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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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84   (序号：1) 

姓名: 王光华（2）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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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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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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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86   (序号：2) 

姓名: 王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巷 19 号 

       邮编: 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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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87   (序号：3) 

姓名: 张驰宇 

职务: 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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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巷 19 号 

       邮编: 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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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88   (序号：4) 

姓名: 李军（2） 

职务: 教导员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巷 19 号 

       邮编: 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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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89   (序号：5) 

姓名: 李佳临 

职务: 月亮岩小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水口寺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巷 19 号 

       邮编: 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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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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90   (序号：6) 

姓名: 刘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地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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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50002 

        

       地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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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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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91   (序号：7) 

姓名: 鲁迪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地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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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50002 

        

       地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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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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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93   (序号：8) 

姓名: 邓文乾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教育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博爱路 24 号 

       邮编: 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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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编号: 95894   (序号：9) 

姓名: 朱小龙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31 号  贵阳市中院 

       邮编：550002 

        

       地址 2：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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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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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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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895   (序号：10) 

姓名: 李政才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羊艾监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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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2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396   (序号：11) 

姓名: 王良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关镇中华路 111 号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9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398   (序号：12) 

姓名: 黄梼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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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东派出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玉屏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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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399   (序号：13) 

姓名: 韦奇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东派出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玉屏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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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0   (序号：14) 

姓名: 王晓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东派出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玉屏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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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1   (序号：15) 

姓名: 艾传念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东派出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玉屏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2   (序号：16) 

姓名: 杨大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东派出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玉屏路   城东派出所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3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4   (序号：17) 

姓名: 肖莉红 

职务: 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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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 

      贵州省毕节市城关镇罗马街河滨路 44 号     

       邮编： 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5   (序号：18) 

姓名: 刘庆国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 

      贵州省毕节市城关镇罗马街河滨路 44 号     

       邮编： 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7   (序号：19) 

姓名: 张百灵 

职务: 党组成员、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法院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活路 24 号  毕节市中级法院     

       邮编：55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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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97409   (序号：20) 

姓名: 戴辉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看守所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关镇黎明村一组    金沙县看守所 

       邮编：55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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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乾蓉、黄琳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24 

 

编号: 100258   (序号：21) 

姓名: 赵礼金 

职务: 肝胆外科教授、主任医师、肝胆外科主任、贵州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59   (序号：22) 

姓名: 兑丹华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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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0   (序号：23) 

姓名: 彭慈军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肝胆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1   (序号：24) 

姓名: 简祖寿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2   (序号：25) 

姓名: 蔡志方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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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3   (序号：26) 

姓名: 赵鹏（2）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4   (序号：27) 

姓名: 廖磊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5   (序号：28) 

姓名: 王曙光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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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266   (序号：29) 

姓名: 余德刚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7   (序号：30) 

姓名: 曾小平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8   (序号：31) 

姓名: 田祥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科主任、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69   (序号：32) 

姓名: 廖一露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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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1   (序号：33) 

姓名: 胡韵 

职务: 肝胆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3   (序号：34) 

姓名: 秦建国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4   (序号：35) 

姓名: 张翔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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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5   (序号：36) 

姓名: 黄晓锋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6   (序号：37) 

姓名: 韩民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7   (序号：38) 

姓名: 李亚兰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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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278   (序号：39) 

姓名: 苟欣（1）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79   (序号：40) 

姓名: 郭宇庭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0280   (序号：41) 

姓名: 黄燕（2）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02040   (序号：42) 

姓名: 田其豹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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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解放军第 4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2   (序号：43) 

姓名: 石承先 

职务: 肝胆外科副院长、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3   (序号：44) 

姓名: 黄建钊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4   (序号：45) 

姓名: 范伟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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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5   (序号：46) 

姓名: 苟欣（2）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6   (序号：47) 

姓名: 张莹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7   (序号：48) 

姓名: 张毅 

职务: 肝胆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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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228   (序号：49) 

姓名: 汤可立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29   (序号：50) 

姓名: 余鹏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0   (序号：51) 

姓名: 柳严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1   (序号：52) 

姓名: 田利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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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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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2   (序号：53) 

姓名: 张德林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3   (序号：54) 

姓名: 刘隽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2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5   (序号：55) 

姓名: 沈俊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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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6   (序号：56) 

姓名: 马洪贵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7   (序号：57) 

姓名: 石家齐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室主任、大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38   (序号：58) 

姓名: 陈方敏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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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239   (序号：59) 

姓名: 谷江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0   (序号：60) 

姓名: 孙发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1   (序号：61) 

姓名: 孙诚谊 

职务: 肝胆外科教授、贵阳医学院副院长、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3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3   (序号：62) 

姓名: 刘晓勤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泌尿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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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4   (序号：63) 

姓名: 梁国标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5   (序号：64) 

姓名: 罗旭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贵州省移植分会副主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6   (序号：65) 

姓名: 赵泽驹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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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7   (序号：66) 

姓名: 陈宗平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8   (序号：67) 

姓名: 颜晓勇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49   (序号：68) 

姓名: 黄妍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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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250   (序号：69) 

姓名: 陆清竹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1   (序号：70) 

姓名: 杨亦彬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2   (序号：71) 

姓名: 马玉兰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3   (序号：72) 

姓名: 刘文艺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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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4   (序号：73) 

姓名: 谢义明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肝胆胰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5   (序号：74) 

姓名: 邹学坤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6   (序号：75) 

姓名: 邓胜利 

职务: 麻醉科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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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7   (序号：76) 

姓名: 王钊 

职务: 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5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59   (序号：77) 

姓名: 米庆辉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副教授、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5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编号: 111261   (序号：78) 

姓名: 黄桂军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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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889   (序号：79) 

姓名: 杨志文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8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0   (序号：80) 

姓名: 王元成 

职务: 原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8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1   (序号：81) 

姓名: 孙恒国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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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2   (序号：82) 

姓名: 牟崇俊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8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3   (序号：83) 

姓名: 范晓光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8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4   (序号：84) 

姓名: 史昭武 

职务: 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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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88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532   (序号：85) 

姓名: 郭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凯里市 418 医院精神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904   (序号：86) 

姓名: 黄汉林 

职务: 省文明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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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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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 

 

编号: 113905   (序号：87) 

姓名: 姚远 

职务: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903 

      贵州省省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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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 

 

编号: 114863   (序号：88) 

姓名: 石兴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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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黄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 

 

编号: 114864   (序号：89) 

姓名: 肖起富 

职务: 政保科“610”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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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黄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 

 

编号: 114866   (序号：90) 

姓名: 邓培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新州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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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黄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 

 

编号: 114867   (序号：91) 

姓名: 任建书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2 号 公安南明分局 

       邮编: 550007 

        

       地址 2: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 564 号  南明区公安分局 

       邮编：55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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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油榨街将法轮功学员郑定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 

 

编号: 114868   (序号：92) 

姓名: 朱元灿 

职务: 一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2 号 公安南明分局 

       邮编: 550007 

        

       地址 2: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 564 号  南明区公安分局 

       邮编：55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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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油榨街将法轮功学员郑定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 

 

编号: 114870   (序号：93) 

姓名: 杨国忠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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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6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油榨街将法轮功学员郑定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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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 

 

编号: 114871   (序号：94) 

姓名: 帅斌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5 号  油榨街派出所 

      邮编：55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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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油榨街将法轮功学员郑定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 

 

编号: 114873   (序号：95) 

姓名: 袁志伟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油榨街将法轮功学员郑定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 

 

编号: 114875   (序号：96) 

姓名: 许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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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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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油榨街将法轮功学员郑定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 

 

编号: 114877   (序号：97) 

姓名: 屈贵平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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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中八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78   (序号：98) 

姓名: 王锐 

职务: 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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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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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79   (序号：99) 

姓名: 刘正兴 (音) 

职务: 迫害法轮功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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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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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0   (序号：100) 

姓名: 涂老九 

职务: 生产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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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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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1   (序号：101) 

姓名: 刘保义 

职务: 生产大队长（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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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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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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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2   (序号：102) 

姓名: 龙卫林 

职务: 攻坚组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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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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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3   (序号：103) 

姓名: 左小忠 (音) 

职务: 五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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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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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4   (序号：104) 

姓名: 杨仁寿 

职务: 三中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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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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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5   (序号：105) 

姓名: 潘忠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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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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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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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886   (序号：106) 

姓名: 文艺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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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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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7   (序号：107) 

姓名: 杨惠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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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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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 

 

编号: 114888   (序号：108) 

姓名: 程洪林 

职务: 公安厅副厅长、原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 188 号附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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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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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89   (序号：109) 

姓名: 李高 

职务: 副主任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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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90   (序号：110) 

姓名: 郑家军 

职务: 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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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91   (序号：111) 

姓名: 刘书晃 

职务: 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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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92   (序号：112) 

姓名: 徐卫东 

职务: 一监区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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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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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893   (序号：113) 

姓名: 郑家基 

职务: 一监区副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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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94   (序号：114) 

姓名: 马云 

职务: 一监区大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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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95   (序号：115) 

姓名: 曹宝龙 

职务: 一监区大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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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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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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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编号: 114896   (序号：116) 

姓名: 郑家驹 

职务: 四监区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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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