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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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3309 
序号：1 
姓名: 蔡建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贵州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公安厅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82 号. 邮编：550001 
电话：0851—5904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09 
迫害案例:  

  
编号: 47280 
序号：2 
姓名: 叶文帮 
职务: 副市长 (原任) （现任贵州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西路 47 号（市政府大楼） 邮编: 553000 
电话: 0858-8224315 
办公室 0858-8269176 
传真 0858-8242084 
电子邮箱 zfxxgk@gzlps.gov.cn 
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叶文帮（现任贵州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现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194 号 邮编 550004 
局办电话 0851-6891149 
传真 0851-6826712 
叶文帮父亲: 13885867808 
县柏果镇东升村村长叶尤柏是叶文帮的叔叔:（村委会）0858362224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1 
序号：3 
姓名: 宿刚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 
单位: 贵州省盘县县委、政法委、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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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凤鸣北路 邮编:553537 
电话: 0858-3632908 
地址:（县政法委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红果社区 邮编:553537 
电话/传真: 0858-3632880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胜境大道 311 号 邮编: 553537 
电话: 0858-3237068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宿刚（男 满族人，1970.12 出生）: 0858-363288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2 
序号：4 
姓名: 黄红松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贵州省盘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胜境大道 311 号 邮
编: 553537 
电话: 0858-3237068 县公安局长 
黄红松（黄河松 原任）: 139853855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3 
序号：5 
姓名: 李贵学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贵州省盘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胜境大道 311 号 邮
编: 553537 
电话: 0858-3237068 县公安局长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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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4 
序号：6 
姓名: 叶鹏 
职务: 副局长（原任） 
单位: 贵州省盘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胜境大道 311 号 邮
编: 553537 
电话: 0858-3237068 
副局长叶鹏（原任）: 139853756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5 
序号：7 
姓名: 唐兴强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贵州省盘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胜境大道 311 号 邮
编: 553537 
电话: 0858-3237068 
国保大队队长唐兴强: 1388585398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6 
序号：8 
姓名: 罗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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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贵州省盘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胜境大道 311 号 邮
编: 553537 
电话: 0858-32370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7 
序号：9 
姓名: 周恩学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月亮田矿公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 干沟桥 邮编: 553536 
电话: （月亮田矿公安科）0858-3717110 
（矿务局治安处治安科）0858--37001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8 
序号：10 
姓名: 张兆江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月亮田矿公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 干沟桥 邮编: 553536 
电话: （月亮田矿公安科）0858-3717110 
（矿务局治安处治安科）0858--37001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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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89 
序号：11 
姓名: 周少吉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月亮田矿公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 干沟桥 邮编: 553536 
电话: （月亮田矿公安科）0858-3717110 
（矿务局治安处治安科）0858--37001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8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90 
序号：12 
姓名: 王庆亮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月亮田矿公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 干沟桥 邮编: 553536 
电话: （月亮田矿公安科）0858-3717110 
（矿务局治安处治安科）0858--37001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9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91 
序号：13 
姓名: 刘俊川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月亮田矿公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 干沟桥 邮编: 553536 
电话: （月亮田矿公安科）0858-3717110 
（矿务局治安处治安科）0858--37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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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9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92 
序号：14 
姓名: 张洪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柏果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柏果镇 邮编: 553531 
电话: 0858-3622055 
传真 0858-2183110 
电子邮件 lipanzhong028103@163.com. 
镇派出所所长张洪（原任）: 13984647573 宅 0858-21820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编号: 47293 
序号：15 
姓名: 叶尤柏 
职务: 村长 
单位: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柏果镇东升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柏果镇东升村 邮编: 553531 
电话:（东升村委会）0858362224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盘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云龙、杨梅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