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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编号: 66674 

序号：1 

姓名: 赵学农 

职务: 书记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政法委)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镇秀苑路 188 号 西山区政府综

合大楼九楼 邮编：650118 

电话：(区委) 0871-8227519 

(区政法委 610) 0871-8226838 (08718226838)  

西山区委书记赵学农 (男，汉族，1962 年 11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1980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6 年

5 月加入中共。现任昆明市西山区区委书记)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4 

迫害案例:  

 追查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邱学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3 

  

编号: 66675 

序号：2 

姓名: 温永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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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分局)办公室 0871-8184111 传真 0871-8182199 

(国保大队)0871-8100483 0871-8181929 

警察温永强：0871-6810048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5 

迫害案例:  

 追查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邱学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3 

  

编号: 66676 

序号：3 

姓名: 杨增荣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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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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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分局)办公室 0871-8184111 传真 0871-8182199 

(国保大队)0871-8100483 0871-81819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6 

迫害案例:  

 追查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邱学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3 

  

编号: 67090 

序号：4 

姓名: 钱磊 

职务: 副院长, 文山州副州长（原任） 

单位: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省文山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警官学院）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249 号  邮编：650221 

电话：（警官学院）0871-65107019  0871-65127239 

地址：（州委 州政府）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华龙北路 1 号   邮编：663000 

电话：（州政府）0876-2124700  0876-2122192 

原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原云南省文山州副州长钱磊：（男，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新平县人，

1962 年 11 月生，1981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5 年 3 月 加入中共。 2014 年 9 月 19 日，云南省人民检

察院决定，依法对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钱磊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90 

迫害案例:  

 追查原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原云南省文山州副州长钱磊（被双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2 

  

编号: 68331 

序号：5 

姓名: 马赠凯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仁德镇翠屏路 5 号  邮编：655200 

（国保大队）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仁德镇翠屏路 3 号   邮编：655200 

电话：（县公安局）0871-62652347  0871-2651035  传真 0871-2652099 转 6688、66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6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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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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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保大队）0871-2652099 转 6627 

国保大队长马赠凯：1898768383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1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8332 

序号：6 

姓名: 蒋天喜 

职务: 局长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倘甸二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两区分局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倘甸镇  邮编：655214 

电话：（两区分局）0871-2767610  传真 0871-27671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2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8333 

序号：7 

姓名: 彭朝柱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凤梧路 125 号  邮编：655200 

电话： 0871-2662000  办公室 0871-26629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3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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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334 

序号：8 

姓名: 舒应亮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凤梧路 86 号  邮编：655200 

电话：0871-2662250  办公室 0871-62662394  刑二庭（审理 “两区”刑事案件）0871-62654297 

审判长舒应亮：0871-626542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4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8335 

序号：9 

姓名: 张彦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凤梧路 86 号  邮编：655200 

电话：0871-2662250  办公室 0871-62662394  刑二庭（审理 “两区”刑事案件）0871-62654297 

审判员张彦：0871-626542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5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8336 

序号：10 

姓名: 王琼芬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凤梧路 86 号  邮编：655200 

电话：0871-2662250  办公室 0871-62662394  刑二庭（审理 “两区”刑事案件）0871-62654297 

审判员王琼芬：0871-626542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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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6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8337 

序号：11 

姓名: 何薇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凤梧路 86 号  邮编：655200 

电话：0871-2662250  办公室 0871-62662394  刑二庭（审理 “两区”刑事案件）0871-62654297 

书记员何薇：0871-626542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7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8338 

序号：12 

姓名: 王正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红土地镇花沟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红土地镇隶属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城区，红土地镇是一个新组

建的镇。 

地址：（花沟村委会）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红土地镇 花沟村 邮编：654109 

电话：0871-13888646558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8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春福、罗白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编号: 69061 

序号：13 

姓名: 安治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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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州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治强，男，彝族，1965 年 11 月生，云南彝良人，1982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87 年 10 月入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1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2 

序号：14 

姓名: 马建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仁和路   邮编:654300 

电话: 0873-762 9026  0873-3185979 传真:0873-3183299 

邮箱:1418237028@qq.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2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3 

序号：15 

姓名: 陈勇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电话: 0873-7619311 

举报电话:0873-766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3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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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064 

序号：16 

姓名: 杨菊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电话: 0873-7619311 

举报电话:0873-766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4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5 

序号：17 

姓名: 张亚娇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电话: 0873-7619311 

举报电话:0873-766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5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6 

序号：18 

姓名: 丁红伟 

职务: 院长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法院电话: 0873-7653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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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6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7 

序号：19 

姓名: 邹文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法院电话: 0873-7653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7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8 

序号：20 

姓名: 王贵鑫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法院电话: 0873-7653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8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69 

序号：21 

姓名: 龙叶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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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电话: 0873-7653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9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69070 

序号：22 

姓名: 刘飞 (2)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钟灵路      邮编:654300 

法院电话: 0873-76530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70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编号: 70628 

序号：23 

姓名: 张爱东 

职务: 副局长（原楚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 云南省楚雄州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环城西路 170 号        邮编：
675000 

电话：0878-31225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8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29 

序号：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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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刚 

职务: 人员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610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气像路 82 号     邮编：675000 

电话：（（市政法委）0878-3122066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9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0 

序号：25 

姓名: 刘宗寿 

职务: 人员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610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气像路 82 号     邮编：675000 

电话：（（市政法委）0878-3122066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0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1 

序号：26 

姓名: 潘健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

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办公室：0878-3122404 

局长室：0878-3123015 

政委室：0878-31212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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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 0878-32020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1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2 

序号：27 

姓名: 牛朝临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

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办公室：0878-3122404 

局长室：0878-3123015 

政委室：0878-3121263 

国保大队 0878-3202029 

大队长牛朝临：1398783226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2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3 

序号：28 

姓名: 梁建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

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办公室：0878-3122404 

局长室：0878-3123015 

政委室：0878-3121263 

国保大队 0878-32020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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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3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4 

序号：29 

姓名: 何国庆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

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办公室：0878-3122404 

局长室：0878-3123015 

政委室：0878-3121263 

国保大队 0878-32020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4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5 

序号：30 

姓名: 赵勇 (3)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邮

编：675000  

电话：0878-3202002 、3202018、3202117、3202019 

办公室：0878-3122404 

局长室：0878-3123015 

政委室：0878-3121263 

国保大队 0878-32020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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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5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6 

序号：31 

姓名: 常建伟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阳光大道 281 号        邮编：675000 

电话：0878-301354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6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7 

序号：32 

姓名: 张茜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阳光大道 281 号        邮编：675000 

电话：0878-3013548 

公诉人张茜：0878-301195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7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编号: 70638 

序号：33 

姓名: 常云 

职务: 院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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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云南省楚雄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阳光大道              邮编：675000 

电话：0878-3386706；0878-3386710 

院长常云：139870787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8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萍、安兰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