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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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22   (序号：1) 

姓名: 白发堂 

职务: 秘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州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24   (序号：2) 

姓名: 王守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州人事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25   (序号：3) 

姓名: 张野草 

职务: 刑侦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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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公安局（红河州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26   (序号：4) 

姓名: 卢文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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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云南省建水县临安路县委大院  

       邮编: 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9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27   (序号：5) 

姓名: 卢应光 

职务: 原副书记，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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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云南省建水县临安路县委大院  

       邮编: 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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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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28   (序号：6) 

姓名: 黄学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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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仁和路  建水县公安局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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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29   (序号：7) 

姓名: 郭跃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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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仁和路  建水县公安局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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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30   (序号：8) 

姓名: 沉红伟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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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公安局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仁和路  建水县公安局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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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编号: 115931   (序号：9) 

姓名: 兰礼福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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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云南省建水县临安路县委大院  

       邮编: 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9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卢文祥、黄学平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6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德超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1 

编号: 117197   (序号：10) 

姓名: 普顺元 

职务: 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罗茨镇大平坝 405 信箱 

       邮编：6512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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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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苏昆的责任人普顺元、罗仲武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9 

编号: 117198   (序号：11) 

姓名: 罗仲武 

职务: 三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罗茨镇大平坝 405 信箱 

       邮编：6512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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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苏昆的责任人普顺元、罗仲武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9 

编号: 117199   (序号：12) 

姓名: 苏家山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罗茨镇大平坝 405 信箱 

       邮编：6512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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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苏昆的责任人普顺元、罗仲武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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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200   (序号：13) 

姓名: 何正朝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罗茨镇大平坝 405 信箱 

       邮编：6512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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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苏昆的责任人普顺元、罗仲武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9 

编号: 117201   (序号：14) 

姓名: 王齐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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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 

编号: 117202   (序号：15) 

姓名: 许力 

职务: 监狱长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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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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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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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 

编号: 117203   (序号：16) 

姓名: 杨西亭 

职务: 教育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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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 

编号: 117204   (序号：17) 

姓名: 丁芋 

职务: 集训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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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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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 

编号: 117205   (序号：18) 

姓名: 王林（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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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 

编号: 117206   (序号：19) 

姓名: 郑平（2） 

职务: 集训区专管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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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93 

编号: 117207   (序号：20) 

姓名: 纳会仙 

职务: 刑事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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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93 

编号: 117208   (序号：21) 

姓名: 马淑芳 

职务: 刑事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93 

编号: 117209   (序号：22) 

姓名: 唐忠梅 

职务: 刑事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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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93 

编号: 117210   (序号：23) 

姓名: 杨树兰 

职务: 刑事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93 

编号: 117212   (序号：24) 

姓名: 唐明荣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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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唐明荣，李红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3 

编号: 117213   (序号：25) 

姓名: 李红成 

职务: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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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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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唐明荣，李红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3 

编号: 117214   (序号：26) 

姓名: 王思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唐明荣，李红成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3 

编号: 117215   (序号：27) 

姓名: 李美兰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聂耳路 27 号  区政法委 

      邮编：653100 

       

      地址 2：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 1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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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美兰、何晓沛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 

编号: 117216   (序号：28) 

姓名: 任海燕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68 号  红塔区公安分局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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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美兰、何晓沛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 

编号: 117217   (序号：29) 

姓名: 张苏荣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68 号  红塔区公安分局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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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美兰、何晓沛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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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218   (序号：30) 

姓名: 张翔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68 号  红塔区公安分局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美兰、何晓沛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 

编号: 117219   (序号：31) 

姓名: 刘绍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68 号  红塔区公安分局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美兰、何晓沛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 

编号: 117220   (序号：32) 

姓名: 何玲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法院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临江路 16 号  峨山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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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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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玉溪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美兰、何晓沛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 

编号: 118194   (序号：33) 

姓名: 李雪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法院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金碧镇金安路 013 号  

       邮编: 67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5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编号: 122160   (序号：34) 

姓名: 罗崇敏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州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2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迫害法轮功学员万乔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5 

编号: 122161   (序号：35) 

姓名: 王伟 (2)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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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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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迫害法轮功学员万乔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5 

编号: 122163   (序号：36) 

姓名: 张文 (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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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迫害法轮功学员万乔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5 

编号: 122165   (序号：37) 

姓名: 孔凡云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大屯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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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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红河州迫害法轮功学员万乔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5 

编号: 122166   (序号：38) 

姓名: 钟从旺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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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派出所 

      云南省建水县临安路 160 号 

       邮编：6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68   (序号：39) 

姓名: 吕红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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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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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69   (序号：40) 

姓名: 梁荣华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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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城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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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70   (序号：41) 

姓名: 徐龙剑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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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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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71   (序号：42) 

姓名: 李炳祥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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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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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73   (序号：43) 

姓名: 李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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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庄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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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75   (序号：44) 

姓名: 王健（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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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77   (序号：45) 

姓名: 端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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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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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79   (序号：46) 

姓名: 黄永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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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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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80   (序号：47) 

姓名: 徐晓亚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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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超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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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81   (序号：48) 

姓名: 赵乐毅 

职务: 法制劳教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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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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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超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1 

编号: 122182   (序号：49) 

姓名: 施维平 

职务: 法制劳教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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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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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超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1 

编号: 122183   (序号：50) 

姓名: 杨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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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看守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 415 号  

       邮编: 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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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超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1 

编号: 122185   (序号：51) 

姓名: 万建国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4 

责任系统: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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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留、石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4 

编号: 122186   (序号：52) 

姓名: 何华强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学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4 

责任系统: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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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江玉留、石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4 

编号: 122188   (序号：53) 

姓名: 陈启忠 

职务: 副州长（原勐海县县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编号: 122189   (序号：54) 

姓名: 曹孟良（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77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编号: 122190   (序号：55) 

姓名: 张兴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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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77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编号: 122191   (序号：56) 

姓名: 刀文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77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编号: 122193   (序号：57) 

姓名: 吴江琳 

职务: 县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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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194   (序号：58) 

姓名: 李云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公安局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街  勐海县公安局 

       邮编:6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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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编号: 122195   (序号：59) 

姓名: 姜存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罗茨镇大平坝 405 信箱 

       邮编：6512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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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勐海县县委书记曹孟良、公安局长冯晓冬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蔡鹏顺一家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27 

编号: 122196   (序号：60) 

姓名: 殷庆红 

职务: 刑一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法院 

      地址 1：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鹿城东路 2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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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75000 

       

      地址 2：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永安大道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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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法院、检察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涂思茹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8 

编号: 122197   (序号：61) 

姓名: 邱德英 

职务: 一审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法院 

      地址 1：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鹿城东路 209 号  

      邮编:675000 

       

      地址 2：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永安大道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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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法院、检察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涂思茹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8 

编号: 122198   (序号：62) 

姓名: 马学武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公安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楚雄市公安局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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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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楚雄市法院、检察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涂思茹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8 

编号: 122199   (序号：63) 

姓名: 赵汉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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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0   (序号：64) 

姓名: 徐庆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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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1   (序号：65) 

姓名: 段蕴珍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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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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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2   (序号：66) 

姓名: 谢英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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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3   (序号：67) 

姓名: 秦晋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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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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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4   (序号：68) 

姓名: 钟崇富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公安局（红河州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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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5   (序号：69) 

姓名: 张学忠 

职务: 政治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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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1：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天马路  红河州中级法院 

       邮编：661100 

        

       地址 2：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路 58 号  红河州中级法院 

       邮编：6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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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206   (序号：70) 

姓名: 李安平 

职务: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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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检察院 

      云南省红河州检察院 

       邮编: 6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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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个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琼波、沈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2 

编号: 122809   (序号：71) 

姓名: 夏新建 

职务: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云南金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五华区翠湖南路 13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08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 1：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 222 号翠怡大厦 

       邮编：650031 

        

       地址 2：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南路 138 号 

       邮编：6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10   (序号：72) 

姓名: 李宝堂 

职务: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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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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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五华区翠湖南路 13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13   (序号：73) 

姓名: 罗家坤 

职务: 云南金马集团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宁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安宁市县街街道办事处石江社区居民委员会富安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2 

      云南省安宁监狱 

      办公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县街乡（安八线杨街坪段，安宁大学城往县街乡方向约 3 千米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17   (序号：74) 

姓名: 杨文权 

职务: 华盾安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五华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五华监狱 

      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247 号 邮编：6502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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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金马集团华盾安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办事处普吉社区水节箐村 2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5 

      云南省金马安防设备制造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办事处普吉社区水节箐村 2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20   (序号：75) 

姓名: 刘昌文 

职务: 昭通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明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明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9 

      云南省昭通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23   (序号：76) 

姓名: 宋涌 

职务: 金马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昆明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金马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东郊金马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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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监狱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东郊金马王大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25   (序号：77) 

姓名: 刘开乔 

职务: 金马动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五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五华监狱 

      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247 号 邮编：6502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4 

      云南金马集团金马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王大桥光明路 100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4 

      云南金马动力机械总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28   (序号：78) 

姓名: 鲍照昆 

职务: 金马金属容器有限责任总经理、云南官渡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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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金马集团金马金属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7 

      云南官渡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33   (序号：79) 

姓名: 赵学 

职务: 新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临沧监狱党委成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新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城北郊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2 

      云南省临沧监狱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爱华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36   (序号：80) 

姓名: 李俊佛 

职务: 精磊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嵩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精磊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嵩明县牛栏江镇小岩头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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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嵩明监狱 

      云南省嵩明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39   (序号：81) 

姓名: 普国 

职务: 富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安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富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中安街道太和街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8 

      云南省中安监狱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中安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3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42   (序号：82) 

姓名: 孙西盖 

职务: 凤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宜良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凤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兰家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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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宜良监狱 

      云南省省宜良县兰家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45   (序号：83) 

姓名: 朱德周 

职务: 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文山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江那镇砚华东路 7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4 

      云南省文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49   (序号：84) 

姓名: 穆显良 

职务: 普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西双版纳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西双版纳普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云南省景洪监狱 

       邮编：666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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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西双版纳监狱（景洪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4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52   (序号：85) 

姓名: 朱绍敏 

职务: 宏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羊街农场总经理、建水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宏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南庄镇羊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1 

      云南省建水监狱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0 

      云南省羊街农场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南庄镇羊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55   (序号：86) 

姓名: 丁永忠（2） 

职务: 益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曲靖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益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东路中段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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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曲靖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58   (序号：87) 

姓名: 徐建桥 

职务: 春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玉溪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春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春和镇黑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7 

      云南省玉溪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61   (序号：88) 

姓名: 李程 

职务: 包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林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包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嘉丽泽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60 

      云南省杨林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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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74   (序号：89) 

姓名: 刘荣顺 

职务: 金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元江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金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元江农场场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3 

      云南省元江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77   (序号：90) 

姓名: 杨发建 

职务: 惠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保山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惠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红庙社区山脚村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6 

      云南省保山监狱（昌宁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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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80   (序号：91) 

姓名: 王云 

职务: 法定责任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天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天井山（大理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83   (序号：92) 

姓名: 陶永波 

职务: 文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普洱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文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倚像镇洋他郎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2 

      云南省普洱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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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886   (序号：93) 

姓名: 李正平（2） 

职务: 海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楚雄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海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苍岭镇腰站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5 

      云南省楚雄监狱 

      办公地址： 云南省楚雄市苍岭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88   (序号：94) 

姓名: 何灿荣 

职务: 光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宁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光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安宁市县街乡羊街坪（安宁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7 

      云南省安宁监狱 

      办公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县街乡（安八线杨街坪段，安宁大学城往县街乡方向约 3 千米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1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90   (序号：95) 

姓名: 施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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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天驰金马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云南省第二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天驰金马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附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89 

      云南省第二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教场中路  省第二监狱 

       邮编: 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93   (序号：96) 

姓名: 叶浩（2） 

职务: 春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云南省未成年人管教所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春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安白公路 8 公里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2 

      云南省未成年人管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896   (序号：97) 

姓名: 陈发达 

职务: 博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云南省第四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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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博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光华社区烂泥海子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5 

      云南省第四监狱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910   (序号：98) 

姓名: 和春宏 

职务: 丽江大研农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丽江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丽江大研农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象山西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09 

      云南省丽江监狱 

      办公地址： 云南省丽江县大研镇象山西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912   (序号：99) 

姓名: 刘江 

职务: 法定责任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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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谐诚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 (云南监狱管理局农业科学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914   (序号：100) 

姓名: 阿青峥 

职务: 坤晟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责任人、元江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金马集团坤晟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永乐大街北段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3 

      云南省元江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917   (序号：101) 

姓名: 徐安林 

职务: 光明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省第三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光明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省安宁市嵩华路 2 号（第三监狱综合办公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6 

      云南省第三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松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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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1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922   (序号：102) 

姓名: 胡惠珍 

职务: 坤宇服装总厂总经理、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坤宇服装总厂 

      云南省昆明市北教中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1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925   (序号：103) 

姓名: 贺永斌 

职务: 春城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云南省第三女子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春城建筑工程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 34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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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第三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海源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2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773   (序号：104) 

姓名: 周建忠 

职务: 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昆明市公安局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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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3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中段    云南省公安厅 

       邮编：650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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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74   (序号：105) 

姓名: 史云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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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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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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75   (序号：106) 

姓名: 彭湘南 

职务: 国保支队“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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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3 

责任系统: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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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76   (序号：107) 

姓名: 马映辉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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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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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77   (序号：108) 

姓名: 明晓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政法委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雉山坡 26 号  宜良县政法委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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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79   (序号：109) 

姓名: 冯忠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迎宾路 120 号  宜良县人民法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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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0   (序号：110) 

姓名: 李怡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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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迎宾路 120 号  宜良县人民法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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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1   (序号：111) 

姓名: 王秋红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迎宾路 120 号  宜良县人民法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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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2   (序号：112) 

姓名: 朱志伟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迎宾路 120 号  宜良县人民法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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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3   (序号：113) 

姓名: 马开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迎宾路 120 号  宜良县人民法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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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4   (序号：114) 

姓名: 林家学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迎宾路 120 号  宜良县人民法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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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6   (序号：115) 

姓名: 马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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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汇东西路中段  宜良县检察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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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7   (序号：116) 

姓名: 陈勇 (2)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汇东西路中段  宜良县检察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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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8   (序号：117) 

姓名: 李海波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汇东西路中段  宜良县检察院   

       邮编：6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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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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89   (序号：118) 

姓名: 赵桂芬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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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编号: 124790   (序号：119) 

姓名: 杨星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440 号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6502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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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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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050   (序号：120) 

姓名: 霍延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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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9 

编号: 125051   (序号：121) 

姓名: 王松柏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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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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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9 

编号: 125052   (序号：122) 

姓名: 郁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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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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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9 

编号: 125053   (序号：123) 

姓名: 何燕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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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9 

编号: 125054   (序号：124) 

姓名: 侯迎春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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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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童先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99 

编号: 125727   (序号：125) 

姓名: 李荣敬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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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28   (序号：126) 

姓名: 马伟（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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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29   (序号：127) 

姓名: 王艳坤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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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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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0   (序号：128) 

姓名: 张春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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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1   (序号：129) 

姓名: 李云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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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2   (序号：130) 

姓名: 尹尚荣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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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3   (序号：131) 

姓名: 赵雁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公安局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大屯新区金晖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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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4   (序号：132) 

姓名: 殷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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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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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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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锡勇-2020（第 0037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7 

编号: 125735   (序号：133) 

姓名: 黄云爽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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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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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6   (序号：134) 

姓名: 张燕琳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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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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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7   (序号：135) 

姓名: 付锡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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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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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锡勇-2020（第 0037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7 

编号: 125738   (序号：136) 

姓名: 孟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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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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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39   (序号：137) 

姓名: 东门丽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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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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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40   (序号：138) 

姓名: 邝昕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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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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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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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742   (序号：139) 

姓名: 陈红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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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5743   (序号：140) 

姓名: 阮文波 

职务: 刑一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485 号  昆明中级法院  

       邮编：650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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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宝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6 

编号: 127252   (序号：141) 

姓名: 罗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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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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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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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付锡勇-2020（第 0037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7 

编号: 127254   (序号：142) 

姓名: 张静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牛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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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付锡勇-2020（第 0037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7 

编号: 127255   (序号：143) 

姓名: 杨金洪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看守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看守所  

       邮编：6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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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付锡勇-2020（第 0037 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7 

编号: 127748   (序号：144) 

姓名: 普应聪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金碧镇龙祥路 2 号  

       邮编: 67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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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49   (序号：145) 

姓名: 武发桐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金碧镇龙祥路 2 号  

       邮编: 67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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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50   (序号：146) 

姓名: 余忠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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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政法委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东街 7 号  县政法委 

       邮编: 67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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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51   (序号：147) 

姓名: 李春俊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东街 7 号  县政法委 

       邮编: 67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63 

责任系统: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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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52   (序号：148) 

姓名: 吴应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公安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楚雄市公安局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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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53   (序号：149) 

姓名: 段智源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公安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中大街 181 号  楚雄市公安局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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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54   (序号：150) 

姓名: 宋振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政法委 

      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气像路 82 号 

       邮编：67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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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756   (序号：151) 

姓名: 杨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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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楚雄州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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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普应聪-2020（第 0071 号）-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9 

编号: 127805   (序号：152) 

姓名: 刘雄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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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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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刘雄 -2020（第 0079 号）-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1 

编号: 127806   (序号：153) 

姓名: 于英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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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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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雄 -2020（第 0079 号）-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1 

编号: 127807   (序号：154) 

姓名: 李韬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60 号 

       邮编：6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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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刘雄 -2020（第 0079 号）-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1 

编号: 127808   (序号：155) 

姓名: 钱曙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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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刘雄 -2020（第 0079 号）-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