主持人赵霞（女）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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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652 

序号：54 

姓名: 王冉 

职务: 主持人 

单位: 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7

号  邮编：430022 

电话： （湖北广播电视台）027-8577161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交通部 027-85781111 新闻部 027-85710035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5 号  邮编：430022 

楚天交通广播（FM92.7）《事事关心》（诬蔑法轮功）主持人王冉（女）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53 

序号：55 

姓名: 裴敏 

职务: 主持人 

单位: 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7

号  邮编：430022 

电话： （湖北广播电视台）027-85771612 

（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部）交通部 027-85781111 新闻部 027-85710035 

地址：（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交通广播）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1235 号  邮编：430022 

楚天交通广播（FM92.7）《我爱我家》（诬蔑法轮功）主持人裴敏（女）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654 

序号：56 

姓名: 吴晖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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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鹤路 16  邮编：437100 

地址 :（市政法委）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麦笠山路 7 号   邮编 : 437100 

电话 :（市政法委）0715-8255325 

市政法委书记吴晖：18371523456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男，1971 年 2 月出生，汉族，湖北黄冈人，1992 年 6 月加入中共，

1992 年 7 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现任湖北省咸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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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5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编号: 68655 

序号：57 

姓名: 潘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咸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咸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挂市版权局牌子） 

地址：（市广电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温泉路 38 号  邮编：437100 

电话：（市广电局）0715-8255243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610 办公室”、广电局通过楚天交通广播电台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编号: 68705 

序号：58 

姓名: 朱毅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 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市委办公大

楼  邮编：430015 

电话：（市委）027-82402114 

（市政法委） 027-82402413   传真 027-82402437   E-mail：whzf@wh.gov.cn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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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06 

序号：59 

姓名: 熊国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政法委 综治办）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380 号   邮

编：430300  

电话：（区政法委）书记办 027-61002233 

（综治办  610 办）027-61006997   传真 61002105 

黄陂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熊国顺：（综治办  610 办）61006997 传真 610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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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07 

序号：60 

姓名: 李庆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区公安分局局长李庆平：局长办 027-859153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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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08 

序号：61 

姓名: 丁四新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国保警察丁四新：1320717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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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09 

序号：62 

姓名: 田长剑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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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0 

序号：63 

姓名: 陈建平 (2)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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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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1 

序号：64 

姓名: 万明耀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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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2 

序号：65 

姓名: 王乐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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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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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13 

序号：66 

姓名: 李明 (5)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58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020   国保大队 027-61000821 

局长办 027-859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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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4 

序号：67 

姓名: 刘桃荣 

职务: 代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37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区检察院）027-61008437  61009019   政治处 027-61009017   举报 027-61002000 

区检察院代检察长刘桃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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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5 

序号：68 

姓名: 陈晓明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37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区检察院）027-61008437  61009019   政治处 027-61009017   举报 027-61002000 

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女）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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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6 

序号：69 

姓名: 李萱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 378 号   邮编：430300 

电话：（区检察院）027-61008437  61009019   政治处 027-61009017   举报 027-61002000 

检察官李萱：18062668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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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7 

序号：70 

姓名: 闫小龙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镇百锦街 222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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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8 

序号：71 

姓名: 张建平 

职务: 法官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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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镇百锦街 222 号  邮编：430300 

电话：027-61002381 

法官张建平：1800712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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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19 

序号：72 

姓名: 李宗亮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镇银湖大道 48 号  邮编：430344 

电话：027-61917110 

所长李宗亮（三里桥街派出所副所长，态度极其恶劣）：18971102482 027-61917110 159276673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8720 

序号：73 

姓名: 王文杰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镇银湖大道 48 号  邮编：430344 

电话：027-61917110 

警察王文杰：13297919235 027-619177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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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21 

序号：74 

姓名: 方华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镇银湖大道 48 号  邮编：430344 

电话：027-61917110 

警察方华东：150021018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曹孝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编号: 69004 

序号：75 

姓名: 柴文广 

职务:  

单位: 湖南省应城市工农路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应城市城中街道办事处工农路社区 

地址 ：（工农路居民委）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工农路 38 号  邮编：432400 

电话：（社区 居委会）0712-322247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005 

序号：76 

姓名: 汪丽红 

职务:  

单位: 湖南省应城市工农路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应城市城中街道办事处工农路社区 

地址 ：（工农路居民委）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工农路 38 号  邮编：432400 

电话：（社区 居委会）0712-3222473 

单位系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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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006 

序号：77 

姓名: 杨元珍 

职务:  

单位: 湖南省应城市工农路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应城市城中街道办事处工农路社区 

地址 ：（工农路居民委）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工农路 38 号  邮编：432400 

电话：（社区 居委会）0712-322247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032 

序号：78 

姓名: 陶卫国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檀溪路特 110 号   邮编：
441022                

电话：（市公安局）0710-3382899 

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陶卫国：0710-338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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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编号: 69033 

序号：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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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学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织工街 23 号   邮编：441002 

电话：（分局）0710-3222827 （国保大队）0710-3382720 

国保大队长李学军：139957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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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3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编号: 69034 

序号：80 

姓名: 余小明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织工街 23 号   邮编：441002 

电话：（分局）0710-3222827 （国保大队）0710-3382720 

国保大队教导员余小明：1890727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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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3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编号: 69035 

序号：81 

姓名: 王辉 

职务: 治安主任 

单位: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建新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街道建新路社区居委会 

地址: （建新路居委会）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陈营路 3 号 邮编：441003 

电话：0710-327766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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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文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编号: 69328 

序号：82 

姓名: 薛江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寺办事处果园路 1 号 G4  邮编：433124 

电话：（0728）65022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29 

序号：83 

姓名: 江庆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广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寺办事处果园路 与江汉路交叉口东 100 米 邮编：
433124 

电话：0728-6502628  0728-6511262 

所长江庆：189729202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0 

序号：84 

姓名: 王俊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广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寺办事处果园路 与江汉路交叉口东 100 米 邮编：
4331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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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28-6502628  0728-6511262 

副所长王俊华：1897292025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1 

序号：85 

姓名: 胡兴诚 

职务: 公共事业处公安科办事员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广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寺办事处果园路 与江汉路交叉口东 100 米 邮编：
433124 

电话：0728-6502628  0728-6511262 

公共事业处公安科办事员胡兴诚：1311724734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2 

序号：86 

姓名: 严正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广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寺办事处果园路 与江汉路交叉口东 100 米 邮编：
433124 

电话：0728-6502628  0728-65112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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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333 

序号：87 

姓名: 刘国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龙华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仙桃市沔阳大道 81 号   邮编：433000 

电话：（0728）3200110 

副所长刘国华：13407222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4 

序号：88 

姓名: 蔡晓铭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五七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文化路 3 号 G5  邮编：433121 

电话：0728-6575691 

所长蔡晓铭：1897292030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5 

序号：89 

姓名: 马森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仙桃市五七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文化路 3 号 G5  邮编：433121 

电话：0728-6575691 

副所长马森：189729203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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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6 

序号：90 

姓名: 李凯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潜江市向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五七大道 170 号  邮编：433123 

电话：0728-6574321 

副所长李凯军：189729202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7 

序号：91 

姓名: 余志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潜江市向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五七大道 170 号  邮编：433123 

电话：0728-6574321 

所长余志刚：189729202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8 

序号：92 

姓名: 代武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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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湖北省潜江市向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五七大道 170 号  邮编：433123 

电话：0728-65743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339 

序号：93 

姓名: 李俊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潜江市向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五七大道 170 号  邮编：433123 

电话：0728-65743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潜江市、仙桃市非法抓捕刘雄、胡缝成、杨冬梅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编号: 69408 

序号：94 

姓名: 胡劲松 (1)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法委) 湖北省应城市城中西大街 18 号   邮编：432400 

电话: 办公室 0712-3222239 

市政法委副书记胡劲松: 1370729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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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0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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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09 

序号：95 

姓名: 王炎 

职务: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5 号  邮编:432400 

电话: 总机 0712-3222123 

电话：3222426  3222507  3222098  3223965 

0712-3238581  0712-3222123 

公安局王炎：办 0712-3262935 宅 0712-3246118  138072935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0 

序号：96 

姓名: 张志平 

职务: 刑警大队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5 号  邮编:432400 

电话: 总机 0712-3222123 

电话：3222426  3222507  3222098  3223965 

0712-3238581  0712-3222123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张志平: 办 0712-3262957  宅 0712-3230900  138072937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1 

序号：97 

姓名: 陈朝阳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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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人员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 610)湖北省应城市城中 保健巷  邮编：432400 

电话：(政法委）712-3222239 (市 610)办公室 0712-324661  0712-3266610 

市“610”人员陈朝阳: 13387678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2 

序号：98 

姓名: 张力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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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张力: 1380729363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3 

序号：99 

姓名: 王新华 (2)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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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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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4 

序号：100 

姓名: 周涛 (2)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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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周涛:27154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5 

序号：101 

姓名: 徐国华 (2)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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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416 

序号：102 

姓名: 柴倪红 

职务: 委员 

单位: 湖北省应城市古城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古城村  邮编: 432400 

电话: (古城村委会)0712-3224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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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德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编号: 69589 

序号：103 

姓名: 刘栿堂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临江大道  邮编：430080 

电话：(区政法委)书记办 027-86315527  86315526 

区政法委书记刘栿堂：027-86315527  8631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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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8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0 

序号：104 

姓名: 付志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一路 99 号  邮编：430081 

电话：027-85394600 027-863856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1 

序号：105 

姓名: 高丽芳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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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   邮编：430082 

电话：027-86516305 

所长高丽芳：132371232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2 

序号：106 

姓名: 张群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   邮编：430082 

电话：027-86516305 

副所长张群胜：133778539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3 

序号：107 

姓名: 罗胜利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   邮编：430082 

电话：027-86516305 

副所长罗胜利：1379707318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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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4 

序号：108 

姓名: 张士爽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   邮编：430082 

电话：027-86516305 

警察张士爽：186270721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5 

序号：109 

姓名: 胡家耕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   邮编：430082 

电话：027-86516305 

警察胡家耕：186070721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6 

序号：110 

姓名: 吴家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三弓路 26 号  邮编：430081 

电话：(区检察院)027-68862504 027-688625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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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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9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7 

序号：111 

姓名: 桂强 

职务: 人员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三弓路 26 号  邮编：430081 

电话：(区检察院)027-68862504 027-6886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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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9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8 

序号：112 

姓名: 郭和平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友谊大道 988 号  邮编：430081 

电话：027-86863304 

区法院院长郭和平：18986211088  办 027-6886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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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9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599 

序号：113 

姓名: 桂小妹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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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青宜居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宜居社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十一路 综合楼  邮编：430082 

电话：(青宜居社区)  027-8647859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600 

序号：114 

姓名: 李事文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青宜居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宜居社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十一路 综合楼  邮编：430082 

电话：(青宜居社区)  027-8647859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0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编号: 69601 

序号：115 

姓名: 陈冶年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青宜居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宜居社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十一路 综合楼  邮编：430082 

电话：(青宜居社区)  027-86478595 

主任陈冶年：1397150105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0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熊国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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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874 

序号：116 

姓名: 李德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明塘路 27 号  邮编：436000 

电话：（市政法委）办公室 0711-3830448  传真 0711-3830336   

（市委政法委）0711-223724 转 506 

（市 610）0711-3830610 38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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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7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分局非法抓捕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李先娥、付国启、杨海珍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编号: 69875 

序号：117 

姓名: 朱高文 

职务: 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政府，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府）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滨湖北路  邮编：436000 

电话：（市政府）办公室 0711－3830209  法制办值班 0711-3830206 

地址：（市公安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凤凰路 55 号  邮编：436000 

电话：（市公安局）0711-3851117 值班 0711-3752000 传真 0711-3752777  0711-3752999 

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朱高文（造恶报，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遭到中共开除且被关押）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分局非法抓捕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李先娥、付国启、杨海珍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编号: 69876 

序号：118 

姓名: 王继春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区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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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华容镇 华亭路 2 号 邮编：436030 

电话：（区分局）0711-223166 

区分局局长王继春：139719810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分局非法抓捕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李先娥、付国启、杨海珍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编号: 69877 

序号：119 

姓名: 戢治斌 

职务: 国安支队队长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华容镇 华亭路 2 号 邮编：436030 

电话：（区分局）0711-223166 

国安支队队长戢治斌等（戢志斌）：13607236085 办 0711-375273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分局非法抓捕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李先娥、付国启、杨海珍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编号: 69878 

序号：120 

姓名: 张晋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凤凰路 55 号  邮编：436000 

电话：（市公安局）0711-3752800 转市第一看守所 （市第一看守所 监管支队）0711-3752604 

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张晋：0711-37526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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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分局非法抓捕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李先娥、付国启、杨海珍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编号: 70060 

序号：121 

姓名: 葛本元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政法委 610 办)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碧涢路（碧郧路）210 号    邮

编 :432600 

电话 : 0712-5237610   07125222424 

市“610 办公室”主任葛本元 :13995875088  136110780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周洪海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编号: 70061 

序号：122 

姓名: 冯晓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德安北路 35 号，邮编 432600 

电话：0712-5222525-3737 

冯晓明 1330729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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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2 

序号：123 

姓名: 代小琳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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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德安北路 35 号，邮编 432600 

电话：0712-5222525-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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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6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3 

序号：124 

姓名: 徐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棠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棠棣镇 邮编：432618 

电话：0712-5662007 

所长徐军 133072961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4 

序号：125 

姓名: 张维岗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棠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棠棣镇 邮编：432618 

电话：0712-5662007 

教导员张维岗 189957059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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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5 

序号：126 

姓名: 程由剑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棠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棠棣镇 邮编：432618 

电话：0712-5662007 

副所长程由剑 189957059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6 

序号：127 

姓名: 唐飞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棠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棠棣镇 邮编：432618 

电话：0712-5662007 

警察唐飞 189957059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7 

序号：128 

姓名: 李涛 (3)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棠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棠棣镇 邮编：432618 

电话：0712-56620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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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李涛 189957050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8 

序号：129 

姓名: 张三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棠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棠棣镇 邮编：432618 

电话：0712-5662007 

警察张三：13633817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69 

序号：130 

姓名: 杨春桥 (2)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南城办事处四里（四里看守所）邮编: 432600 

电话: 0712-5223846； 

教导员杨春桥 189957057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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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070 

序号：131 

姓名: 陈和恩 

职务: 所长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南城办事处四里村，邮政编码：432600 

电话：0712-5287361 

所长陈和恩 18995705818 1370729623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71 

序号：132 

姓名: 江友来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南城办事处四里村，邮政编码：432600 

电话：0712-5287361 

教导员江友来 138719048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72 

序号：133 

姓名: 夏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解放大道 36 号 

电话：0712-5269408 

检察长夏明 153070988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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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073 

序号：134 

姓名: 任晋红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解放大道 36 号 

电话：0712-5269408 

副检察长任晋红 18907296688、0712-526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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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7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学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编号: 70446 

序号：135 

姓名: 卢细东 

职务:  

单位: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湛月路 1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邮

编:435100 

电话： (市政法委 610) 0714-8712396 

市“610 办公室”卢细东：1399595266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4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47 

序号：136 

姓名: 刘国兴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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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湛月路 1 号 市委办公大楼 邮

编:435100 

电话： (市政法委 610) 0714-8712396 

市“610 办公室”刘国兴：1399599363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4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48 

序号：137 

姓名: 曹祥俊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公安局）0714-8732713 国保大队 0714-8773068 公安局纪委 0714-8770905 

国保大队大队长曹祥俊（2012）：0714-877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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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4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49 

序号：138 

姓名: 陈敦尧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公安局）0714-8732713 国保大队 0714-8773068 公安局纪委 0714-87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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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4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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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0 

序号：139 

姓名: 阎福安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公安局）0714-8732713 国保大队 0714-8773068 公安局纪委 0714-87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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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1 

序号：140 

姓名: 袁龙 

职务: 批捕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批捕科袁龙：办 0714-3166081 0714-8736536  1397177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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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2 

序号：141 

姓名: 殷永志 

职务: 批捕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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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捕科殷永志：办 0714-3166081 宅 0714-8710925 1390723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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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3 

序号：142 

姓名: 陈迪军 

职务: 批捕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批捕科陈迪军：办 0714-3166081 宅 0714-8722590 1388649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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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4 

序号：143 

姓名: 雷敏 

职务: 批捕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批捕科雷敏：135976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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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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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455 

序号：144 

姓名: 邵传良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公诉科邵传良：办 0714-3166182 宅 0714-8717218 1587120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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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6 

序号：145 

姓名: 石爱珍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公诉科石爱珍：办 0714-3166182 宅 0714-8765838 139717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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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7 

序号：146 

姓名: 吕国平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湖北省大冶市东风路 16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检察院）0714-3166181 0714-3166091 0714-12309（统一受理电话） 

公诉科吕国平：办 0714-3166151 宅 0714-8723078 139865965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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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8 

序号：147 

姓名: 王军 (3)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法院）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2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法院） 0714-8938606 

市法院院长王军：0714-3188898 13907231819 1800723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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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59 

序号：148 

姓名: 熊振 

职务: 主办法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法院）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2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法院） 0714-8938606 

主办法官熊振：0714-3188656 1832787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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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5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60 

序号：149 

姓名: 柯劲松 

职务: 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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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法院）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2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法院） 0714-8938606 

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长柯劲松：0714-3188858 18327876868 180863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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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6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61 

序号：150 

姓名: 林玲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法院）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2 号  邮编：435100 

电话：（市法院） 0714-8938606 

审判员林玲：办公室 0714-893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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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6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62 

序号：151 

姓名: 卢正霞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大冶市东岳路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东岳路 29 号 邮编：435100 

电话：0714-8712267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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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518 

序号：152 

姓名: 高清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政法委 610 办)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碧涢路（碧郧路）210 号    邮

编 :432600 

电话 : 0712-5237610   07125222424 

市政法委书记高清平 : 13507296118  办 0712-522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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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周洪海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编号: 70519 

序号：153 

姓名: 吴小敏 

职务: 公安局局长 （原任）、市政法委书记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安陆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政法委）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碧涢路（碧郧路）210 号  邮

编 :432600 

电话 : （市政法委）0712-5237610  07125222424 

地址 : （市公安局）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德安北路 35 号   邮编 :432600 

电话 : （市公安局）0712-5223938  总机 0712-5222525  国保大队 0712-5222525-3737 0712-5223938-

362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周洪海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编号: 70520 

序号：154 

姓名: 刘敦锋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公安局）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德安北路 35 号   邮编 :432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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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市公安局）0712-5223938  总机 0712-5222525  国保大队 0712-5222525-3737 0712-5223938-

3628 

市公安局局长刘敦锋：0712-522252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安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周洪海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编号: 70753 

序号：155 

姓名: 刘红鸣 

职务: 书记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518 号 硚口区政法委 邮编 430030 

电话 027-83426427 027-86794120 027-8342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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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53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54 

序号：156 

姓名: 邱建午 

职务: 法制大队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硚口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 19 号  硚口区

公安分局 邮编:430000               

电话: 027-83781888 027-8378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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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54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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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755 

序号：157 

姓名: 牛伟 

职务: 法制大队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硚口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 19 号  硚口区

公安分局 邮编:430000               

电话: 027-83781888 027-8378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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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55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56 

序号：158 

姓名: 徐敏莉 

职务: 法制大队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硚口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 19 号  硚口区

公安分局 邮编:430000               

电话: 027-83781888 027-8378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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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56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57 

序号：159 

姓名: 胡建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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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58 

序号：160 

姓名: 邓和生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办案警察邓和生 139716345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8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59 

序号：161 

姓名: 金勇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9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0 

序号：162 

姓名: 杨俊祥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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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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60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1 

序号：163 

姓名: 张子鹰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1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2 

序号：164 

姓名: 李家鸿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2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3 

序号：1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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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智恩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282 号 硚口区汉中派出所 邮编: 430032  

电话: 027-85394968 027-85394969 027-83807060 027-837330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3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4 

序号：166 

姓名: 秦川军 

职务: 批捕科副科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  邮编: 430043  

电话: 027-68839566  传真:027-68839569 总值班室 027-65797000 

批捕科副科长秦川军 027-6883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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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64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5 

序号：167 

姓名: 童德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  邮编: 430043  

电话: 027-68839566  传真:027-68839569 总值班室 027-65797000 

公诉人童德军；027-6883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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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6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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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6 

序号：168 

姓名: 胡诗云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 189 号   邮编:430034 

电话: 027-8386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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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66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7 

序号：169 

姓名: 夏青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舵落口大市场内   邮编：430040 

电话：027-85395040 027-83899479 027-83899950 027-83899747  

（投诉电话）027-616757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7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8 

序号：170 

姓名: 谢琼 

职务: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舵落口大市场内   邮编: 430040 

电话: 027-85395040 027-83899479 027-83899950 027-83899747 

（投诉电话）027-616757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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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琼 027-853950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8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69 

序号：171 

姓名: 朱志强 

职务: 保安 

单位: 湖北省中山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 26 号  邮编:430033  

电话: 027-83745674，027-83745675（白天）027-83743096(夜晚)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9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70 

序号：172 

姓名: 马恩平 

职务: 保安 

单位: 湖北省中山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 26 号  邮编:430033  

电话: 027-83745674，027-83745675（白天）027-83743096(夜晚)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70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0771 

序号：173 

姓名: 徐彪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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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保安 

单位: 湖北省中山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 26 号  邮编:430033  

电话: 027-83745674，027-83745675（白天）027-83743096(夜晚)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71 

迫害案例:  

 追查省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编号: 71100 

序号：174 

姓名: 陈茂海 

职务: 法制科成员 

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油江路 23 号   邮编：434300 

电话：(县公安局) 总机 0716-5226004 5240877 5240821  国保大队 5224455 

法制科成员陈茂海：法制科办 524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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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编号: 71101 

序号：175 

姓名: 腾祖宏 

职务: 保卫科长 (原任) 

单位: 湖北车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178 号  邮编：434300 

电话：0716-52434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0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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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137 

序号：176 

姓名: 聂胜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湖北车咸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淦河大道 18 号   邮编 : 437100 

电话 :（市公安局）0715-8232114   值班 0715-823000   传真 0715-8232102 

副局长聂胜（徐长虹案幕后操作人）：办 0715-8172010  189958266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3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编号: 71138 

序号：177 

姓名: 蒋志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湖北车咸宁市咸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检察院）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金桂路 43 号   邮编 : 437000 

电话 :（区检察院）0715-832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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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编号: 71139 

序号：178 

姓名: 张吉生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湖北车咸宁市咸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检察院）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金桂路 43 号   邮编 : 437000 

电话 :（区检察院）0715-8322880  

公诉科张吉生：0715-8335217  139072414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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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3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编号: 71140 

序号：179 

姓名: 徐红兵 

职务: 院长 

单位: 湖北车咸宁市咸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文笔大道 109 号   邮编 : 437000 

电话 :（区法院）0715-832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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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编号: 71141 

序号：180 

姓名: 林少坤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湖北车咸宁市咸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文笔大道 109 号   邮编 : 437000 

电话 :（区法院）0715-8322545 

主审法官林少坤：（主要负责人）办 0715-8314276  1800724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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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编号: 71142 

序号：181 

姓名: 镇向阳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北车咸宁市咸安区看守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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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区看守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桂乡大道   邮编 : 437000 

电话 : （区看守所）值班 0715-8326391  办公室 0715-8302322 

警察镇向阳（警号 087780）：0715-8326391  0715-8302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长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