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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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编号: 71250 
姓名: 吴海涛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政法委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胜利四路 52 号 
      邮编: 4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0 
序号：1 

编号: 71259 
姓名: 田红 (2) 
职务: 区政法委书记、区群工部部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法委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 65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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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9 
序号：2 

编号: 71261 
姓名: 田益群 
职务: 夷陵区公安分局局长、原长阳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正安街 1 号  
      邮编：443100  
       
      地址 2: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东湖大道 8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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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7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48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5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1 
序号：3 

编号: 71262 
姓名: 李宏杰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正安街 1 号  
      邮编：443100  
       
      地址 2: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东湖大道 8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2 
序号：4 

编号: 71263 
姓名: 张学兵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正安街 1 号  
      邮编：443100  
       
      地址 2: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东湖大道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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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3 
序号：5 

编号: 71264 
姓名: 陈国华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正安街 1 号  
      邮编：443100  
       
      地址 2: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东湖大道 8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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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4 
序号：6 

编号: 71266 
姓名: 朱从远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派出所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 126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6 
序号：7 

编号: 71267 
姓名: 赵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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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派出所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 126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7 
序号：8 

编号: 71271 
姓名: 郑凯 
职务: 公诉科负责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检察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夷兴大道 229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1 
序号：9 

编号: 71273 
姓名: 邓家元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 212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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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3 
序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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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274 
姓名: 杜晓江 
职务: 刑庭科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 212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4 
序号：11 

编号: 71358 
姓名: 黄治权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派出所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 126 号  
      邮编：44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58 
序号：12 

编号: 71359 
姓名: 赵宏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白洋路 9 号  
      邮编：44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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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59 
序号：13 

编号: 71360 
姓名: 黄定珊 
职务: 所长 (原任，已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白洋路 9 号  
      邮编：44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5 

责任系统: 公安,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0 
序号：14 

编号: 71362 
姓名: 汪芹 
职务: 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2 
序号：15 

编号: 71363 
姓名: 刘琼 (3) 
职务: 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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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3 
序号：16 

编号: 71364 
姓名: 刘德新 
职务: 包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4 
序号：17 

编号: 71365 
姓名: 李蓉 
职务: 包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5 
序号：18 

编号: 71366 
姓名: 李娜 
职务: 包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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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6 
序号：19 

编号: 71367 
姓名: 杨媛 
职务: 包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7 
序号：20 

编号: 71368 
姓名: 潘丽 
职务: 包夹犯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8 
序号：21 

编号: 73237 
姓名: 胡超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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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十堰市政法委 
      湖北省十堰市北京路行政中心  市政法委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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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7 
序号：22 

编号: 73238 
姓名: 张树群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十堰市北京路行政中心  市政法委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8 
序号：23 

编号: 73251 
姓名: 刘杰 （2）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路 71 号政府大楼  区政法委  
      邮编：44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1 
序号：24 

编号: 73253 
姓名: 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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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房陵巷 6 号  茅箭区公安分局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3 
序号：25 

编号: 73254 
姓名: 常武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房陵巷 6 号  茅箭区公安分局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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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4 
序号：26 

编号: 73255 
姓名: 上官鹏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房陵巷 6 号  茅箭区公安分局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5 
序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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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256 
姓名: 金鑫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房陵巷 6 号  茅箭区公安分局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6 
序号：28 

编号: 73258 
姓名: 郑轩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检察院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北京路 6 号  区检察院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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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8 
序号：29 

编号: 73259 
姓名: 贺昌琼 
职务: 公诉科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检察院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北京路 6 号  区检察院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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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9 
序号：30 

编号: 73261 
姓名: 胡晓丽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特 2 号 
      邮编：43006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6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61 
序号：31 

编号: 74919 
姓名: 阎磊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9 
序号：32 

编号: 74920 
姓名: 黄莉萍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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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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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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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0 
序号：33 

编号: 74922 
姓名: 伍永胜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维稳办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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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2 
序号：34 

编号: 74926 
姓名: 高尚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637 号  汉阳区检察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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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6 
序号：35 

编号: 74928 
姓名: 刘言胜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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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8 
序号：36 

编号: 74929 
姓名: 张晓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9 
序号：37 

编号: 74930 
姓名: 梁宏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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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0 
序号：38 

编号: 74931 
姓名: 郑云华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姚湾 12 号  汉阳区法院 
      邮编：4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31 
序号：39 

编号: 75849 
姓名: 刘前信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49 
序号：40 

编号: 75851 
姓名: 李君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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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1 
序号：41 

编号: 75852 
姓名: 岳朝霞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2 
序号：42 

编号: 75855 
姓名: 杜春华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汉市洪山区武珞路 798 号  洪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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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5 
序号：43 

编号: 75857 
姓名: 杨屹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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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口叶麻店特 1 号  洪山区检察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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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7 
序号：44 

编号: 75859 
姓名: 沈波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9 
序号：45 

编号: 78113 
姓名: 黄建安 
职务: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政府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解放西路 1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1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湘汉路 18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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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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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3 
序号：46 

编号: 78114 
姓名: 张瑾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湘汉路 18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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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4 
序号：47 

编号: 78115 
姓名: 胡汉雄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湘汉路 18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5 
序号：48 

编号: 78116 
姓名: 刘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检察院 
      地址 1：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湘汉路 297 号 
      邮编：437400 
       
      地址 2：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湘汉路 3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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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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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6 
序号：49 

编号: 78117 
姓名: 杨姚平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检察院 
      地址 1：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湘汉路 297 号 
      邮编：437400 
       
      地址 2：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湘汉路 305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1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7 
序号：50 

编号: 78118 
姓名: 肖创彬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院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民主路 16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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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8 
序号：51 

编号: 78119 
姓名: 吴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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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庭长（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院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民主路 16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19 
序号：52 

编号: 78120 
姓名: 谭小军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院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民主路 16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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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0 
序号：53 

编号: 78121 
姓名: 姜功仁 
职务: 刑一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院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民主路 169 号  
      邮编︰43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1 
序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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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8122 
姓名: 庄广陵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范家台监狱 
      邮编：44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2 
序号：55 

编号: 80181 
姓名: 胡立山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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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1 
序号：56 

编号: 80182 
姓名: 陈婷 
职务: 办案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口叶麻店特 1 号  洪山区检察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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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2 
序号：57 

编号: 80183 
姓名: 刘雯雯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口叶麻店特 1 号  洪山区检察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3 
序号：58 

编号: 80184 
姓名: 张琼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4 
序号：59 

编号: 80185 
姓名: 朱燕燕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湖北省洪山区民院路 789 号  洪山区法院 
      邮编：43007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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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5 
序号：60 

编号: 80187 
姓名: 王小国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488 号  卓刀泉派出所 
      邮编：43007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7 
序号：61 

编号: 80188 
姓名: 何爱民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488 号  卓刀泉派出所 
      邮编：43007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8 
序号：62 

编号: 80189 
姓名: 刘春艳 
职务: 管段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488 号  卓刀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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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7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89 
序号：63 

编号: 80191 
姓名: 邓应元 
职务: 保卫部部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大学 
      （保卫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  武汉大学保卫部 
      邮编：43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36 

责任系统: 公安,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91 
序号：64 

编号: 86204 
姓名: 曹裕江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0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4 
序号：65 

编号: 86205 
姓名: 皮兴胜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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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248 号  武昌区公安分局 
      邮编：43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5 
序号：66 

编号: 86207 
姓名: 刘继平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7 
序号：67 

编号: 86208 
姓名: 李博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8 
序号：68 

编号: 86209 
姓名: 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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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派出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33 号 武昌公安分局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09 
序号：69 

编号: 86212 
姓名: 袁芒 
职务: 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水果湖张家湾 26 号 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11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12 
序号：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