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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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22   (序号：1) 
姓名: 文强 
职务: 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110 号  贵阳市南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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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编号: 129023   (序号：2) 
姓名: 余欣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110 号  贵阳市南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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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29024   (序号：3) 
姓名: 任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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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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国保大队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110 号  贵阳市南明分局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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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29025   (序号：4) 
姓名: 游永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政法委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箭道街 52 号 南明区政法委（610）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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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29026   (序号：5) 
姓名: 林超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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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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西路 169 号  云岩公安分局大楼  
       邮编: 5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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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编号: 129027   (序号：6) 
姓名: 吕跃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二戈寨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 37 号   二戈派出所 
        邮编：55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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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编号: 129028   (序号：7) 
姓名: 朱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二戈寨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 37 号   二戈派出所 
        邮编：55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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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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29029   (序号：8) 
姓名: 吴丹（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D16 组团 （崇义南路 E5 组团东北门对面） 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邮编: 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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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文强--2020（第 0133 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20 

编号: 131520   (序号：9) 
姓名: 陈娜娜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中路 294 号   南明区检察院   
       邮编：55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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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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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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1   (序号：10) 
姓名: 邹平萍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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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2   (序号：11) 
姓名: 谭晖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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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3   (序号：12) 
姓名: 涂竹君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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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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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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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4   (序号：13) 
姓名: 付雯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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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5   (序号：14) 
姓名: 黄小春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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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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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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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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6   (序号：15) 
姓名: 颜静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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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7   (序号：16) 
姓名: 孙颖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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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8   (序号：17) 
姓名: 高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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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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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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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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29   (序号：18) 
姓名: 李劭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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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30   (序号：19) 
姓名: 李玫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南明区法院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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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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编号: 131531   (序号：20) 
姓名: 何强（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三江看守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三江村     贵阳市三江看守所    
       邮编：5500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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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杰、刘淑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0 

 


	责任人 - 地区: 贵州;
	责任人 - 地区: 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