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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编号: 13666
序号：1
姓名: 胡玉亭
职务: 书记
单位: 关岭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67
序号：2
姓名: 魏虓
职务: 局长
单位: 关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68
序号：3
姓名: 王叔殿
职务: 政委
单位: 关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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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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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69
序号：4
姓名: 张胜
职务: 一科科长
单位: 关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70
序号：5
姓名: 王建军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关岭县永宁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71
序号：6
姓名: 邓大中
职务: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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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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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关岭县永宁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72
序号：7
姓名: 钱庆楠
职务: 原任所长
单位: 中八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编号: 13673
序号：8
姓名: 封勇
职务: 所长, 原任政委
单位: 中八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7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关岭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付洪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30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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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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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186
序号：9
姓名: 莫麟
职务: 书记
单位: 仁怀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8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87
序号：10
姓名: 陈国辉
职务: 院长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8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88
序号：11
姓名: 叶善强
职务: 法院刑庭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8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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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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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89
序号：12
姓名: 蔡波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仁怀市人民法院
邮编: 564500，刑庭电话 852-2297059 852-222706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8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15190
序号：13
姓名: 留贵凌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仁怀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1
序号：14
姓名: 李余松
职务: 局长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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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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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2
序号：15
姓名: 彭兴利
职务: 国保队长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3
序号：16
姓名: 徐晓勇
职务: 法制科主任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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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6 of 57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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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15194
序号：17
姓名: 冯世清
职务: 所长
单位: 仁怀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5
序号：18
姓名: 成小莉
职务: 管教
单位: 仁怀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仁怀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 564500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15196
序号：19
姓名: 张韬
职务: 所长
单位: 仁怀市苍龙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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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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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7
序号：20
姓名: 杨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苍龙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8
序号：21
姓名: 彭显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苍龙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199
序号：22
姓名: 余泽
职务: 警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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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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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仁怀市苍龙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19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支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

编号: 15554
序号：23
姓名: 刘伟
职务: 厅长
单位: 贵州省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5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55
序号：24
姓名: 王学军
职务: 副厅长
单位: 贵州省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5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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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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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556
序号：25
姓名: 石洪
职务: 书记
单位: 修文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5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57
序号：26
姓名: 刘瑜
职务: 书记
单位: 修文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5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58
序号：27
姓名: 殷建忠
职务: 书记(前任)
单位: 修文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5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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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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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59
序号：28
姓名: 包仕富
职务: 主任
单位: 修文县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5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0
序号：29
姓名: 陆道伦
职务: 主任
单位: 修文县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1
序号：30
姓名: 董浩
职务: 原局长
单位: 修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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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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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2
序号：31
姓名: 宴正伦
职务: 警察
单位: 修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3
序号：32
姓名: 张昌志
职务: 警察
单位: 修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4
序号：33
姓名: 刘发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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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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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修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5
序号：34
姓名: 张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修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6
序号：35
姓名: 邓朝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修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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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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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567
序号：36
姓名: 徐涛
职务: 院长
单位: 修文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8
序号：37
姓名: 丁泽军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修文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69
序号：38
姓名: 刘明星
职务: 所长
单位: 修文县龙场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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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4 of 57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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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0
序号：39
姓名: 李其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修文县六广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1
序号：40
姓名: 赵贵平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2
序号：41
姓名: 侯立德
职务: 监狱长（前任）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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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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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3
序号：42
姓名: 叶正祥
职务: 政委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4
序号：43
姓名: 蒋凤鸣
职务: 政保科负责人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5
序号：44
姓名: 沈志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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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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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狱政科科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6
序号：45
姓名: 夏斌
职务: 狱政科副科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7
序号：46
姓名: 周桂林
职务: 狱政科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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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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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578
序号：47
姓名: 王华川
职务: 教育科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79
序号：48
姓名: 左胜利
职务: 教育科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7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0
序号：49
姓名: 罗显来
职务: 一监区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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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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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1
序号：50
姓名: 郭航
职务: 一监区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2
序号：51
姓名: 杨德新
职务: 二监区干事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3
序号：52
姓名: 杨仲新
职务: 三监区监区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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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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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4
序号：53
姓名: 田耕
职务: 三监区干事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5
序号：54
姓名: 钟山
职务: 四监区副监区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6
序号：55
姓名: 杜运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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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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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五监区副监区长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7
序号：56
姓名: 应旭
职务: 干事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88
序号：57
姓名: 廖仕伦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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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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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589
序号：58
姓名: 王世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8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90
序号：59
姓名: 李时红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9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91
序号：60
姓名: 喻文林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9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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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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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92
序号：61
姓名: 周昶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93
序号：62
姓名: 赵学川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94
序号：63
姓名: 刘保卫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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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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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5595
序号：64
姓名: 刘卫红
职务: 警察
单位: 都匀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9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市都匀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大礼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44

编号: 16372
序号：65
姓名: 熊朝云
职务: 书记
单位: 织金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73
序号：66
姓名: 伍世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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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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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单位: 织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74
序号：67
姓名: 王家春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织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75
序号：68
姓名: 相克俊
职务: 主任
单位: 织金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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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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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6376
序号：69
姓名: 喻鹤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77
序号：70
姓名: 孙克志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78
序号：71
姓名: 李萍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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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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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79
序号：72
姓名: 邹兴艳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80
序号：73
姓名: 胡开华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81
序号：74
姓名: 张袭万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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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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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82
序号：75
姓名: 陈竟雄
职务: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83
序号：76
姓名: 彭兴艳
职务: 警察
单位: 织金县城关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384
序号：77
姓名: 吴训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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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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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织金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8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7791
序号：78
姓名: 佘兴新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9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凌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5

编号: 17792
序号：79
姓名: 徐革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凌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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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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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793
序号：80
姓名: 姬小梅
职务: 警察
单位: 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凌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5

编号: 17794
序号：81
姓名: 唐小林
职务: 警察
单位: 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凌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5

编号: 17795
序号：82
姓名: 苏有强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9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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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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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凌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5

编号: 17796
序号：83
姓名: 杨玉蝶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9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凌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15

编号: 23116
序号：84
姓名: 杜贵林
职务: 书记
单位: 仁怀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仁怀市政法委: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胜利南路 228 号
邮编: 564500,电话:852-2223403
书记杜贵林:手机 139842180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17
序号：85
姓名: 赵利春
职务:
单位: 仁怀市人民政府综治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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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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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政府综治办
邮编: 564500， 电话:852-2293543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18
序号：86
姓名: 罗欣
职务: 原副局长, 仁怀市副市长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19
序号：87
姓名: 彭兴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国保大队长彭兴力:手机 13952037999
13985687359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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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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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0
序号：88
姓名: 彭向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1
序号：89
姓名: 曹廷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手机 13984750702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2
序号：90
姓名: 王律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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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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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3
序号：91
姓名: 张晨忠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4
序号：92
姓名: 胡春应
职务: 警察
单位: 仁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仁怀市公安局
邮编: 564500，电话：852 一 2222300 852-222334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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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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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125
序号：93
姓名: 杨存勤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仁怀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胜利南路 20 号
邮编: 564500，电话：852-2223215 2231522 传真：852-222003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6
序号：94
姓名: 孙大勇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仁怀市人民法院
邮编: 564500，刑庭电话 852-2297059 852-222706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7
序号：95
姓名: 胡富福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仁怀市人民法院
邮编: 564500，刑庭电话 852-2297059 852-2227066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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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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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8
序号：96
姓名: 母泽坤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仁怀市人民法院
邮编: 564500，刑庭电话 852-2297059 852-222706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29
序号：97
姓名: 王明远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仁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仁怀市人民法院
邮编: 564500，刑庭电话 852-2297059 852-222706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2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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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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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130
序号：98
姓名: 张红艳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1
序号：99
姓名: 孙艳萍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2
序号：100
姓名: 马德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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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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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3
序号：101
姓名: 圣瑜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4
序号：102
姓名: 甘明会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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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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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5
序号：103
姓名: 吴贤娥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6
序号：104
姓名: 王学英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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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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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7
序号：105
姓名: 王永发
职务: 教育科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可打狱警办公室电话）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8
序号：106
姓名: 庄忠琴
职务: 犯人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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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0 of 57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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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39
序号：107
姓名: 唐丽红
职务: 犯人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3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40
序号：108
姓名: 周青
职务: 犯人
单位: 贵州省羊艾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女子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0834，3380667，3380761，3380762，3380209
院长：杨知春电话：851—3380830 政治处 13809406072；13984868872
监狱长 王洪（女）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4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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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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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41
序号：109
姓名: 赵立仁
职务: 书记
单位: 仁怀市杨湾村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杨湾村村委会
邮政编码: 564501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4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3142
序号：110
姓名: 张太红
职务: 警察
单位: 遵义雷台山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遵义市雷台山看守所
邮政编码：563000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4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仁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15

编号: 24099
序号：111
姓名: 庞红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阳市公安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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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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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7 号
邮编:550014 电话:851-684403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0
序号：112
姓名: 魏荣华
职务: 书记、区公安局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政法委, 白云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白云区政法委: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邮
编:550014 电话:851-4831101
书记、区公安局局长魏荣华:办电：851-4835888─5488；手机：138094991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1
序号：113
姓名: 杨元忠
职务: 区委副书记 (维稳办主任)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101
区委副书记杨元忠(维稳办主任):办电：851-4616830 宅电：851-4602736
手机 1398511268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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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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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2
序号：114
姓名: 贾崇星
职务: 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1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3
序号：115
姓名: 黄勇
职务: 科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101
科长黄勇:电话：851-4616795，手机：13368505933，电子邮箱： 1693019569@qq.c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4
序号：116
姓名: 周碧声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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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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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贵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 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101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240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追查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95

编号: 24105
序号：117
姓名: 高荣生
职务: 原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6
序号：118
姓名: 周荣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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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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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副局长周荣华:办电：851-4835538─5401；手机：13985016205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7
序号：119
姓名: 肖智强
职务: 政委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政委肖智强:办电：851-4835548-5403 手机:1380946255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8
序号：120
姓名: 刘星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国保大队大队长刘星:办电：851-4831896 手机:1898510956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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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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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09
序号：121
姓名: 汪少全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教导员汪少全：办电：851-4833021 手机:1333961567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0
序号：122
姓名: 武荣
职务: 党委委员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党委委员武荣: 办电：851-4835498 手机:13885096060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1
序号：123
姓名: 徐荗盛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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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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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白云北路长治巷 8 号。邮编:550014 电话:851-4831570 电话传真: 851-4833110
警察徐荗盛:办电：5519856 手机:1398517115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2
序号：124
姓名: 袁武忠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公安分局看守所（地址：白云区公安分局一楼）。 邮编:55001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3
序号：125
姓名: 李益兰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同心路 6 号。
邮编:550014 党政办：主任陈兴梅电话：4608849
政工科：科长蒲全新 电话：4607267
职成科：科长谢静 电话:851-4607163
条装科：科长张安亚电话: 851-4607264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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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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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4
序号：126
姓名: 蔡荣森
职务: 局长(前任)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同心路 6 号
邮编:550014
局长蔡荣森(前任):宅电：851-4832500 手机：1398502964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5
序号：127
姓名: 马相廷
职务: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同心路 6 号
邮编:550014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相廷：办电：851-4607077 宅电：851-4869866
手机：1307857435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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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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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4116
序号：128
姓名: 曹红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同心路 6 号
邮编:550014
副局长曹红:（白云二中校长书记）电话：851-4833955、办 13984054986
手机：1388503297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7
序号：129
姓名: 唐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同心路 6 号
邮编:550014
副局长唐蓉：宅电：851-4607920 手机：13078569257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8
序号：130
姓名: 袁圣斌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阳市都拉营派出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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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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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都拉乡行政街 3。
邮编:550000 电话:851-4450339
所长袁圣斌:手机：13985113201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19
序号：131
姓名: 何东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阳市红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南路 2 号红山派出所
邮编:550000 电话:851-4831031
所长何东:手机：13985430066 宅电：851-4611222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1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0
序号：132
姓名: 刘东艳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阳市红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南路 2 号红山派出所
邮编:550000 电话:851-4831031
教导员刘东艳:手机：13595086777 宅电：851-4830288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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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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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1
序号：133
姓名: 朱光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阳市红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南路 2 号红山派出所
邮编:550000 电话:851-4831031
警察朱光明:手机:13985169873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2
序号：134
姓名: 刘海燕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阳市红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南路 2 号红山派出所
邮编:550000 电话:851-4831031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3
序号：135
姓名: 赵林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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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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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贵阳市红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南路 2 号红山派出所
邮编:550000 电话:851-4831031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4
序号：136
姓名: 杨兴富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阳市红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南路 2 号红山派出所
邮编:550000 电话:851-4831031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5
序号：137
姓名: 陈桂菊
职务:
单位: 艳山红街道办事处红云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艳山红街道办事处红云社区居委会 邮编:55001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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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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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6
序号：138
姓名: 刘佩英
职务:
单位: 艳山红街道办事处红云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艳山红街道办事处红云社区居委会 邮编:55001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7
序号：139
姓名: 徐建勋
职务: 校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一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白云区刚玉街 20 号
电话：（0851）4368887 4368307
徐建勋 （白云一中校长）（0851）4364082（办）、（0851）4604019（宅）手机：13595068011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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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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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4128
序号：140
姓名: 向建辉
职务: 校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九小学校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白云区建设南路 邮 编: 550009
0851-4601395, 550014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29
序号：141
姓名: 薛志刚
职务: 校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六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白云区龚家寨龚中路 14 号
邮政编码：550058
电话：0851-4897323。
薛志刚 （校长）（0851）4866877（办）手机：13885032877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2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30
序号：142
姓名: 班红艳
职务: 校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六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白云区龚中路 20 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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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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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550058
电话：0851-4897330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31
序号：143
姓名: 刘清萍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六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白云区龚中路 20 号
邮政编码：550058
电话：0851-4897330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32
序号：144
姓名: 吴丽萍
职务: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七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白云区龚家寨塔西路贵铝二小
邮政编码：550014
电话：0851-4897332 电话: 0851--4364916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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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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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编号: 24133
序号：145
姓名: 张永浩
职务: 原校长
单位: 贵阳市白云区第七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白云区龚家寨塔西路贵铝二小
邮政编码：550014
电话：0851-4897332 电话: 0851--4364916, 张永浩电话：0851）4899568（宅）手机：13985575265
单位系统: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9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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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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