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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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18 
姓名: 周娟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8 
序号：1 

编号: 74819 
姓名: 刘翀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9 
序号：2 

编号: 74820 
姓名: 王斌（2）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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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0 
序号：3 

编号: 74821 
姓名: 苟冰 
职务: 副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1 
序号：4 

编号: 74822 
姓名: 陈胜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2 
序号：5 

编号: 74823 
姓名: 骆勋 
职务: 社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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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3 
序号：6 

编号: 74824 
姓名: 姜贵生 
职务: 社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大兴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江路 211 号（大兴星城三号门旁）大兴派出所 
      邮编：55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4 
序号：7 

编号: 74826 
姓名: 贾建刚 
职务: 公安科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航空集团永兴机械厂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合朋钢材市场销售加工区 1 号厂房  贵航集团永兴机械厂  
      邮编：5500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5 

责任系统: 公安,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26 
序号：8 

编号: 75760 
姓名: 姚志凯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县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荔波县政法委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玉屏街道新政府办公大楼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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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58 

      贵州省荔波县维稳办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玉屏街道新政府办公大楼 0513 
      邮编：55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5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0 
序号：9 

编号: 75762 
姓名: 冯大洲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荔波县公安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恩铭路  荔波县公安局 
      邮编：55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2 
序号：10 

编号: 75763 
姓名: 蒙炳扬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荔波县公安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恩铭路  荔波县公安局 
      邮编：55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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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3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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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3250 
姓名: 唐承沛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政法委 
      地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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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法委 
      邮编：550004   
       
      地址 2︰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12 号  省政法委 
      邮编︰550003  
       
      地址 3：贵州省贵阳市广顺路 1 号  贵州省委政法委 
      邮编：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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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0 
序号：12 

编号: 83253 
姓名: 陆大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碧海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碧海花园玫瑰路 9 号   碧海派出所 
       邮编: 55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3 
序号：13 

编号: 83255 
姓名: 黄康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金阳南路 6 号世纪城龙贤苑 31 幢楼对面   世纪城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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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5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5 
序号：14 

编号: 83257 
姓名: 樊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公安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红旗路   贵定县公安局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7 
序号：15 

编号: 83258 
姓名: 姚锋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公安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红旗路   贵定县公安局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8 
序号：16 

编号: 83259 
姓名: 何键 
职务: 法制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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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公安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红旗路   贵定县公安局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59 
序号：17 

编号: 83261 
姓名: 杨永春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司法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园丁路与红旗路交叉口北 100 米 贵定县司法局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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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1 
序号：18 

编号: 83262 
姓名: 彭朝飞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司法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园丁路与红旗路交叉口北 100 米 贵定县司法局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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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2 
序号：19 

编号: 83264 
姓名: 许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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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检察院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关镇庆熙路 114 号  贵定县检察院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4 
序号：20 

编号: 83266 
姓名: 蒙胜清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法院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关镇庆熙路 29 号  贵定县法院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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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6 
序号：21 

编号: 83267 
姓名: 罗涛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法院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关镇庆熙路 29 号  贵定县法院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7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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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266 
姓名: 彭正荣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湘雅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沙坡路 21 号 湘雅派出所 
       邮编: 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6 
序号：23 

编号: 95267 
姓名: 李朝林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湘雅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沙坡路 21 号 湘雅派出所 
       邮编: 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7 
序号：24 

编号: 95268 
姓名: 袁大江 
职务: 刑侦中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湘雅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沙坡路 21 号 湘雅派出所 
       邮编: 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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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8 
序号：25 

编号: 95269 
姓名: 孙湖毅 
职务: 巡逻中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湘雅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沙坡路 21 号 湘雅派出所 
       邮编: 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9 
序号：26 

编号: 95270 
姓名: 汪忠华 
职务: 小区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湘雅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沙坡路 21 号 湘雅派出所 
       邮编: 5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0 
序号：27 

编号: 95272 
姓名: 田园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D16 组团 （崇义南路 E5 组团东北门对面） 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邮编: 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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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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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2 
序号：28 

编号: 95273 
姓名: 陈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D16 组团 （崇义南路 E5 组团东北门对面） 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邮编: 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3 
序号：29 

编号: 95274 
姓名: 王斌（3） 
职务: 刑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D16 组团 （崇义南路 E5 组团东北门对面） 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邮编: 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4 
序号：30 

编号: 95275 
姓名: 张树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D16 组团 （崇义南路 E5 组团东北门对面） 云岩区渔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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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5 
序号：31 

编号: 95277 
姓名: 黄昌福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环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环城北路 149 号 中环派出所 
       邮编: 5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7 
序号：32 

编号: 95278 
姓名: 王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环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环城北路 149 号 中环派出所 
       邮编: 5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8 
序号：33 

编号: 95279 
姓名: 杨俊（2）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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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环派出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环城北路 149 号 中环派出所 
       邮编: 5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79 
序号：34 

编号: 95281 
姓名: 何强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分局白花山看守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山路 30 号 白花山看守所 
       邮编: 5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81 
序号：35 

编号: 95282 
姓名: 禄俊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烂泥路  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邮编：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82 
序号：36 

编号: 95382 
姓名: 罗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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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看守所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关镇环城北路  贵定县看守所 
       邮编: 5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82 
序号：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