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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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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广东 

编号: 72672 
姓名: 林少春 
职务: 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合群三马路 省委大院 广东省政法委  
       邮编：51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2 
序号：1 

编号: 72682 
姓名: 简锡波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2 
序号：2 

编号: 72684 
姓名: 康玉福 
职务: 防邪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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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4 
序号：3 

编号: 72685 
姓名: 林伟长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5 
序号：4 

编号: 72686 
姓名: 李进荣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6 
序号：5 

编号: 72689 
姓名: 刘玉裕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维稳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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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9 
序号：6 

编号: 72690 
姓名: 陈红梅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综治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0 
序号：7 

编号: 72691 
姓名: 田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维稳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1 
序号：8 

编号: 72693 
姓名: 李育林 
职务: 书记、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番禺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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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14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3 
序号：9 

编号: 72694 
姓名: 麦绍雄 
职务: 副书记、副局长 (分管国保)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番禺区公安分局 
       邮编：5114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2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4 
序号：10 

编号: 72695 
姓名: 谢展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番禺区公安分局 
       邮编：5114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5 
序号：11 

编号: 72696 
姓名: 杨敬峰 
职务: 预审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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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番禺区公安分局 
       邮编：5114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6 
序号：12 

编号: 72697 
姓名: 黄剑锋 
职务: 预审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番禺区公安分局 
       邮编：5114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7 
序号：13 

编号: 72698 
姓名: 李方炎 
职务: 预审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15 号  番禺区公安分局 
       邮编：5114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8 
序号：14 

编号: 72701 
姓名: 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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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庭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院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桥兴大道 733 号 番禺区法院  
      邮编：511490 
       
      地址 2: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 69 号 番禺沙湾区法院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1 
序号：15 

编号: 72702 
姓名: 梁凤仪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院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桥兴大道 733 号 番禺区法院  
      邮编：511490 
       
      地址 2: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 69 号 番禺沙湾区法院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2 
序号：16 

编号: 72704 
姓名: 江伟松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东兴路 151 号  番禺区检察院 
      邮编：511400 
       
      地址 2：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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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4 
序号：17 

编号: 72705 
姓名: 王志新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东兴路 151 号  番禺区检察院 
      邮编：511400 
       
      地址 2：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大道 80 号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5 
序号：18 

编号: 72708 
姓名: 黎炳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8 
序号：19 

编号: 72709 
姓名: 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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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9 
序号：20 

编号: 72710 
姓名: 李毅良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0 
序号：21 

编号: 72711 
姓名: 张永旭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1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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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712 
姓名: 陈宇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2 
序号：23 

编号: 72713 
姓名: 方粤群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3 
序号：24 

编号: 72714 
姓名: 蔡冠荣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沿沙路 106 号 洛溪新城派出所 
       邮编：5114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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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4 
序号：25 

编号: 74300 
姓名: 程正华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7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0 
序号：26 

编号: 74301 
姓名: 李扬中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1 
序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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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4304 
姓名: 牟春生 
职务: 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3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 2088 号  罗湖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 
      邮编：518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2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4 
序号：28 

编号: 74306 
姓名: 李久祥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沿河北路 2006 号 罗湖区司法大厦  罗湖区法院  
      邮编：51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6 
序号：29 

编号: 74307 
姓名: 郑小涛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沿河北路 2006 号 罗湖区司法大厦  罗湖区法院  
      邮编：51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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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7 
序号：30 

编号: 74309 
姓名: 徐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2002 号罗湖区司法大厦  罗湖区检察院 
      邮编：51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9 
序号：31 

编号: 74310 
姓名: 王再昕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2002 号罗湖区司法大厦  罗湖区检察院 
      邮编：51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0 
序号：32 

编号: 74311 
姓名: 许俏丽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2002 号罗湖区司法大厦  罗湖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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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8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1 
序号：33 

编号: 74313 
姓名: 陈伟智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稻田路 1229 号  罗湖区看守所 
      邮编：5180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3 
序号：34 

编号: 74315 
姓名: 左志亮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 213 号  笋岗派出所  
      邮编：518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5 
序号：35 

编号: 74317 
姓名: 赖建华 
职务: 街道办书记、办事处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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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办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笋岗大厦 5 楼  罗湖区笋岗街道办 
      邮编：5180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7 
序号：36 

编号: 74318 
姓名: 杨冬柏 
职务: 工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办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笋岗大厦 5 楼  罗湖区笋岗街道办 
      邮编：5180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8 
序号：37 

编号: 74319 
姓名: 马领会 
职务: 工委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办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笋岗大厦 5 楼  罗湖区笋岗街道办 
      邮编：5180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19 
序号：38 

编号: 74389 
姓名: 施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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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4018 号 深圳市公安局 
      邮编：51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89 
序号：39 

编号: 74390 
姓名: 曾湃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6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0 
序号：40 

编号: 74391 
姓名: 谢力文 
职务: 副书记（分管维稳、防范）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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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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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1 
序号：41 

编号: 74393 
姓名: 华振强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2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10388 号  南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9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3 
序号：42 

编号: 74394 
姓名: 张欣之 
职务: 第一副局长（分管国保）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10388 号  南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4 
序号：43 

编号: 74395 
姓名: 黄奇敏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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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10388 号  南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5 
序号：44 

编号: 74396 
姓名: 韩平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10388 号  南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6 
序号：45 

编号: 74397 
姓名: 张海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7 
序号：46 

编号: 74398 
姓名: 鞠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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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8 
序号：47 

编号: 74399 
姓名: 谢壮波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9 
序号：48 

编号: 74400 
姓名: 王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0 
序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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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4401 
姓名: 罗裕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1 
序号：50 

编号: 74402 
姓名: 谢虎飞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2 
序号：51 

编号: 74403 
姓名: 施文斌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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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3 
序号：52 

编号: 74404 
姓名: 潘宏坤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95 号（蛇口华明路海达楼 ）粤海派出所 
      邮编：518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4 
序号：53 

编号: 74406 
姓名: 王延奎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5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区政府大楼 9 楼  区政法委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6 
序号：54 

编号: 74408 
姓名: 王舒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区政府大楼 9 楼  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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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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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6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综治办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区政府大楼 9 楼  区政法委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8 
序号：55 

编号: 74409 
姓名: 张晋村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610）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区政府大楼 9 楼  区政法委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6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9 
序号：56 

编号: 74410 
姓名: 邹湘河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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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0 
序号：57 

编号: 74412 
姓名: 李顶雄 
职务: 预审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2 
序号：58 

编号: 74413 
姓名: 官尔杰 
职务: 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1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3 
序号：59 

编号: 74414 
姓名: 谢双桥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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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4 
序号：60 

编号: 74415 
姓名: 焦方智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5 
序号：61 

编号: 74416 
姓名: 刘晓峰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6 
序号：62 

编号: 74417 
姓名: 谢锦清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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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6 号  龙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7 
序号：63 

编号: 74419 
姓名: 刘晓伟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爱联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军田路 59 号  爱联派出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9 
序号：64 

编号: 74420 
姓名: 邓宏辉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爱联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军田路 59 号  爱联派出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0 
序号：65 

编号: 74421 
姓名: 陈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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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分局爱联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军田路 59 号  爱联派出所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1 
序号：66 

编号: 74422 
姓名: 邱伯友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10 号  龙岗区检察院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2 
序号：67 

编号: 74423 
姓名: 肖宇连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10 号  龙岗区检察院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3 
序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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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4424 
姓名: 陈淑芬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10 号  龙岗区检察院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4 
序号：69 

编号: 74425 
姓名: 符波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德政路 8 号  龙岗区法院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5 
序号：70 

编号: 74427 
姓名: 李永胜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黄阁坑  龙岗区看守所 
      邮编：518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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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27 
序号：71 

编号: 74622 
姓名: 何忠友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合群三马路 省委大院 广东省政法委  
       邮编：51008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2 
序号：72 

编号: 74623 
姓名: 陈如桂 
职务: 书记 (原任、现任深圳市代市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3 
序号：73 

编号: 74624 
姓名: 陈明德 
职务: 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市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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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4 
序号：74 

编号: 74625 
姓名: 赵江华 
职务: 一处副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5 
序号：75 

编号: 74626 
姓名: 王华 
职务: 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6 
序号：76 

编号: 74648 
姓名: 郭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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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委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华路 183 号 14 楼  越秀区政法委  
      邮编：51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6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华路 183 号 14 楼  越秀区政法委  
      邮编：51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8 
序号：77 

编号: 75087 
姓名: 吴森 
职务: 副书记（分管综治、维稳）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 1 号  海珠区政法委 
      邮编：510220 海珠区政府旧址为宝岗路 1 号，在 2010 年迁出，新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大道南 999 号，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7 
序号：78 

编号: 75088 
姓名: 周慧萌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 1 号  海珠区政法委 
      邮编：510220 海珠区政府旧址为宝岗路 1 号，在 2010 年迁出，新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大道南 999 号，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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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 
      邮编：510260 
       
      地址 2：（区政法委、 综治办、 维稳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 8 楼  
      邮编：510240 
       
      地址 3：广州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39 号 
      邮编：5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8 
序号：79 

编号: 75089 
姓名: 谢惠敏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同福中路 368 号  海珠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9 
序号：80 

编号: 75090 
姓名: 江展明 
职务: 副局长（负责预审、监所工作）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同福中路 368 号  海珠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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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0 
序号：81 

编号: 75091 
姓名: 李景章 
职务: 国保大队长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同福中路 368 号  海珠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1 
序号：82 

编号: 75093 
姓名: 杨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88 号  昌岗街派出所 
      邮编：5102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3 
序号：83 

编号: 75094 
姓名: 郑容武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88 号  昌岗街派出所 
      邮编：5102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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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4 
序号：84 

编号: 75095 
姓名: 刘昌猛 
职务: 专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88 号  昌岗街派出所 
      邮编：5102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5 
序号：85 

编号: 75096 
姓名: 李国栋 
职务: 社区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88 号  昌岗街派出所 
      邮编：5102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6 
序号：86 

编号: 75097 
姓名: 劳杰飞 
职务: 社区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88 号  昌岗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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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2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7 
序号：87 

编号: 75099 
姓名: 孔赞华 
职务: 党工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大昌岗街道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147 号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8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9 
序号：88 

编号: 75100 
姓名: 于智强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大昌岗街道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147 号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0 
序号：89 

编号: 75101 
姓名: 易文胜 
职务: 纪委书记 (兼任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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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大昌岗街道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147 号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1 
序号：90 

编号: 75103 
姓名: 李安娜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园北路与细岗路交叉口西北 50 米  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3 
序号：91 

编号: 75104 
姓名: 黄璇英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园北路与细岗路交叉口西北 50 米  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4 
序号：92 

编号: 75105 
姓名: 何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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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园北路与细岗路交叉口西北 50 米  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5 
序号：93 

编号: 75106 
姓名: 何国维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园北路与细岗路交叉口西北 50 米  细岗西社区居委会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6 
序号：94 

编号: 75262 
姓名: 何铭泉 
职务: 综治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维稳办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 
      邮编：510260 
       
      地址 2：（区政法委、 综治办、 维稳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 8 楼  
      邮编：510240 
       
      地址 3：广州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39 号 
      邮编：5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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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2 
序号：95 

编号: 75263 
姓名: 孙焕然 
职务: 维稳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维稳办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 
      邮编：510260 
       
      地址 2：（区政法委、 综治办、 维稳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 8 楼  
      邮编：510240 
       
      地址 3：广州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39 号 
      邮编：5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3 
序号：96 

编号: 75265 
姓名: 朱穗武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派出所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凤岗路 83 号  南石头派出所 
      邮编：510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5 
序号：97 

编号: 75266 
姓名: 任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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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派出所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凤岗路 83 号  南石头派出所 
      邮编：510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6 
序号：98 

编号: 76257 
姓名: 李春生 
职务: 厅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 97 号 
      邮编：51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57 
序号：99 

编号: 76258 
姓名: 徐文海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4018 号 深圳市公安局 
      邮编：51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58 
序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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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6259 
姓名: 邱慧萍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610）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 1 号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宝安区政法委  
      邮编：518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4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 1 号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宝安区政法委  
      邮编：518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59 
序号：101 

编号: 76260 
姓名: 周遂恩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湖滨路 3 号  宝安区公安分局 
      邮编：518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0 
序号：102 

编号: 76262 
姓名: 吴立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元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松元社区  松元派出所 
      邮编：518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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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2 
序号：103 

编号: 76263 
姓名: 张曜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元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松元社区  松元派出所 
      邮编：5181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3 
序号：104 

编号: 76264 
姓名: 张连刚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一号  宝安区检察院 
      邮编：518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4 
序号：105 

编号: 76267 
姓名: 孙光辉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政法委 
      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 7 号政法大楼 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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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5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67 
序号：106 

编号: 76272 
姓名: 曾湘澜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政府 
      广东省汕头市跃进路 28 号  汕头市政府办公室 
      邮编：515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0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 
      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黄河路 88 号  汕头市公安局  
      邮编： 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2 
序号：107 

编号: 76273 
姓名: 林为民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 
      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黄河路 88 号  汕头市公安局  
      邮编： 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3 
序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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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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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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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76278 
姓名: 蔡锦荣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 72 号  金平区公安分局 
      邮编：515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8 
序号：109 

编号: 76279 
姓名: 戴国涛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汕樟路 72 号  金平区公安分局 
      邮编：515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79 
序号：110 

编号: 76281 
姓名: 陈民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环路 16 号  金平区检察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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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1 
序号：111 

编号: 76283 
姓名: 辛惠松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3 
序号：112 

编号: 76284 
姓名: 卢文礼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4 
序号：113 

编号: 76285 
姓名: 黄建辉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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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5 
序号：114 

编号: 76286 
姓名: 杨俊容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6 
序号：115 

编号: 76287 
姓名: 林瑾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7 
序号：116 

编号: 76288 
姓名: 何嵘 
职务: 合议庭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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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8 
序号：117 

编号: 76289 
姓名: 胡晓虹 
职务: 合议庭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 18 号  金平区法院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89 
序号：118 

编号: 76291 
姓名: 郭小昂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石炮台派出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石炮台街道渔港路 17 号  石炮台派出所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91 
序号：119 

编号: 76293 
姓名: 陈震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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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汕头市看守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鮀浦镇院内  汕头市看守所 
      邮编：515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93 
序号：120 

编号: 77711 
姓名: 黄学斌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政法委 
      地址 1：广东省韶关乐昌市公主上路市政府大楼 乐昌市政法委 
       邮编：512200 
        
       地址 2：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9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1 
序号：121 

编号: 77712 
姓名: 刘蓝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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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2 
序号：122 

编号: 77715 
姓名: 李桂平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3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安局 
      广东省韶关乐昌市碧桂路 1 号  乐昌市公安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5 
序号：123 

编号: 77716 
姓名: 李伟忠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安局 
      广东省韶关乐昌市碧桂路 1 号  乐昌市公安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6 
序号：124 

编号: 77717 
姓名: 范润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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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安局 
      广东省韶关乐昌市碧桂路 1 号  乐昌市公安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7 
序号：125 

编号: 77718 
姓名: 邓扬钊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安局 
      广东省韶关乐昌市碧桂路 1 号  乐昌市公安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8 
序号：126 

编号: 77720 
姓名: 许细桥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检察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6 号  乐昌市检察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0 
序号：127 

编号: 77721 
姓名: 丘伟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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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检察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6 号  乐昌市检察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1 
序号：128 

编号: 77722 
姓名: 董玲 
职务: 公诉科副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检察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6 号  乐昌市检察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2 
序号：129 

编号: 77723 
姓名: 杨慧红 
职务: 侦查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检察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6 号  乐昌市检察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3 
序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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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7725 
姓名: 李芳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法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4 号  乐昌市法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5 
序号：131 

编号: 77726 
姓名: 丘辉华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法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4 号  乐昌市法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6 
序号：132 

编号: 77728 
姓名: 肖永剑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教育局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66 号  乐昌市教育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7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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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8 
序号：133 

编号: 77730 
姓名: 余春荣 
职务: 副校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职业学校 
      广东韶关市乐昌市乐城街道大昌路  乐昌市职业学校  
      邮编：5122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30 
序号：134 

编号: 77731 
姓名: 白远方 
职务: 副校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职业学校 
      广东韶关市乐昌市乐城街道大昌路  乐昌市职业学校  
      邮编：5122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31 
序号：135 

编号: 77733 
姓名: 黄忠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看守所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三公里看守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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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33 
序号：136 

编号: 77734 
姓名: 潘榕福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看守所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三公里看守所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34 
序号：137 

编号: 81297 
姓名: 陈雪松 
职务: 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97 
序号：138 

编号: 81298 
姓名: 刘卫国 
职务: 预审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10388 号  南山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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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98 
序号：139 

编号: 81300 
姓名: 汤小山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公园路 23 号 招商派出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00 
序号：140 

编号: 81301 
姓名: 谢维富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公园路 23 号 招商派出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01 
序号：141 

编号: 81302 
姓名: 陈凯兴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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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派出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公园路 23 号 招商派出所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02 
序号：142 

编号: 81303 
姓名: 詹旭伟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 26 号  南山区法院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03 
序号：143 

编号: 81304 
姓名: 王小燕 
职务: 助理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 26 号  南山区法院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04 
序号：144 

编号: 85937 
姓名: 李燕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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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狱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八路西端 309 号  南山区看守所 
      邮编：518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937 
序号：145 

编号: 85939 
姓名: 刘庆生 
职务: 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938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路 4018 号 深圳市公安局 
      邮编：51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4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939 
序号：146 

编号: 87675 
姓名: 黎建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综治办 
      （区委 区政法委 综治办 防范办）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 1 号 天河区机关大院  
      邮编 : 5106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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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5 
序号：147 

编号: 87677 
姓名: 黄小兰 
职务: 居委会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华新社区居委会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华康街 9 号  华新社区居委会 
       邮编：5106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7 
序号：148 

编号: 87679 
姓名: 张妙娟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01 号  林和街办事处 
       邮编：5106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8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9 
序号：149 

编号: 87680 
姓名: 龚维 
职务: 林和街办事处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01 号  林和街办事处 
       邮编：5106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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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0 
序号：150 

编号: 87681 
姓名: 王忠 
职务: 林和街办事处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01 号  林和街办事处 
       邮编：5106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78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1 
序号：151 

编号: 87683 
姓名: 龚伟河 
职务: 校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党校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69 号 天河区党校 
       邮编：5106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3 
序号：152 

编号: 87684 
姓名: 邓穗涛 
职务: 副校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党校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69 号 天河区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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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6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4 
序号：153 

编号: 87686 
姓名: 李勇军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洗脑班”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 333 号 黄埔区政法委 
       邮编：510700     
        
       黄埔“洗脑班”：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天鹿南路联华路  （广州天麓马术俱乐部内） 
       邮编：510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6 
序号：154 

编号: 87687 
姓名: 戴艳梅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洗脑班”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 333 号 黄埔区政法委 
       邮编：510700     
        
       黄埔“洗脑班”：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天鹿南路联华路  （广州天麓马术俱乐部内） 
       邮编：510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7 
序号：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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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7689 
姓名: 黄征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788 号  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邮编：510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9 
序号：156 

编号: 87690 
姓名: 何国梅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788 号  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邮编：510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90 
序号：157 

编号: 87691 
姓名: 梁敏勤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788 号  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邮编：510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8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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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91 
序号：158 

编号: 88954 
姓名: 李根泉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54 
序号：159 

编号: 88955 
姓名: 曾伟洪 
职务: 刑庭长副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法院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公主下路 74 号  乐昌市法院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55 
序号：160 

编号: 95465 
姓名: 姚文东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仲元东路 51 号 
       邮编：514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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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5 
序号：161 

编号: 95466 
姓名: 钟明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仲元东路 51 号 
       邮编：514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6 
序号：162 

编号: 95467 
姓名: 曹浩波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综治办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仲元东路 51 号 
       邮编：514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7 
序号：163 

编号: 95468 
姓名: 邓立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定民路 8 号  
       邮编：5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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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8 
序号：164 

编号: 95469 
姓名: 陈冬梅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定民路 8 号  
       邮编：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9 
序号：165 

编号: 95470 
姓名: 陈志东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定民路 8 号  
       邮编：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0 
序号：166 

编号: 95471 
姓名: 丘德明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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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定民路 8 号  
       邮编：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1 
序号：167 

编号: 95472 
姓名: 黄军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定民路 8 号  
       邮编：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5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2 
序号：168 

编号: 95474 
姓名: 邱海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东郊派出所 
      广东梅州市东郊乡德赞村岗尾段 东郊派出所 
       邮编: 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4 
序号：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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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476 
姓名: 许智辉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派出所 
      广东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城北派出所  
       邮编: 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6 
序号：170 

编号: 95477 
姓名: 李斌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派出所 
      广东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城北派出所  
       邮编: 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7 
序号：171 

编号: 95478 
姓名: 黄明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检察院 
      广东梅州市梅江区道前街 12 号  
       邮编：514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4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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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8 
序号：172 

编号: 95479 
姓名: 赖昌仁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法院 
      广东省梅州市江北道前街 14 号  
       邮编：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4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79 
序号：173 

编号: 95480 
姓名: 陈学军 
职务: 审判长（刑事审判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法院 
      广东省梅州市江北道前街 14 号  
       邮编：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4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0 
序号：174 

编号: 95481 
姓名: 李小健（2）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看守所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东郊镇芹洋村 梅江区看守所 
       邮编: 51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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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81 
序号：175 

编号: 95641 
姓名: 苏鉴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331 号  白云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440 
        
       地址 2：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麓景路 2 号  白云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1 
序号：176 

编号: 95643 
姓名: 肖大志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信访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政通路 8 号 
       邮编: 510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3 
序号：177 

编号: 95644 
姓名: 赵军明 
职务: 综治委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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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综治办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白云区政法委 
       邮编：5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8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4 
序号：178 

编号: 95645 
姓名: 黄韵鸣 
职务: 综治委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综治办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白云区政法委 
       邮编：5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8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5 
序号：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