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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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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编号: 66832 

序号：1 

姓名: 李洪山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贵阳市云岩区永乐路 2 号 邮编：550001 

电话：0851-6820664 传真 683596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2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社区女警韩丽萍强行对法轮功学员采血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编号: 66833 

序号：2 

姓名: 韩丽萍 

职务: 圣泉社区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中坝路 99 号 圣泉社区服务中心 邮编：
550008 

电话：(圣泉派出所) 0851-84801119 

警察韩丽萍：13595098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3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社区女警韩丽萍强行对法轮功学员采血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编号: 66834 

序号：3 

姓名: 冉冬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北路 223 号 邮编：550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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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51-4842290 (08514842290) 0851-4842296 

所长冉冬：138094940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4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社区女警韩丽萍强行对法轮功学员采血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编号: 66835 

序号：4 

姓名: 王修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北路 223 号 邮编：550008 

电话：0851-4842290 (08514842290) 0851-4842296 

教导员王修华：138094797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5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社区女警韩丽萍强行对法轮功学员采血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编号: 66836 

序号：5 

姓名: 邱建川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北路 223 号 邮编：550008 

电话：0851-4842290 (08514842290) 0851-4842296 

副所长邱建川：139851661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6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社区女警韩丽萍强行对法轮功学员采血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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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837 

序号：6 

姓名: 周灿荣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北路 223 号 邮编：550008 

电话：0851-4842290 (08514842290) 0851-4842296 

副所长周灿荣：139841481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7 

迫害案例:  

 追查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圣泉社区女警韩丽萍强行对法轮功学员采血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编号: 68046 

序号：7 

姓名: 姜紫勤 

职务: 党委副书记、院长 

单位: 贵州省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6 

迫害案例:  

  

编号: 68762 

序号：8 

姓名: 杜时强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红旗路 县政府机关大院  邮编：
551300 

电话：（县政法委）0854 5221829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红旗路 邮编：551300 

电话：0854-522004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定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庭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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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63 

序号：9 

姓名: 曹刚 

职务: 维稳办副主任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红旗路 县政府机关大院  邮编：
551300 

电话：（县政法委）0854 5221829 

地址：（县公安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红旗路 邮编：551300 

电话：0854-5220042 

维稳办副主任曹刚：135954795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定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庭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编号: 68764 

序号：10 

姓名: 朱启松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庆熙路 114 号  邮编：551300 

电话：0854-522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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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6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定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庭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编号: 68765 

序号：11 

姓名: 喻正勇 

职务: 副庭长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庆熙路 29 号 邮编：551300 

电话/传真：0854-5220341  总机 0854-5227354 

县法院副庭长喻正勇：18008542002  0854-5227354 转 2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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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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6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定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庭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编号: 68766 

序号：12 

姓名: 肖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红旗路 邮编：551300 

电话传真：0854-5220042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肖涛：1398578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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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6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定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庭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编号: 68767 

序号：13 

姓名: 徐明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女子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 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州女子看守所)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桐州路 州看守所 邮编：558000 

电话：(州公安局) 0854-8248638 转看守所 

预约 0854-8222536 预约 QQ17127730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定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庭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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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518 

序号：14 

姓名: 许俊松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维稳办）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路 78  邮编：550003 

电话：（市政法委） 0851-858157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1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69519 

序号：15 

姓名: 韩斌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大营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常青路（常清路）9 号  邮编：550004 

电话：值班室 0851-86769510  户籍 0851-86775756 

所长韩斌（警号 008046）：139851328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1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编号: 69520 

序号：16 

姓名: 钟婷婷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大营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常青路（常清路）9 号  邮编：550004 

电话：值班室 0851-86769510  户籍 0851-86775756 

教导员钟婷婷（警号 008210）：139841488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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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编号: 69521 

序号：17 

姓名: 刘筱红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大营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常青路（常清路）9 号  邮编：550004 

电话：值班室 0851-86769510  户籍 0851-86775756 

警察刘筱红（警号 008206）：1898418407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编号: 69522 

序号：18 

姓名: 杨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大营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常青路（常清路）9 号  邮编：550004 

电话：值班室 0851-86769510  户籍 0851-867757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编号: 69523 

序号：19 

姓名: 姚方忠 

职务: 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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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大营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常青路（常清路）9 号  邮编：550004 

电话：值班室 0851-86769510  户籍 0851-867757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顺先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编号: 69768 

序号：20 

姓名: 郑国庆 (2)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北路 2 号  邮编: 550002 

电话：0851-85510110 受理投诉电话：0851-85506485 

局长郑国庆 0851-85509399  138685185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6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69 

序号：21 

姓名: 邓劲松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5 号.  邮编 550005 

电话：0851-85510075 0851-85500803 

所长邓劲松 13037869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6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5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4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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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770 

序号：22 

姓名: 乔建民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5 号.  邮编 550005 

电话：0851-85510075 0851-85500803 

教导员乔建民 13985016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1 

序号：23 

姓名: 邱阳 

职务: 副所长（分管国保）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5 号.  邮编 550005 

电话：0851-85510075 0851-85500803 

副所长邱阳（分管国保） 18985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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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7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2 

序号：24 

姓名: 刘浩 

职务: 社区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5 号.  邮编 550005 

电话：0851-85510075 0851-85500803 

社区警察刘浩 186850559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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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3 

序号：25 

姓名: 王卫东 

职务: 社区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5 号.  邮编 550005 

电话：0851-85510075 0851-85500803 

社区警察王卫东；139843334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4 

序号：26 

姓名: 王宇翔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长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瑞和家园门口 长江路派出所 邮编 550009 

电话：0851-83818110 0851-83839772 0851-83402400 

（曾参与 2013 年 9 月 23 日非法抓捕曾祥莲的责任单位之一） 

所长王宇翔，189851883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5 

序号：27 

姓名: 张勇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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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长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瑞和家园门口 长江路派出所 邮编 550009 

电话：0851-83818110 0851-83839772 0851-83402400 

教导员张勇，139850270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6 

序号：28 

姓名: 潘和峻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长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瑞和家园门口 长江路派出所 邮编 550009 

电话：0851-83818110 0851-83839772 0851-83402400 

副所长潘和峻 139851317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7 

序号：29 

姓名: 孟征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长江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瑞和家园门口 长江路派出所 邮编 550009 

电话：0851-83818110 0851-83839772 0851-83402400 

副所长孟征；1359508021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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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8 

序号：30 

姓名: 陈取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雨高桥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富源北路 40 号  雨高桥居委会 邮编：550005 

电话：0851-85512952 

居委会书记陈取平 0851-855129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69779 

序号：31 

姓名: 张贵龙 

职务: 主任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雨高桥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富源北路 40 号  雨高桥居委会 邮编：550005 

电话：0851-85512952 

居委会主任张贵龙；0851-85512952 1898406264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祥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编号: 70959 

序号：32 

姓名: 马彪 

职务: 书记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花溪区委）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花溪区行政办公

大楼 A 区 3 层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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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50025 

电话：（花溪区委）0851-8385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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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5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0 

序号：33 

姓名: 刘显福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花溪区委）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花溪区行政办公

大楼 A 区 3 层     

邮编：550025 

电话：（花溪区委）0851-8385339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1 

序号：34 

姓名: 胡文院 

职务: 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632110、0851-83620876、0851-8363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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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962 

序号：35 

姓名: 张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632110、0851-83620876、0851-836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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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6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3 

序号：36 

姓名: 向顺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三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09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83832110 

所长向顺华：135119305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4 

序号：37 

姓名: 薄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三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09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83832110 

副所长薄军：130278132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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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5 

序号：38 

姓名: 罗吉松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三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09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83832110 

副所长罗吉松：139851621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6 

序号：39 

姓名: 孙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三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09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83832110 

副所长孙煜：18782157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7 

序号：40 

姓名: 姚贵芬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三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09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83832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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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员姚贵芬：1359516588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8 

序号：41 

姓名: 万晓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三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09 号      邮编：550009 

电话：0851-83832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69 

序号：42 

姓名: 李钧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15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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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69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70 

序号：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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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筑生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15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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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0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71 

序号：44 

姓名: 赵庭松 

职务: 人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 192 号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150575 

赵庭松：0851-8536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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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1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72 

序号：45 

姓名: 吴莎 

职务: 院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田园北路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150726、0851-8362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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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2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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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973 

序号：46 

姓名: 徐婉琳 

职务: 院长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田园北路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150726、0851-83624103 

庭长徐婉琳：0851-8135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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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3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74 

序号：47 

姓名: 张立 (2) 

职务: 法官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田园北路              邮编：550025 

电话：0851-83150726、0851-8362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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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75 

序号：48 

姓名: 谭邦健 

职务: 情报中心主任（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开州大道 18 号   邮编：550300 

电话：（县公安局）0851-87252080 

情报中心主任谭邦健：0851-872501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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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5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编号: 70976 

序号：49 

姓名: 马吉强 

职务:  

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又称法制教育基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洗脑班）  邮编：550006 

电话：0851-83769626、0851-83762696、0851-83762796、0851-83760691、0851-83760693 

马吉强：13984352195；原在贵州省清镇市教育局工作，后调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2002 年调贵阳

烂泥沟洗脑班。 

清镇市教育局：0851-82522297；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前进路 

云岩区教育局：0851-86505670；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威清路 108 号 

马吉祥之妻 张莉（张丽）：在贵州省清镇市红枫五小当教师 

清镇市红枫五小电话 ：0851-8262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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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6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菊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9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