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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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78   (序号：1) 
姓名: 陈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中滩街 60 号 海口派出所    
       邮编：65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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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3679   (序号：2) 
姓名: 郭彦伲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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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3680   (序号：3) 
姓名: 龙蕊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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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3681   (序号：4) 
姓名: 刘亚茹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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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3682   (序号：5) 
姓名: 贺加敏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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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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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3683   (序号：6) 
姓名: 尹忠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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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3684   (序号：7) 
姓名: 罗思源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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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段旭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8 

编号: 134764   (序号：8) 
姓名: 王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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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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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吴云峰--2021（第 212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3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4766   (序号：9) 
姓名: 赵洪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寺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社区 海源寺派出所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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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吴云峰--2021（第 212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3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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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768   (序号：10) 
姓名: 张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前街 22 号  黑林铺派出所 
       邮编：650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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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吴云峰--2021（第 212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3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4769   (序号：11) 
姓名: 杨洪坤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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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吴云峰--2021（第 212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3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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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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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34   (序号：12) 
姓名: 蒋喆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寺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社区 海源寺派出所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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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603   (序号：13) 
姓名: 张赟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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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张赟--2022（第 011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0 

编号: 135604   (序号：14) 
姓名: 陈伟达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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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张赟--2022（第 011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0 

编号: 135606   (序号：15) 
姓名: 钱志鸿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矣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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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张赟--2022（第 011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0 

编号: 135607   (序号：16) 
姓名: 段进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矣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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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赟--2022（第 011 号）-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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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804   (序号：17) 
姓名: 和丽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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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805   (序号：18) 
姓名: 李向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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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5806   (序号：19) 
姓名: 丁剑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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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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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807   (序号：20) 
姓名: 刘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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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808   (序号：21) 
姓名: 郭红兵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寺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社区 海源寺派出所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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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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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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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809   (序号：22) 
姓名: 王朝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寺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社区 海源寺派出所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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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6082   (序号：23) 
姓名: 艾雄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东陆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安康路 170 号   东陆桥派出所 
       邮编：6500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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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3   (序号：24) 
姓名: 夏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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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东陆桥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安康路 170 号   东陆桥派出所 
       邮编：6500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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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5   (序号：25) 
姓名: 卢州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北社区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华小区春怡里内  西坝北社区居委会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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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6   (序号：26) 
姓名: 白惠泉 
职务: 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坝北社区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华小区春怡里内  西坝北社区居委会  
       邮编：6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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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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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7   (序号：27) 
姓名: 张为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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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8   (序号：28) 
姓名: 贺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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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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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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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9   (序号：29) 
姓名: 许龄心 
职务: 代理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1008 号  昆明市检察院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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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90   (序号：30) 
姓名: 金坤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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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103   (序号：31) 
姓名: 王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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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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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6104   (序号：32) 
姓名: 王莹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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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6105   (序号：33) 
姓名: 张永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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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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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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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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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6106   (序号：34) 
姓名: 杨曦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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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6107   (序号：35) 
姓名: 陈立昌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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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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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108   (序号：36) 
姓名: 自丽琼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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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普会峻--2021（第 043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109   (序号：37) 
姓名: 叶兵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牛派出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街道办事处滇池路金牛小区 3 号门   金牛派出所  
       邮编：650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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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普会峻--2021（第 043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1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166   (序号：38) 
姓名: 徐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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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检察院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城门外    麒麟区检察院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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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编号: 136167   (序号：39) 
姓名: 何龙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检察院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城门外    麒麟区检察院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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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编号: 136168   (序号：40) 
姓名: 张涛武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 15 号   麒麟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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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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编号: 136169   (序号：41) 
姓名: 宋晔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 15 号   麒麟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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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编号: 136170   (序号：42) 
姓名: 龚沿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 15 号   麒麟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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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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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171   (序号：43) 
姓名: 钱韦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政法委 
      云南省曲靖市南宁西路 2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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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编号: 136601   (序号：44) 
姓名: 李康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政法委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 1 号市级行政中心 7 号楼   昆明市政法委 
       邮编：65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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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02   (序号：45) 
姓名: 胡美玲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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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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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3   (序号：46) 
姓名: 邬润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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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4   (序号：47) 
姓名: 尹波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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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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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5   (序号：48) 
姓名: 张翀开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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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6   (序号：49) 
姓名: 张军（2）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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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7   (序号：50) 
姓名: 刘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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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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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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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8   (序号：51) 
姓名: 姚瑶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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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3 

编号: 136609   (序号：52) 
姓名: 史瑞琳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路 240 号   盘龙公安分局  
       邮编：6502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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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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10   (序号：53) 
姓名: 张钧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政法委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文昌街 67 号  曲靖市政法委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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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11   (序号：54) 
姓名: 李云（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政法委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通泉街道龙泉东路 12 号 马龙区政法委 
       邮编：6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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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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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612   (序号：55) 
姓名: 陈廷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公安局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龙海路  马龙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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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13   (序号：56) 
姓名: 金华雄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公安局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龙海路  马龙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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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15   (序号：57) 
姓名: 付丽萍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检察院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通泉街道滨河北路 014 号  马龙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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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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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16   (序号：58) 
姓名: 李鲲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南路 650 号 麒麟区法院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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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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