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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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编号: 116246   (序号：1) 

姓名: 田根 

职务: 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47   (序号：2) 

姓名: 袁灵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48   (序号：3) 

姓名: 刘承勇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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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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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49   (序号：4) 

姓名: 马恩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0   (序号：5) 

姓名: 金铜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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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1   (序号：6) 

姓名: 彭传应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2   (序号：7) 

姓名: 苗宇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3   (序号：8) 

姓名: 聂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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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4   (序号：9) 

姓名: 夏贤广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5   (序号：10) 

姓名: 甘居华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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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6   (序号：11) 

姓名: 敖国虎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7   (序号：12) 

姓名: 晏光俊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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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258   (序号：13) 

姓名: 龚建国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59   (序号：14) 

姓名: 丁四刚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60   (序号：15) 

姓名: 袁旭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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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61   (序号：16) 

姓名: 陆庆磷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62   (序号：17) 

姓名: 黄波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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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63   (序号：18) 

姓名: 姚成伟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喻文林、王华川、周昶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 

编号: 116264   (序号：19) 

姓名: 汪怀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65   (序号：20) 

姓名: 王毅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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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66   (序号：21) 

姓名: 王佳甫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67   (序号：22) 

姓名: 徐兴合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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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68   (序号：23) 

姓名: 娄华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69   (序号：24) 

姓名: 李尚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1   (序号：25) 

姓名: 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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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2   (序号：26) 

姓名: 宋雪飞 

职务: 五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3   (序号：27) 

姓名: 李继良 

职务: 五大队三中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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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4   (序号：28) 

姓名: 刘遗瑞 

职务: 管教科科长、劳教所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16275   (序号：29) 

姓名: 陈革（1）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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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6   (序号：30) 

姓名: 景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7   (序号：31) 

姓名: 彭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8   (序号：32) 

姓名: 明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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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79   (序号：33) 

姓名: 云长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贵州省法轮功学员程华正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4 

编号: 116297   (序号：34) 

姓名: 于新忠 

职务: 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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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登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 

编号: 120537   (序号：35) 

姓名: 杨茁 

职务: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政府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金虹路市政府综合大楼    市政府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6 

      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市府路  安顺市公安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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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38   (序号：36) 

姓名: 任小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政法委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驼宝山广场西秀区行政办公中心  西秀区政法委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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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39   (序号：37) 

姓名: 罗文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政法委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驼宝山广场西秀区行政办公中心  西秀区政法委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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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0   (序号：38) 

姓名: 吕永梅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1   (序号：39) 

姓名: 保卫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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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2   (序号：40) 

姓名: 王祖业 

职务: 特警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11 号   西秀公安分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4   (序号：41) 

姓名: 黄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关派出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与新和路交叉    东关派出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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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5   (序号：42) 

姓名: 吴家兴 

职务: 所长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关派出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与新和路交叉    东关派出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7   (序号：43) 

姓名: 张渝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检察院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迎晖大道 54 号   西秀区检察院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49   (序号：44) 

姓名: 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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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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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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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法院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迎晖大道 52 号    西秀区法院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4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0551   (序号：45) 

姓名: 齐庆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局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大街驼宝山广场政务中心 7 号   西秀区教育局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50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封培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8 

编号: 121585   (序号：46) 

姓名: 季粼 

职务: 公安一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7 号    贵阳市公安局    

       邮编：55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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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 头桥派出所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美仙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2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586   (序号：47) 

姓名: 申玉林 

职务: 公安一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7 号    贵阳市公安局    

       邮编：55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9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 头桥派出所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美仙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2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587   (序号：48) 

姓名: 黄伯平 

职务: 公安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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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7 号    贵阳市公安局    

       邮编：55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9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 头桥派出所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美仙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2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588   (序号：49) 

姓名: 张宏黔 

职务: 公安一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7 号    贵阳市公安局    

       邮编：55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9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 头桥派出所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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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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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美仙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2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589   (序号：50) 

姓名: 赖小碧 

职务: 工作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  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通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1 

编号: 121590   (序号：51) 

姓名: 杨玉萍 

职务: 工作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  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通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1 

编号: 121591   (序号：52) 

姓名: 黄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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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工作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  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通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1 

编号: 121592   (序号：53) 

姓名: 钱红英 

职务: 工作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  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通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1 

编号: 121593   (序号：54) 

姓名: 陈金国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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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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通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1 

编号: 121594   (序号：55) 

姓名: 顾黔森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石通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31 

编号: 121596   (序号：56) 

姓名: 何子卫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5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包健伟、陶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3 

编号: 121598   (序号：57) 

姓名: 刘松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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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二戈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包健伟、陶掉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3 

编号: 121600   (序号：58) 

姓名: 张进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大方县公安局、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山看守所、贵州省武警总队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洪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 

编号: 121601   (序号：59) 

姓名: 黎计明 

职务: 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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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大方县公安局、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山看守所、贵州省武警总队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洪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1602   (序号：60) 

姓名: 明洪 

职务: 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大方县公安局、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山看守所、贵州省武警总队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洪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1603   (序号：61) 

姓名: 黄先跃 

职务: 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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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大方县公安局、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山看守所、贵州省武警总队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东洪的

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 

编号: 121605   (序号：62) 

姓名: 董阳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78 号  贵阳市政法委 

       邮编： 550003  

        

       地址 2：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市政法委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606   (序号：63) 

姓名: 黎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78 号  贵阳市政法委 

       邮编： 550003  

        

       地址 2：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市政法委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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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608   (序号：64) 

姓名: 徐立军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 头桥派出所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帮福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4 

编号: 121609   (序号：65) 

姓名: 任家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政法委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  县政法委 

       邮编: 56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438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  县政法委 

       邮编: 56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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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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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习水县国安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洪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0   (序号：66) 

姓名: 宋兴柱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43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国安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洪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 

编号: 121611   (序号：67) 

姓名: 余长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公安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   习水县公安局 

       邮编：56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4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国安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洪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27 

编号: 121612   (序号：68) 

姓名: 马龙 

职务: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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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公安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   习水县公安局 

       邮编：56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4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3   (序号：69) 

姓名: 杨德平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公安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   习水县公安局 

       邮编：56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4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5   (序号：70) 

姓名: 袁守彬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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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6   (序号：71) 

姓名: 杨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7   (序号：72) 

姓名: 李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8   (序号：73) 

姓名: 余秋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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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19   (序号：74) 

姓名: 赵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21   (序号：75) 

姓名: 李凌 

职务: 县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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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622   (序号：76) 

姓名: 苟明利 

职务: 副县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24   (序号：77) 

姓名: 何炜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人大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26   (序号：78) 

姓名: 王孟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教育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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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伍生英及丈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0 

编号: 121627   (序号：79) 

姓名: 张登群 

职务: 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马场村 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羊艾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凤云、田维维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5 

编号: 121628   (序号：80) 

姓名: 孙凤云 

职务: 七监区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马场村 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羊艾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孙凤云、田维维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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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629   (序号：81) 

姓名: 张金华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1630   (序号：82) 

姓名: 瞿国平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1631   (序号：83) 

姓名: 王亚吉 

职务: 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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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1632   (序号：84) 

姓名: 杨学萍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1633   (序号：85) 

姓名: 郭兆齐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劳教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省女子劳教所 

       邮编：5514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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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武善松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64 

编号: 124133   (序号：86) 

姓名: 陶霖 

职务: 泓生源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六盘水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泓生源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落飞戛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2 

      贵州六盘水监狱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落飞戛村斗官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36   (序号：87) 

姓名: 吴成群 

职务: 南湖景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省第二女子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南湖景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车水路 157 号 （太慈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5 

      贵州省第二女子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小车河湿地公园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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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139   (序号：88) 

姓名: 杨德军 

职务: 兴轿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轿子山监狱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兴轿实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8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42   (序号：89) 

姓名: 王成刚 

职务: 白云监狱副监狱长、华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华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1 

      贵州省白云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子哨农场内（白云区 105 县道和白金大道交汇处，距白金大道仅 50 米） 

       邮编：55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45   (序号：90) 

姓名: 卢云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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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羊艾监狱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振阳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振阳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茶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4 

      贵州省羊艾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西南郊羊艾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48   (序号：91) 

姓名: 董天华 

职务: 兴义监狱副监狱长、海子宝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海子宝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招堤街道办事处杨柳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7 

      贵州省兴义监狱 

      贵州省兴义市桔丰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51   (序号：92) 

姓名: 王武 

职务: 铜仁锦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铜仁监狱副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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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锦新机械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江北路 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0 

      贵州省铜仁监狱 

      贵州省兴义市桔丰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54   (序号：93) 

姓名: 刘双平 

职务: 凯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凯里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凯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新生路１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3 

      贵州凯里监狱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官庄湖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57   (序号：94) 

姓名: 佘正江 

职务: 黔东南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黄平东坡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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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黄平东坡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新州镇东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6 

      贵州省黔东南监狱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与施秉县交界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59   (序号：95) 

姓名: 赵龙 

职务: 兴义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双益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双益新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桔山新区酸枣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58 

      贵州省兴义监狱 

      贵州省兴义市桔丰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4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62   (序号：96) 

姓名: 王德瑞 

职务: 福泉监狱副监狱长、福泉磷肥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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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福泉磷肥厂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福泉市龙昌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1 

      贵州省福泉监狱 

      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龙昌镇仓盈湾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65   (序号：97) 

姓名: 龙云 

职务: 定欣鞋服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定欣鞋服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关镇关外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4 

      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北郊麦溪河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68   (序号：98) 

姓名: 张天华 

职务: 金西监狱公司总经理、金西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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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金西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沙子哨农场小黄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7 

      贵州省金西监狱 

      贵州省贵阳白云区沙文镇沙子哨农场（白金大道旁）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71   (序号：99) 

姓名: 范松 

职务: 安顺监狱副监狱长、旭展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旭展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0 

      贵州省安顺监狱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郊轿子山镇大洞口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74   (序号：100) 

姓名: 杨富贵 

职务: 北斗山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北斗山工贸有限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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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北斗山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城文峰南路小康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3 

      贵州省北斗山监狱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郊轿子山镇大洞口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77   (序号：101) 

姓名: 马琳 

职务: 平坝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樟缘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樟缘实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甘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6 

      贵州省平坝监狱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郊轿子山镇大洞口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80   (序号：102) 

姓名: 杨昌富 

职务: 毕节监狱副监狱长、毕节海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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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毕节海丰机械有限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草堤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9 

      贵州省毕节监狱 

      贵州省毕节试验区七星关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83   (序号：103) 

姓名: 贺宁 

职务: 广顺监狱副监狱长、顺祺达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顺祺达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2 

      贵州省广顺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86   (序号：104) 

姓名: 韩克进 

职务: 田沟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汇北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汇北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镇田沟村 32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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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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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田沟监狱 

      监狱机关：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双江居遵医附院康复医院（会务中心）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89   (序号：105) 

姓名: 唐荣德 

职务: 凯裕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鱼洞煤矿总经理、鱼洞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凯裕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龙场镇鱼洞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8 

      贵州省鱼洞煤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龙场镇鱼洞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2 

      贵州省鱼洞监狱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龙场镇鱼洞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92   (序号：106) 

姓名: 许川书 

职务: 桐州监狱公司经理、都匀泵业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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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都匀泵业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桐州路 4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1 

      贵州省桐州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95   (序号：107) 

姓名: 杨楠 

职务: 黔南鑫盛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瓮安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鑫盛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白水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4 

      贵州省瓮安监狱 

      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白水河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97   (序号：108) 

姓名: 王富民 

职务: 剑江更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都匀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剑江更生实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昌路 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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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都匀监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羊场街 26 号 都匀监狱 

       邮编：55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00   (序号：109) 

姓名: 田茂章 

职务: 铜仁银湖化工有限公司经理、大硐喇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银湖化工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民主路 10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9 

      贵州省大硐喇监狱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庆南路 7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9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03   (序号：110) 

姓名: 石勇 

职务: 太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太平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太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普定县黄桶街道办事处太平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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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太平监狱 

      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马官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06   (序号：111) 

姓名: 冉茂良 

职务: 王武监狱副监狱长、武跃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武跃机械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松花江路３７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5 

      贵州省王武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松花江路 3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09   (序号：112) 

姓名: 李钢 

职务: 松林监狱政委、华标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华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金华大道８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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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松林监狱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松林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11   (序号：113) 

姓名: 覃海波 

职务: 北京中黔众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省监狱管理局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中黔众源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7 号 B 座 1 层 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0 

      贵州省监狱管理局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 4 号站 明诚景怡苑小区  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55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14   (序号：114) 

姓名: 庞东江 

职务: 兴华农业产业化有限公司经理、金华监狱党委委员、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兴华农业产业化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子哨枫桶坝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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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金华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子哨枫桶坝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16   (序号：115) 

姓名: 白刚 

职务: 兴华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贵州监狱管理局集团公司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兴华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２６９号监狱局１４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5 

      贵州省监狱管理局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 4 号站 明诚景怡苑小区  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55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18   (序号：116) 

姓名: 陈光勋 

职务: 遵义煤矿总经理、田沟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煤矿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田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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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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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田沟监狱 

      监狱机关：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双江居遵医附院康复医院（会务中心）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21   (序号：117) 

姓名: 聂清 

职务: 宁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宁谷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宁新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0 

      贵州省宁谷监狱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1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23   (序号：118) 

姓名: 周锡忠 

职务: 羊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党委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羊艾实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茶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2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马场村 羊艾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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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25   (序号：119) 

姓名: 李强 

职务: 新华磷肥厂厂长、北斗山监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新华磷肥厂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贵州省瓮安县银盏镇新华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4 

      贵州省北斗山监狱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郊轿子山镇大洞口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27   (序号：120) 

姓名: 陈闻一 

职务: 贵阳黔顺招待所经理、贵州省监狱管理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黔顺招待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 269 号（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明诚景怡苑贵州省监狱管理

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6 

      贵州省监狱管理局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 4 号站 明诚景怡苑小区  省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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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29   (序号：121) 

姓名: 李贵全 

职务: 金西煤矿经理、金西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金西煤矿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金华路（野鸭塘）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8 

      贵州省金西监狱 

      贵州省贵阳白云区沙文镇沙子哨农场（白金大道旁）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6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31   (序号：122) 

姓名: 谌天旭 

职务: 遵义磷肥厂经理、松林监狱党委委员、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磷肥厂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0 

      贵州省松林监狱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松林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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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34   (序号：123) 

姓名: 牛贵林 

职务: 遵义机床附件厂经理、忠庄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机床附件厂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茅草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3 

      贵州省忠庄监狱 

      贵州省遵义市南部新城忠庄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36   (序号：124) 

姓名: 李屹 

职务: 轿子山煤矿经理、轿子山监狱党委委员、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轿子山煤矿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5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3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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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39   (序号：125) 

姓名: 王林生 

职务: 贵阳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贵州立新通用机械供销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立新通用机械供销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贵溪路 36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8 

      贵州省贵阳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凤凰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41   (序号：126) 

姓名: 秦榜臣 

职务: 贵阳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贵州省新新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新新建筑工程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西路 22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0 

      贵州省贵阳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凤凰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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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45   (序号：127) 

姓名: 刘凤勇 

职务: 沙子哨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贵州沙子哨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沙子哨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子哨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4 

      贵州省沙子哨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48   (序号：128) 

姓名: 林世幸 

职务: 遵义监狱副监狱长、遵义新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遵义新立机械有限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西安路 111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7 

      贵州省遵义监狱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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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251   (序号：129) 

姓名: 向长春 

职务: 丹寨金汞矿经理、丹寨监狱党委副书记、贵州省鱼洞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丹寨金汞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贵州省丹寨县大发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50 

      贵州省丹寨监狱 

      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大发硐 

       邮编：5575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49 

      贵州省鱼洞监狱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龙场镇鱼洞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8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253   (序号：130) 

姓名: 廖寿昌 

职务: 忠庄监狱副监狱长、遵义南城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遵义南城工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南部新区忠庄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52 

      贵州省忠庄监狱 

      贵州省遵义市南部新城忠庄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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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7226   (序号：131) 

姓名: 郭理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理智-2020（第 0027 号）- 贵州省贵阳市太慈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5 

编号: 127227   (序号：132) 

姓名: 卫宁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理智-2020（第 0027 号）- 贵州省贵阳市太慈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5 

编号: 127228   (序号：133) 

姓名: 牟敏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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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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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理智-2020（第 0027 号）- 贵州省贵阳市太慈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5 

编号: 127229   (序号：134) 

姓名: 李虎 

职务: 刑侦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理智-2020（第 0027 号）- 贵州省贵阳市太慈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5 

编号: 127299   (序号：135) 

姓名: 向虹翔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78 号     贵阳市政法委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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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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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1   (序号：136) 

姓名: 夏发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2 号   南明公安分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2   (序号：137) 

姓名: 班磊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C 区 16 栋 3 单元一楼    花果园派出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3   (序号：138) 

姓名: 蔡垚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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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C 区 16 栋 3 单元一楼    花果园派出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4   (序号：139) 

姓名: 陈革（2） 

职务: 巡逻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C 区 16 栋 3 单元一楼    花果园派出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5   (序号：140) 

姓名: 曾德斌 

职务: 社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C 区 16 栋 3 单元一楼    花果园派出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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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6   (序号：141) 

姓名: 秦家柱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机场路 9 号（太升国际 A3 区）临时过渡办公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7   (序号：142) 

姓名: 唐宏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31 号 贵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编号: 127308   (序号：143) 

姓名: 董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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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望城坡新生巷 11 号   南明区看守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贤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