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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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编号: 129405   (序号：1) 
姓名: 古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政法委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新村镇市府街 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 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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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编号: 129406   (序号：2) 
姓名: 伏思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407   (序号：3) 
姓名: 李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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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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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408   (序号：4) 
姓名: 马健琨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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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409   (序号：5) 
姓名: 王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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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410   (序号：6) 
姓名: 张恒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新村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办事处团结路 10 号   新村派出所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411   (序号：7) 
姓名: 陈华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新村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办事处团结路 10 号   新村派出所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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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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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413   (序号：8) 
姓名: 秦绍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新村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办事处团结路 10 号   新村派出所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0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    拖布卡派出所   
       邮编：654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编号: 129414   (序号：9) 
姓名: 刘武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    拖布卡派出所   
       邮编：654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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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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9415   (序号：10) 
姓名: 伍兴贤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    拖布卡派出所   
       邮编：654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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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416   (序号：11) 
姓名: 唐昌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    拖布卡派出所   
       邮编：654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朝坤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9 

编号: 129538   (序号：12) 
姓名: 陈龙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东廊村     小板桥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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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2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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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4 

编号: 129539   (序号：13) 
姓名: 龚福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东廊村     小板桥派出所  
       邮编：6502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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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4 

编号: 129540   (序号：14) 
姓名: 马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东廊村     小板桥派出所  
       邮编：6502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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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4 

编号: 129541   (序号：15) 
姓名: 吴邱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东廊村     小板桥派出所  
       邮编：6502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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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4 

编号: 129542   (序号：16) 
姓名: 杨卫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关雨路  官渡区看守所 
       邮编：6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4 

编号: 129868   (序号：17) 
姓名: 李江（1）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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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政法委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西路 1 号区级机关办公大楼 五华区政法委  
       邮编：65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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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09 

编号: 129869   (序号：18) 
姓名: 郭宏伟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路 32 号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 
       邮编: 650032 
        
       地址 2: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 289 号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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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编号: 129870   (序号：19) 
姓名: 李杰（2）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路 32 号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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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650032 
        
       地址 2: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 289 号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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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编号: 129871   (序号：20) 
姓名: 马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路 32 号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 
       邮编: 650032 
        
       地址 2: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 289 号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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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编号: 129873   (序号：21) 
姓名: 章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王家桥路(普吉办事处旁)    普吉派出所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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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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编号: 129874   (序号：22) 
姓名: 李兰（2）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王家桥路(普吉办事处旁)    普吉派出所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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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编号: 129875   (序号：23) 
姓名: 魏伟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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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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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876   (序号：24) 
姓名: 张玥琳 
职务: 检察官助理（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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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俊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4 

编号: 129928   (序号：25) 
姓名: 李德荣（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地址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路 32 号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 
       邮编: 650032 
        
       地址 2: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 289 号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09 

编号: 129956   (序号：26) 
姓名: 欧灵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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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 1700 号    西山区检察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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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0（第 0174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钟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2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1（第 104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29957   (序号：27) 
姓名: 杨越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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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0（第 0174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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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家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6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钟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2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29959   (序号：28) 
姓名: 冯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大观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0（第 0174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4 

编号: 129960   (序号：29) 
姓名: 朱家斌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 
      (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上段 235 号 
       邮编: 650100 
        
       (国保大队)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沙路 477 号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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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0（第 0174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4 

编号: 129961   (序号：30) 
姓名: 李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 
      (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上段 235 号 
       邮编: 650100 
        
       (国保大队)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沙路 477 号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0（第 0174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4 

编号: 130051   (序号：31) 
姓名: 孟亚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翠羽路 43 号    棕树营派出所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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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4 

编号: 130052   (序号：32) 
姓名: 李红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翠羽路 43 号    棕树营派出所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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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4 

编号: 130053   (序号：33) 
姓名: 高春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看守所（昆明市第一看守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龙寺村 303 号 （昆明理工大学白龙校区）旁   昆明市看守所 
       邮编：6502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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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钟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1（第 104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邰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8 

编号: 130261   (序号：34) 
姓名: 刘魁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 1700 号    西山区检察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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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家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6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0262   (序号：35) 
姓名: 朱亭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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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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家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6 

编号: 130263   (序号：36) 
姓名: 曹庆辉，曹庆晖 (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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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家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6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编号: 130264   (序号：37) 
姓名: 董晓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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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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家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6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0265   (序号：38) 
姓名: 刘文先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安宁市公安局  
       邮编：65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家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1（第 104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4 

编号: 130266   (序号：39) 
姓名: 李刚（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安宁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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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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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靖波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编号: 130383   (序号：40) 
姓名: 李红义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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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编号: 130384   (序号：41) 
姓名: 晏寅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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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编号: 130385   (序号：42) 
姓名: 马建琨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桂苑街 29 号 
       邮编：6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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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编号: 130386   (序号：43) 
姓名: 张天荣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    拖布卡派出所   
       邮编：654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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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红义 -2020（第 0197 号）-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8 

编号: 130506   (序号：44) 
姓名: 符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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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政法委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市级行政中心 C 区   蒙自市政法委  
       邮编：6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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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编号: 130508   (序号：45) 
姓名: 刘云辉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公安局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文澜镇天马路  蒙自市公安局  
       邮编：6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07 

责任系统: 公安, 被双规,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编号: 130509   (序号：46) 
姓名: 李艳芳 
职务: 公诉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检察院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临安镇钟灵路 5 号   建水县检察院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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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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编号: 130510   (序号：47) 
姓名: 李永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临安镇钟灵路  建水县法院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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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编号: 130511   (序号：48) 
姓名: 邹伟文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临安镇钟灵路  建水县法院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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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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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512   (序号：49) 
姓名: 张炳发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临安镇钟灵路  建水县法院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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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编号: 130513   (序号：50) 
姓名: 王泽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法院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凤凰路      红河州中级法院  
       邮编：6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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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莲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3 

编号: 131053   (序号：51) 
姓名: 张亚明 
职务: 原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411 号  昆明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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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被双规,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54   (序号：52) 
姓名: 旷莒丹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 1700 号    西山区检察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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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55   (序号：53) 
姓名: 李丽君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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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钟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2 

编号: 131056   (序号：54) 
姓名: 刘晓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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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编号: 131057   (序号：55) 
姓名: 张爱华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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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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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58   (序号：56) 
姓名: 呜润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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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编号: 131059   (序号：57) 
姓名: 邓睿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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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0   (序号：58) 
姓名: 阳乔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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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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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1   (序号：59) 
姓名: 唐紫碧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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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2   (序号：60) 
姓名: 周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安宁市公安局  
       邮编：65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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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编号: 131063   (序号：61) 
姓名: 许旗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安宁市公安局  
       邮编：65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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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2 

编号: 131064   (序号：62) 
姓名: 娄张祥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公安分局（晋宁县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永乐大街与宝塔路交叉路口  晋宁公安分局  
       邮编：65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5   (序号：63) 
姓名: 冯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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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晋宁公安分局副局长、原昆阳镇派出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公安分局（晋宁县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永乐大街与宝塔路交叉路口  晋宁公安分局  
       邮编：65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11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郑和路 3 号 
       邮编: 65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6   (序号：64) 
姓名: 施锦峰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一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云南省第一监狱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7   (序号：65) 
姓名: 丁鹏翔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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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第一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云南省第一监狱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8   (序号：66) 
姓名: 李晔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一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云南省第一监狱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9   (序号：67) 
姓名: 车惠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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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钟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2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编号: 131071   (序号：68) 
姓名: 顾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兴路霖岚国际广场 D 座  东华派出所   
        邮编：6502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编号: 131072   (序号：69) 
姓名: 温晓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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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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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412   (序号：70) 
姓名: 余相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政法委 
      地址 1：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凤凰路政务中心 6 楼  文山市政法委  
       邮编：663000 
        
       地址 2：云南省文山县开化镇建禾路   市政法委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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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13   (序号：71) 
姓名: 李祥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公安局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开化北路 98 号  文山市公安局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14   (序号：72) 
姓名: 刘敬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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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公安局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开化北路 98 号  文山市公安局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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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15   (序号：73) 
姓名: 陶正武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公安局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开化北路 98 号  文山市公安局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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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17   (序号：74) 
姓名: 梁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卧龙派出所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卧龙派出所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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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18   (序号：75) 
姓名: 廖忠玲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检察院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开化中路 161 号 文山市检察院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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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19   (序号：76) 
姓名: 李在敏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法院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城南大沟绞村旁 文山市法院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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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420   (序号：77) 
姓名: 许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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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法院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城南大沟绞村旁 文山市法院  
       邮编：6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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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云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8 

编号: 132539   (序号：78) 
姓名: 龚诚伟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政法委 
      云南省安宁市连然镇连然街坊 131 号  市政法委 
       邮编: 65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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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灵军--2021（第 104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4 

编号: 132899   (序号：79) 
姓名: 杨汉云（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政法委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关兴路 320 号   官渡区政法委  
       邮编：6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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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0   (序号：80) 
姓名: 杨雪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东廊村     小板桥派出所  
       邮编：6502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1   (序号：81) 
姓名: 李江（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政法委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2198 号 盘龙区政法委 
       邮编：65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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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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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903   (序号：82) 
姓名: 虎志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小坝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王旗营第 2 幢 小坝派出所 
       邮编：6502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4   (序号：83) 
姓名: 赵星月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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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5   (序号：84) 
姓名: 郝一达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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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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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6   (序号：85) 
姓名: 郑纲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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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7   (序号：86) 
姓名: 官平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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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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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8   (序号：87) 
姓名: 吴云峰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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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09   (序号：88) 
姓名: 邹正秋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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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0   (序号：89) 
姓名: 章锟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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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300 号   五华区检察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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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1   (序号：90) 
姓名: 李晖（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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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邰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68 

编号: 132912   (序号：91) 
姓名: 秦晓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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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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3   (序号：92) 
姓名: 和雪芬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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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4   (序号：93) 
姓名: 李中原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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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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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915   (序号：94) 
姓名: 钱红梅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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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6   (序号：95) 
姓名: 张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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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7   (序号：96) 
姓名: 韦昆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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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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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8   (序号：97) 
姓名: 丁蔓君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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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19   (序号：98) 
姓名: 罗家民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298 号  五华区法院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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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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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20   (序号：99) 
姓名: 杜琼仙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 1700 号    西山区检察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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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21   (序号：100) 
姓名: 张林敏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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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22   (序号：101) 
姓名: 杜竹馨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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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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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23   (序号：102) 
姓名: 邵红梅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 1132 号   西山区法院  
       邮编：6501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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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编号: 132925   (序号：103) 
姓名: 黄劲松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西城派出所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西路 202 号  西城派出所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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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肖玉霞等 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5 

 


	责任人 - 地区: 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