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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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3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宁夏 
编号: 13606 
序号：1 
姓名: 乔恩成 
职务: 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兼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3607 
序号：2 
姓名: 王满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 宁夏“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中路。 
邮编：750001，电话：951-6915682 
警察王满:电话：951-6915127，手机：13007975996  136295911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08 
序号：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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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3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姓名: 贾奋强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银川市委、政法委、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市委办公室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中山南街 7 号  邮编︰750004 
电话︰办公室 0951-6031466 
市政法委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北京中路 166 号  邮编︰750000 
电话/传真：0951-6888484 
市公安局地址：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15682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贾奋强：1351954393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编号: 13609 
序号：4 
姓名: 王世元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市公安局(0951)6915682 
国保大队队长王世元：0951-5071188  住址：宁夏银川兴庆区紫园南区 8 号楼 4 单元 302 室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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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10 
序号：5 
姓名: 张安忠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市国保支队“610 办公室”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6736114 
国保大队张安忠：13995079963  0951-6915120  住址：银川市太阳都市花园 7-4-602  邮编 750004 
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市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 
地址：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市公安局(0951)6915682  市国保支队 610 办(0951)691512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13611 
序号：6 
姓名: 王福春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银川市玉皇阁北街 219 号 邮编:750001 
王福春： 手机 1580951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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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12 
序号：7 
姓名: 张顶生 
职务: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6736114 
张顶生：13895696701 地址 文化街与静宁北街交叉路口东北角 卫生监督所 4 楼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13613 
序号：8 
姓名: 高羽福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西花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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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3614 
序号：9 
姓名: 王红梅 
职务: 主任 
单位: 银川市西花园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川市西夏区铁路西花园社区居委会 （邮编 750021）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15 
序号：10 
姓名: 牛爱红 
职务: 治保员 
单位: 银川市西花园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银川市西夏区铁路西花园社区居委会（邮编 750021）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16 
序号：11 
姓名: 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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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女） 
单位: 银川市西夏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街 43 号 邮编：750021 
电话：办公室 0951-3851003 值班室 0951-3851100 国保大队 0951-3851123 0951-3851100 
李兰（女）：13895101352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17 
序号：12 
姓名: 龚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西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3618 
序号：13 
姓名: 李军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吴忠市利通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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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编号: 13619 
序号：14 
姓名: 马宝珍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吴忠市利通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编号: 13620 
序号：15 
姓名: 蔡明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利通区古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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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21 
序号：16 
姓名: 陈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盐池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吴忠市盐池县 邮编：751500 
陈平 手机：13709557595 
办公室：0953-6020007 
单位系统:公安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22 
序号：17 
姓名: 张晶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盐池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鼓楼北路 邮编：751500 
张晶： 手机 15909630888  家 0953-6011503 
办公室：0953-6012370 接通后按“0”转 5001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13623 
序号：18 
姓名: 张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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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盐池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3624 
序号：19 
姓名: 李正江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青铜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李正江（李振江）：办 0953-3725014 1390953430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13626 
序号：20 
姓名: 张秉俊 
职务: 院长 
单位: 青铜峡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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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3627 
序号：21 
姓名: 庞立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青铜峡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3628 
序号：22 
姓名: 国建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青铜峡市朝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编号: 19921 
序号：23 
姓名: 马明朗 
职务: 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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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编号: 19922 
序号：24 
姓名: 马玲燕 
职务:  
单位: 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公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编号: 19923 
序号：25 
姓名: 李静 
职务:  
单位: 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公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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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924 
序号：26 
姓名: 王浩 
职务: 警察 
单位: 青铜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19925 
序号：27 
姓名: 薛明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编号: 19926 
序号：28 
姓名: 馘建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朝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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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雄德、岳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26 

  
编号: 23752 
序号：29 
姓名: 陈建国 
职务: 原党委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新城区朔方路 5 号 
邮编︰750021 
电话︰办公室 0951-2079510  0951-2079506 传真:0951-2079501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53 
序号：30 
姓名: 苏德良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夏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自治区六一零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东路 和信创展中心 15
楼 邮编：750001 
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32318 , 0951-6136002 0951-6136004 
苏德良：办 0951-6136002 139192086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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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3754 
序号：31 
姓名: 程国新 
职务:  
单位: 宁夏“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政法委) 
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81892（610 办) 
程国新︰13709575821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55 
序号：32 
姓名: 李文成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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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756 
序号：33 
姓名: 马建洲 
职务: 监狱长(前任)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57 
序号：34 
姓名: 陈干龙 
职务: 原监狱长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58 
序号：35 
姓名: 段明亮 
职务: 严管分监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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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严管分监区长段明亮：13995098518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59 
序号：36 
姓名: 陆伟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教导员陆伟：1399511593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0 
序号：37 
姓名: 朱义泽 
职务: 干部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干部朱义泽：1351929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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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1 
序号：38 
姓名: 赵保民 
职务: 监狱财务处处长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监狱财务处处长赵保民：0951-619702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2 
序号：39 
姓名: 赵莉 
职务: 监狱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监狱教育科副科长赵莉：139950060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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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3 
序号：40 
姓名: 滕进军 
职务: 六监区教导员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六监区教导员滕进军：1399549128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4 
序号：41 
姓名: 韩小兵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韩小兵：13619529697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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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9 of 3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23765 
序号：42 
姓名: 魏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6 
序号：43 
姓名: 田永玉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7 
序号：44 
姓名: 李宏兵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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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8 
序号：45 
姓名: 张林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69 
序号：46 
姓名: 张全宏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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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6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70 
序号：47 
姓名: 赵立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23771 
序号：48 
姓名: 冯少辉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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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72 
序号：49 
姓名: 田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73 
序号：50 
姓名: 王学祥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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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774 
序号：51 
姓名: 贺飞 
职务: 狱医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75 
序号：52 
姓名: 杨小龙 
职务: 监狱局宁朔集团总经理 
单位: 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监狱局宁朔集团总经理杨小龙（该恶人将北京前进监狱刘光辉等三恶警荐到银川监狱）：
1346951366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3776 
序号：53 
姓名: 尹自能 
职务: (原宁夏吴忠监狱教育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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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司法厅教育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117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64687 
教育处尹自能：13723390058（该恶警原为宁夏吴忠监狱教育科长，现已调至司法厅，仍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7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51 

  
编号: 25199 
序号：54 
姓名: 李存善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中卫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201 省道 邮编：751700 
电话：0955-7037250 
李存善大队长，13723341799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8 

  
编号: 25200 
序号：55 
姓名: 李占宏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中卫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201 省道 邮编：751700 
电话：0955-7037250 
李占宏：13739501616 
单位系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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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5 of 35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8 

  
编号: 25201 
序号：56 
姓名: 朱耀民 
职务: 副局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卫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201 省道 邮编：751700 
电话：0955-7037250 
朱耀民 副局长、610 主任 办电 7067503- 7060389 手机 159095519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8 

  
编号: 25202 
序号：57 
姓名: 刘定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邮编：755000 
刘定远 检察长 办电 7656789 手机 13739581188 宅电 7035993 5022860 
办公室电话：7656826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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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203 
序号：58 
姓名: 郝正智 
职务: 院长 
单位: 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邮编：755000 
电话：0955-7024179 
郝正智 院长 办电 7072688 手机 13723336598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8 

  
编号: 25204 
序号：59 
姓名: 马莉 
职务: 所长 
单位: 中卫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中卫市城中山南街中卫市看守所 邮编：751700 
所长 办 0955-7996228 手机 13723338906 宅 0955-7022686 
看守所教导员 张永贵 办 0955-7681791 宅 0955-6550225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98 

  
编号: 25573 
序号：60 
姓名: 武建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 市国保支队“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7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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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51-6736114 
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市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 
地址：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市公安局(0951)6915682  市国保支队 610 办(0951)691512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5574 
序号：61 
姓名: 陈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街 43 号  邮编：750000 
电话：办公室：0951-3851003 值班室：0951-3851100 国保大队：0951-3851123 
警察陈建华：0951-3851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5575 
序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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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玉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街 43 号  邮编：750000 
电话：办公室：0951-3851003 值班室：0951-3851100 国保大队：0951-3851123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编号: 25576 
序号：63 
姓名: 赵辉 
职务: 所长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所长赵辉：0951-3962851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5577 
序号：64 
姓名: 毛国新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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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教导员毛国新：0951-3962852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5578 
序号：65 
姓名: 李远富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教导员李远富：09513962853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编号: 25579 
序号：66 
姓名: 郑建卫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副所长郑建卫：0951-3962813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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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编号: 25580 
序号：67 
姓名: 王磊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警察王磊：09513962850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编号: 25581 
序号：68 
姓名: 崔建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警察崔建平：09513962850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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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582 
序号：69 
姓名: 霍发勤 
职务: 警察 
单位: 银川市贺兰山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怀远东路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962850  值班室：0951-3962850、 
警察霍发勤：09513962850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编号: 25583 
序号：70 
姓名: 宋尧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邮编：750000 
电话：值班室：0951-5016314  门卫：0951-5058535 
所长宋尧：0951-5016314 (09515016314)所长石宏伟：0951-5058353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编号: 25584 
序号：71 
姓名: 王永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邮编：750000 
电话：值班室：0951-5016314  门卫：0951-505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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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长王永平：0951-6088708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8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洁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2 

  
编号: 25804 
序号：72 
姓名: 杨建军 
职务: 副局长（主管迫害） 
单位: 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市公安局(0951)6915682 
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建军（主管迫害） 
杨建军：办 0951-6915087 13909503518 
杨建军妻子王雁（银川嘉士达油品有限责任公司）：13895178886 地址 兴庆区海宝小区８４号楼６

号营业房 邮编 750001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25805 
序号：73 
姓名: 马威虎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银川市西夏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银川市西夏区委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铁东北街 1 号  邮编：750011 
电话：办公室 0951-306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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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编号: 25806 
序号：74 
姓名: 陈梓 
职务: 局长 
单位: 银川市西夏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 公安局  邮编：750021 
电话：0951-3851100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郑永新、杨洁、陈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803 

  
编号: 26322 
序号：75 
姓名: 王杰 
职务: 副厅长,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自治区六一零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东路 和信创展中心 15
楼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32318 , 0951-6136002 0951-6136004 
王杰：办 0951-6136004 13909592333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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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6323 
序号：76 
姓名: 姚迎利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自治区六一零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东路 和信创展中心 15
楼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32318 , 0951-6136002 0951-6136004 
姚迎利：0951-6136002 0951-6136004 
姚迎利大哥姚成生，宁夏商务厅调研员：办 0951-5019122、0951-5043345、13895188865 
其二哥姚迎建，宁夏区委巡视员：办 0951-5059125、宅 0951-5028866 13895118369 
其弟姚成立，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 0951-6192282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6324 
序号：77 
姓名: 冀晓军 
职务: 副书记、秘书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解放西街 82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59356(09515059356) 办公室 0951-6136679 0951-6136616 0951-6136601 （传真）0951-
6136600 
冀晓军：办 0951-6136699 宅 0951-5046989 139095985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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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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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26325 
序号：78 
姓名: 王敬天 
职务: 处长 (迫害法轮功专门机构) 
单位: 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十三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中路 8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总机 0951-6136000 办公室 0951-6136088 
王敬天（迫害法轮功专门机构）：办公室 0951-6136088 
单位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编号: 26326 
序号：79 
姓名: 郝占江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银川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32318 0951-5035452 (09515035452) 
郝占江：0951-688848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