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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编号: 29447 
序号：1 
姓名: 江延虎 
职务: 书记 (原任, 现贵州省人大当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
15824082 
原贵州省政法委书记江延虎（现贵州省人大当副主任）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4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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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8 
序号：2 
姓名: 林连华 
职务: 书记 (原任, 现贵州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
15824082 
原贵州省政法委书记江延虎（现贵州省人大当副主任）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4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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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9 
序号：3 
姓名: 林青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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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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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邪恶人员林青，洗脑班头子，公安厅 610 办公室头目，办 0851-5904776，手机：13308500103 
公安厅 610 办副头目：0851-5904792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4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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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0 
序号：4 
姓名: 马吉祥 
职务: 教育科科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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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1 
序号：5 
姓名: 杨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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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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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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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2 
序号：6 
姓名: 禄俊 
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烂泥沟洗脑班人员：禄俊 13985164311 （二组组长）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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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3 
序号：7 
姓名: 任青 
职务: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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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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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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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4 
序号：8 
姓名: 黄琰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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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5 
序号：9 
姓名: 郭曦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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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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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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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6 
序号：10 
姓名: 王家伟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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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7 
序号：11 
姓名: 孙权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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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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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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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8 
序号：12 
姓名: 庞珺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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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59 
序号：13 
姓名: 欶小碧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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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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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5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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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60 
序号：14 
姓名: 吴贵友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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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61 
序号：15 
姓名: 王月蛟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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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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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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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62 
序号：16 
姓名: 杜丽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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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29463 
序号：17 
姓名: 徐从华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0851-3762696 
电话：0851-3769626 邮编：550001 
公安厅 610 办一科 0851-5904193，二 科 0851-5904793 
徐纵华，男，洗脑工作具体负责人，手机 138851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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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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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4 
序号：18 
姓名: 郑义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小河区公安分局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 邮编：550001 
办公室 0851-3832121 0851- 38334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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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8 
序号：19 
姓名: 谢新平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兴义市沙井街 22 号 邮编：邮编：562400 
副书记：谢新平（主管迫害法轮功责任人），电话：13985778968，办公室 0584—8225289；
823772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5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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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959 
序号：20 
姓名: 苟德伟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兴义市沙井街 22 号 邮编：邮编：562400 
副书记：谢新平（主管迫害法轮功责任人），电话：13985778968，办公室 0584—8225289；
8237727。 
黔南州政法委“610”办公室 
主任：苟德伟 电话：139850799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5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0 
序号：21 
姓名: 邓强 
职务: “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兴义市沙井街 22 号 邮编：邮编：562400 
副书记：谢新平（主管迫害法轮功责任人），电话：13985778968，办公室 0584—8225289；
8237727。 
黔南州政法委“610”办公室 
副主任：邓强 电话：1398575898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1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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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刚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都匀市政法委 
电话：08548224718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文明路 邮编：558000 
书记：李刚 电话：13908542198、办公室 0854—82247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2 
序号：23 
姓名: 罗中福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都匀市政法委 
电话：08548224718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文明路 邮编：558000 
都匀市政法委“610”办公室 
主任：罗中福 电话：13908509869，办公室 0854—822771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3 
序号：24 
姓名: 徐燕洪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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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4 
序号：25 
姓名: 陈昌勇 
职务: 常务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责任人）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常务副局长：陈昌勇（主管迫害法轮功责任人）电话：13908548610，办公室 0854-82424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5 
序号：26 
姓名: 周世群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周世群（带队搜查粱家责任人） 电话：139085485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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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6 
序号：27 
姓名: 秦培军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大队长：秦培军 电话：13985068224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7 
序号：28 
姓名: 祝瑞林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教导员：祝瑞林 电话：13985077789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8 
序号：29 
姓名: 秦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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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队员：秦晓春 电话：13885436311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69 
序号：30 
姓名: 石金龙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剑江中路 
邮编： 558000 电 话：0854-8222117 
蹲坑在梁荣琪家门口的恶警：石金龙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70 
序号：31 
姓名: 罗绍超 
职务: 起诉科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08548222065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普安路 88 号 邮编：558000 
起诉科：罗绍超（主办法轮功学员梁荣琪“案件”的负责人），电话：136385497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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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71 
序号：32 
姓名: 柳家才 
职务: 法官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电话：08548222262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临江 167 号 邮编：558000 
（梁案）主审法官：柳家才（音） 电话：18985798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72 
序号：33 
姓名: 唐连开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阳市府路 23 号 邮编：550003 
所长：唐连开 电话：139850793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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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973 
序号：34 
姓名: 刘静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阳市府路 23 号 邮编：550003 
教导员：刘 静 电话：139850764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74 
序号：35 
姓名: 许启钧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阳市府路 23 号 邮编：550003 
副所长：许启钧 电话：139850864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75 
序号：36 
姓名: 张中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小围寨镇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08548360360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小围寨沙井街 邮编：558016 
书记：张中平：电话：办公室 0854-710602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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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0976 
序号：37 
姓名: 王登美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都匀市小围寨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都匀市小围寨镇 邮编：. 558000 
民警：王登美 （迫害法轮功的恶警） 手机：158854530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7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荣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5 

  
编号: 31686 
序号：38 
姓名: 姜延虎 
职务: 原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 （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政法委、贵州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人大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42 号 邮政编码：550004 
电话：(0851)6890075 
政法委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40 号，邮政编码：550004 
电话： 0851-6892990， 
电话：0851-689227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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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687 
序号：39 
姓名: 李京强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贵州省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 188 号附 5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12472 
电子邮箱：gz_ljj@163.com 
副局长 李京强 5812910 办 5869307 宅 13809434898 手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88 
序号：40 
姓名: 胡金岭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原任） 
单位: 贵州省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 188 号附 5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12472 
局长 胡金岭 5842910 办 5877900 宅 13809485861 手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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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689 
序号：41 
姓名: 糜蕴秋 
职务: 劳教局副局长、原贵州省女子劳教所所长 
单位: 贵州劳教局、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 188 号附 5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12472 
原贵州省女子劳教所所长糜运秋电话：家 2549136 13908510159 
单位系统:司法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0 
序号：42 
姓名: 吴春荣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副所长吴春荣、2549364 家 2549018 1388510986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1 
序号：43 
姓名: 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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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副所长张琴，2549357 家 6754270 1360857051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2 
序号：44 
姓名: 张黔平 
职务: 政治处主任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政治处主任张黔平，2549364 家 2549099 1388502223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3 
序号：45 
姓名: 杨祖龙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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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办公室主任杨祖龙、2549361 家 2549299 1398556372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4 
序号：46 
姓名: 高翔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办公室副主任高翔，2549618 家 5111162 1309850213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5 
序号：47 
姓名: 何姗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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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6 
序号：48 
姓名: 邓珺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7 
序号：49 
姓名: 顾新英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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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8 
序号：50 
姓名: 王琼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699 
序号：51 
姓名: 许仁芬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9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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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700 
序号：52 
姓名: 焦霞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0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编号: 31701 
序号：53 
姓名: 李剑云 (李剑莹)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王二寨村 
邮编：551419 
电话：0851-2549361 
電話：851－2549297 
辦公室 2549375、值班電話 25492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0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铭、邹黔珠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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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805 
序号：54 
姓名: 宋庆松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永乐路 2 号   邮编：550004 
电话：0851-6820664,邮箱:传真:683596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33806 
序号：55 
姓名: 郑卫东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金仓路 52 号  邮编：550004 
电话︰0851-6774315  刑庭 0851-67492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编号: 33807 
序号：56 
姓名: 许洁 
职务: 刑庭审判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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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金仓路 52 号  邮编：550004 
电话︰0851-6774315  刑庭 0851-67492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编号: 33808 
序号：57 
姓名: 高辉 
职务: 刑庭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金仓路 52 号  邮编：550004 
电话︰0851-6774315  刑庭 0851-67492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编号: 33809 
序号：58 
姓名: 饶红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毓秀路 20 号 邮政编码：550001 
传真:6851599 
电话:0851-6826332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毓秀路 35 号。 
邮编：550001 
电话：851- 6825259 
值班室：851-682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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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室：851-6825229 
副检察长室：851-682522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33810 
序号：59 
姓名: 林筑萍 
职务: 刑二庭副庭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16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22716  刑庭一 0851-5823340  刑庭二 0851-58157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1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编号: 33811 
序号：60 
姓名: 戴峥嵘 
职务: 刑二庭助理审判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16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22716  刑庭一 0851-5823340  刑庭二 0851-5815765 
戴峥嵘（女，土家族，刑二庭助理审判员）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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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1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编号: 33812 
序号：61 
姓名: 单长红 
职务: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16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22716  刑庭一 0851-5823340  刑庭二 0851-5815765 
单长红: 刑庭一 0851-5823340  刑庭二 0851-58157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1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杏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04 

  
编号: 34381 
序号：62 
姓名: 崔亚东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市北路  邮编： 550004 
电话：0851-689227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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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382 
序号：63 
姓名: 邹碧声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24082、58157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83 
序号：64 
姓名: 秦如培 
职务: 政法委书记、副省长、副组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贵州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84 
序号：65 
姓名: 邹碧声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824082、58157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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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85 
序号：66 
姓名: 陈放鸣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南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南明区政法委（610）邮编：550002 
电话：0851-5868803 维稳办（610）：0851-584551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86 
序号：67 
姓名: 蔡威武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贵州省南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南明区政法委（610）邮编：550002 
电话：0851-5868803 维稳办（610）：0851-5845513 
蔡威武： 1398511635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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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387 
序号：68 
姓名: 春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辖区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950748、0851-5979540 
春勇: 139850347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88 
序号：69 
姓名: 春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辖区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950748、0851-5979540 
春勇: 139850347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89 
序号：70 
姓名: 王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辖区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950748、0851-597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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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8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90 
序号：71 
姓名: 曾晖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南明区花果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辖区 邮编：550003 
电话：0851-5950748、0851-5979540 
曾晖（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13985030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9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91 
序号：72 
姓名: 徐纵华 
职务: 副科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金竹镇烂泥路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25 
电话： 0851-3762696、0851-3762796、0851-3760691、0851-3760693 
徐纵华 男，洗脑班具体负责人 手机：1388515060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9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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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92 
序号：73 
姓名: 郭毅 
职务: “陪教”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金竹镇烂泥路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25 
电话： 0851-3762696、0851-3762796、0851-3760691、0851-37606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393 
序号：74 
姓名: 郭毅 
职务: “陪教”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金竹镇烂泥路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25 
电话： 0851-3762696、0851-3762796、0851-3760691、0851-376069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州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0 

  
编号: 34787 
序号：75 
姓名: 向定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政法委, “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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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f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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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赤水市六居赤水市政法委（“610”办公室） 邮编：564700 
电话：0852-2862590  
赤水市政法委（610）电话： 0852-286157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8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88 
序号：76 
姓名: 蒋岗明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贵州省政保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都匀监狱）政保科 邮编：558001 
电话：0854-832526l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8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89 
序号：77 
姓名: 张宗刚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五居赤水市检察院 邮编：564700 
电话：0852-28213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8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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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0 
序号：78 
姓名: 张国林 
职务: 院长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南井天五居赤水市法院 邮编：564700 
电话： 0852-282159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1 
序号：79 
姓名: 熊国权 
职务: 法官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南井天五居赤水市法院 邮编：564700 
电话： 0852-282159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2 
序号：80 
姓名: 张纪梅 
职务: 法官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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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南井天五居赤水市法院 邮编：564700 
电话： 0852-282159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3 
序号：81 
姓名: 黄勇 (2)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南井天五居赤水市法院 邮编：564700 
电话： 0852-282159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4 
序号：82 
姓名: 陈晓猛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市中办兰井天 16 号 邮编：564700 
电话：0852--2821012 0852-2821014  值班室：0852－2888943、0852－2821013、0852－282878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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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795 
序号：83 
姓名: 黄燕 
职务: 一科科长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市中办兰井天 16 号 邮编：564700 
电话：0852--2821012 0852-2821014  值班室：0852－2888943、0852－2821013、0852－2828787 
黄燕：0852－282878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6 
序号：84 
姓名: 李中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市中办兰井天 16 号 邮编：564700 
电话：0852--2821012 0852-2821014  值班室：0852－2888943、0852－2821013、0852－282878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4797 
序号：85 
姓名: 曹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水市市中办兰井天 16 号 邮编：564700 
电话：0852--2821012 0852-2821014  值班室：0852－2888943、0852－2821013、0852－282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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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华：手机 13595236088（正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赤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代启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7 

  
编号: 36293 
序号：86 
姓名: 杨天权 
职务: 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政法委、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市府路   邮编：
556000 
电话：0855-8065701 转政法委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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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法委书记、 市公安局局长杨天权： 办 0855-8536166  13708558587 151855566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294 
序号：87 
姓名: 王雄忠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政法委、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市府路   邮编：
556000 
电话：0855-8065701 转政法委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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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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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295 
序号：88 
姓名: 杨志荣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电话：办公室 0855-8222408  刑侦大队：0855-8507909  0855-8222589  国保大队：15185551700 
局长杨志荣：办 0855-8536166；13708558587；15185556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296 
序号：89 
姓名: 付勇 
职务: 刑侦大队大队长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电话：办公室 0855-8222408  刑侦大队：0855-8507909  0855-8222589  国保大队：15185551700 
刑侦大队大队长付勇：1390855284  0855-8507909  0855-82225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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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297 
序号：90 
姓名: 吴彤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电话：办公室 0855-8222408  刑侦大队：0855-8507909  0855-8222589  国保大队：15185551700 
教导员吴彤：13885523300  宅 0855-8508787  0855-8507909  0855-82225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298 
序号：91 
姓名: 李凯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电话：办公室 0855-8222408  刑侦大队：0855-8507909  0855-8222589  国保大队：15185551700 
国保大队大队长李凯等：1398582511  151855517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299 
序号：92 
姓名: 邓治斌 
职务: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凯里市韶山南路  邮编：556000 
电话：0855-8223769  1518555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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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300 
序号：93 
姓名: 郑国斌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凯里市天桥路 市看守所  邮编：556000 
电话：值班手机 15185551676  0855-8604914  市局办公室 0855-82224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0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编号: 36301 
序号：94 
姓名: 胡小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凯里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凯里市天桥路 市看守所  邮编：556000 
电话：值班手机 15185551676  0855-8604914  市局办公室 0855-8222408 
警察胡小明：159855580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30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凯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正韦、汪仁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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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519 
序号：95 
姓名: 庞鸿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邮编： 550003    
电话: 851-5824082  58157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0 
序号：96 
姓名: 闵建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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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1 
序号：97 
姓名: 石磊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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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50014    
电话:851-68440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2 
序号：98 
姓名: 漆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箭道街 52 号 南明区政法委。 邮编：550002 
南明区政法委（610）：851-5868803 
传真:851-586880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3 
序号：99 
姓名: 张松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 564 号。       邮编: 550005 
电话：851-5510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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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4 
序号：100 
姓名: 黄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南明区箭道街 153 号 
邮编：550002， 
联系电话：851-5814349    电子邮件：fg34dk2aoyrk@hotmail.com 
二戈寨 电话：0851-58886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5 
序号：101 
姓名: 李勇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阳市南明区箭道街 153 号 
邮编：550002， 
联系电话：851-5814349    电子邮件：fg34dk2aoyrk@hotmail.com 
二戈寨 电话：0851-58886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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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526 
序号：102 
姓名: 郝贵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东路 27 号 
邮编：550000      
所长郝贵平:电话：851-5893110（110 值班）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7 
序号：103 
姓名: 姚勇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东路 27 号 
邮编：550000      
电话：851-5893110（110 值班）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8 
序号：104 
姓名: 刘洪星 
职务: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望城坡 
邮编：5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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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1-57923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29 
序号：105 
姓名: 李志强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小河区清水江路 123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38054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2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0 
序号：106 
姓名: 金松生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小河区清水江路 123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38054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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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531 
序号：107 
姓名: 袁树强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小河区清水江路 123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380544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2 
序号：108 
姓名: 宋凡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中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府路 31 号 邮编：550002 
电话：0851-58126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3 
序号：109 
姓名: 齐庆健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中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府路 31 号 邮编：550002 
电话：0851-58126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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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4 
序号：110 
姓名: 张德胜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中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阳市市府路 31 号 邮编：550002 
电话：0851-58126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5 
序号：111 
姓名: 王洪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贵州省羊艾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1170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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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536 
序号：112 
姓名: 甘明慧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1170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7 
序号：113 
姓名: 白菊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监狱 
邮编：550032 
电话：851-3381170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8 
序号：114 
姓名: 田维维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羊艾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羊艾监狱 
邮编：5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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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1-3381170  狱警办公室电话 851-338007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6539 
序号：115 
姓名: 罗世燕 
职务: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朝阳洞路 31 号 
邮编： 550002     电话：851-5797242 
罗世燕（女）0851－57966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3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曲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18 

  
编号: 38046 
序号：116 
姓名: 袁朝华 
职务: 主任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 府西路  邮编:564600 
电话: （县 610）0852-2520952 （县政法委）传真 0852-2520010 
县“610”主任袁朝华：15120230660  1512035066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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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047 
序号：117 
姓名: 涂华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 府西路  邮编：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520390 总机 0852-2520395 传真 0852-2520406  国保大队 0852-2527407  公安局总

机 0852-2520395 转 8079 
国安大队队长涂华: 18685226067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048 
序号：118 
姓名: 任家勇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 府西路  邮编：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520390 总机 0852-2520395 传真 0852-2520406  国保大队 0852-2527407  公安局总

机 0852-2520395 转 8079 
国安警察任家勇: 1508505959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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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049 
序号：119 
姓名: 余智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府东路  邮编: 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732730  传真 0852-2732731  审判庭 0852-2520445  院长办公室 0852-
2520441  0852-2520442  0852-252044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050 
序号：120 
姓名: 王晏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府东路  邮编: 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732730  传真 0852-2732731  审判庭 0852-2520445  院长办公室 0852-
2520441  0852-2520442  0852-252044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5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051 
序号：121 
姓名: 陈会芬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府东路  邮编: 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732730  传真 0852-2732731  审判庭 0852-2520445  院长办公室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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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441  0852-2520442  0852-252044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5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052 
序号：122 
姓名: 李雪秦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府东路  邮编: 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732730  传真 0852-2732731  审判庭 0852-2520445  院长办公室 0852-
2520441  0852-2520442  0852-252044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5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117 
序号：123 
姓名: 苏秀明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贵州省黔西县穿心大道  邮编：551500 
电话：0857-4222502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城关镇县西路 35 号  邮编：551500 
电话：0857-4692210  0857-42242773  电子邮件 aexp1lx22qlq@qq.c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1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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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黔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宗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16 

  
编号: 38118 
序号：124 
姓名: 龙明卫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黔西县穿心大道  邮编：551500 
电话：0857-42225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1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宗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16 

  
编号: 38119 
序号：125 
姓名: 胡黔生 
职务: 副镇长 
单位: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城关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莲城大道  邮编：551500 
电话：0857-4247990 
城关镇副镇长胡黔生：1398535340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1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黔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宗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16 

  
编号: 39706 
序号：126 
姓名: 刘小星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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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政法委, 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地委政法委）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民主路 159 号  邮编：563000 
电话：办公室 0852-8223848 
地址：（市公安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 忠庄客车站旁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323200  0852-8323350  电子信箱 zysgajbgs＠sina.com 
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刘小星：办 0852-83233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编号: 39707 
序号：127 
姓名: 张大强 
职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主管国保）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 忠庄客车站旁  邮编：
563000 
电话：0852-8323200  0852-8323350  电子信箱 zysgajbgs＠sina.com 
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大强（主管国保）：办 0852-832335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编号: 39708 
序号：128 
姓名: 余浩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汇川区办公大楼  邮编：563000 
电话/传真：0852-86837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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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编号: 39709 
序号：129 
姓名: 汪崇俊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620001  举报邮箱：hcqgaj_gov@163.com 
区公安分局局长汪崇俊（局党委书记、局长、副区长）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编号: 39710 
序号：130 
姓名: 戴永贤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620001  举报邮箱：hcqgaj_gov@163.com 
国保大队队长戴永贤： 13511800875  1808965817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1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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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711 
序号：131 
姓名: 杨灵秋 
职务: 信息科女警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620001  举报邮箱：hcqgaj_gov@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1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编号: 39712 
序号：132 
姓名: 孔英明 
职务: 信息科女警 
单位: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620001  举报邮箱：hcqgaj_gov@163.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1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遵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士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05 

  
编号: 39993 
序号：133 
姓名: 向东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永乐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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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50001 
电话：851-6811687  851-6822110 
局长室: 851-6820101   
付局长室:851- 6823569 6828839 6828827 6828826 
办公室: 851-6819599 6861692 
法制科:851- 6828823 
严打办公室:851-6856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39994 
序号：134 
姓名: 吴丹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邮编：550003 
电话：851-6826643 
所长吴丹:手机：139848207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39995 
序号：135 
姓名: 刘超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邮编：550003 
电话：851-6826643 
教导员刘超:手机：1898519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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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39996 
序号：136 
姓名: 罗成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邮编：550003 
电话：851-6826643 
副所长罗成:手机：138851199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39997 
序号：137 
姓名: 李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邮编：550003 
电话：851-6826643 
警察李波:手机：138850990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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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998 
序号：138 
姓名: 徐涛 (2)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黄金路 37 号。邮编：550003 
电话：851-6826643 
警察徐涛:手机：186851037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支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992 

  
编号: 41052 
序号：139 
姓名: 赵月芝 
职务:  
单位: 贵州省安顺市云马飞机制造厂三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52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11 

  
编号: 42909 
序号：140 
姓名: 方征 
职务: 专职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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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09 
迫害案例:  

  
编号: 42910 
序号：141 
姓名: 杨舟 
职务: 主任（省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贵州省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10 
迫害案例:  

  
编号: 42911 
序号：142 
姓名: 李军 
职务: 组长（省委副书记） 
单位: 贵州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11 
迫害案例:  

  
编号: 42912 
序号：143 
姓名: 徐铭 
职务: 主任 
单位: 贵州省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单位系统:“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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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12 
迫害案例:  

  
编号: 42913 
序号：144 
姓名: 廖国勋 
职务: 副组长 (省委秘书长） 
单位: 贵州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13 
迫害案例:  

  
编号: 42914 
序号：145 
姓名: 孙立成 
职务: 副组长（省公安厅长） 
单位: 贵州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省政法委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  贵州省政府大院 11 号

楼  
邮编: 550004 
省公安厅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 82 号 
邮编：550001  
电话：0851—5904000 传真：0851—5904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914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