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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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63 
姓名: 明正彬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政法委 
      地址 1：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抚仙路 86 号  玉溪市政法委  
      邮编：653100 
       
      地址 2：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 22 号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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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3 
序号：1 

编号: 75366 
姓名: 王洪云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委政法委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6 
序号：2 

编号: 75369 
姓名: 那汝琼 
职务: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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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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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9 
序号：3 

编号: 75370 
姓名: 柏为良 
职务: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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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0 
序号：4 

编号: 75371 
姓名: 方跃明 
职务: 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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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1 
序号：5 

编号: 75372 
姓名: 李德见 
职务: 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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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2 
序号：6 

编号: 75373 
姓名: 黄延林 
职务: 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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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3 
序号：7 

编号: 75374 
姓名: 郭云波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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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4 
序号：8 

编号: 75375 
姓名: 陶楠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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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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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5 
序号：9 

编号: 75376 
姓名: 方国富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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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6 
序号：10 

编号: 75377 
姓名: 董芸伊 
职务: 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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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7 
序号：11 

编号: 75379 
姓名: 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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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检察院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临江路 22 号  峨山县检察院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9 
序号：12 

编号: 75380 
姓名: 王夕 
职务: 公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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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0 
序号：13 

编号: 75381 
姓名: 郑芊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检察院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临江路 22 号  峨山县检察院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7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1 
序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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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384 
姓名: 马东坤 
职务: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2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公安局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嶍峨路 138 号  峨山县公安局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3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4 
序号：15 

编号: 75385 
姓名: 鲁加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公安局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嶍峨路 138 号  峨山县公安局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5 
序号：16 

编号: 75387 
姓名: 朱正祥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棋阳路  红塔区看守所 
      邮编：6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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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87 
序号：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