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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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89   (序号：1) 
姓名: 董一峰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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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董一峰 --2021（第 156 号）-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6 

编号: 134950   (序号：2) 
姓名: 龙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辉---2021（第 223 号）-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2 

编号: 134951   (序号：3) 
姓名: 何金友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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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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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龙辉---2021（第 223 号）-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2 

编号: 134952   (序号：4) 
姓名: 王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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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龙辉---2021（第 223 号）-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2 

编号: 134953   (序号：5) 
姓名: 潘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政法委 
      （市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市府路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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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辉---2021（第 223 号）-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2 

编号: 135057   (序号：6) 
姓名: 张本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安顺市政法委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市府路市公安局四楼   安顺市政法委 
       邮编：5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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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59   (序号：7) 
姓名: 黄卫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 
      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贵安新区公安局   
       邮编：55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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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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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0   (序号：8) 
姓名: 毛松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 
      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贵安新区公安局   
       邮编：55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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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1   (序号：9) 
姓名: 杨达 
职务: 侦查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 
      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贵安新区公安局   
       邮编：55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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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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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62   (序号：10) 
姓名: 杨成 
职务: 侦查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 
      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贵安新区公安局   
       邮编：55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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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3   (序号：11) 
姓名: 梁霄 
职务: 侦查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 
      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贵安新区公安局   
       邮编：55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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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4   (序号：12) 
姓名: 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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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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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5   (序号：13) 
姓名: 舒子贵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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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号  南明区法院 
       邮编：5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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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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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6   (序号：14) 
姓名: 伊莉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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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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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号  南明区法院 
       邮编：5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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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7   (序号：15) 
姓名: 聂榕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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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号  南明区法院 
       邮编：5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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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68   (序号：16) 
姓名: 高湛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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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99 号  南明区法院 
       邮编：5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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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387   (序号：17) 
姓名: 毛权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政法委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行政中心后楼 6 楼  玉屏县政法委  
       邮编：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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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88   (序号：18) 
姓名: 陈松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公安局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公安局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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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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89   (序号：19) 
姓名: 旺华军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公安局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公安局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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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0   (序号：20) 
姓名: 沾中义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公安局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公安局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1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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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392   (序号：21) 
姓名: 郑世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田坪镇派出所 
      贵州省铜仁市玉玉屏县田坪镇  田坪镇派出所  
       邮编： 5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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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4   (序号：22) 
姓名: 苏维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检察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检察院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5   (序号：23) 
姓名: 饶永燕 
职务: 责任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检察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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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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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7   (序号：24) 
姓名: 田孟华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法院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8   (序号：25) 
姓名: 唐江农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法院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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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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9   (序号：26) 
姓名: 杨春英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法院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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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400   (序号：27) 
姓名: 龙雄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法院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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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404   (序号：28) 
姓名: 刘沅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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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田坪镇政法委 
      贵州省玉屏县田坪镇田坪村上街组  田坪镇政法委 
       邮编： 5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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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405   (序号：29) 
姓名: 田成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田坪镇派出所 
      贵州省铜仁市玉玉屏县田坪镇  田坪镇派出所  
       邮编： 5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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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406   (序号：30) 
姓名: 朱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田坪镇派出所 
      贵州省铜仁市玉玉屏县田坪镇  田坪镇派出所  
       邮编： 5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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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责任人 - 地区: 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