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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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编号: 116533   (序号：1) 

姓名: 崔生慧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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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34   (序号：2) 

姓名: 赵寅虎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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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35   (序号：3) 

姓名: 黄永平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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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银川市看守所 

       邮编：7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36   (序号：4) 

姓名: 朴杨 

职务: 综合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银川市看守所 

       邮编：7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38   (序号：5) 

姓名: 王宏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前咄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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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39   (序号：6) 

姓名: 李喜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前咄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40   (序号：7) 

姓名: 李顺桃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法委 

      （自治区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4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86 号   

       邮编: 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41   (序号：8) 

姓名: 马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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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法委 

      （自治区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42   (序号：9) 

姓名: 苏发坤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法委 

      （自治区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6544   (序号：10) 

姓名: 李东东 

职务: 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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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长李振国、政委韩向工等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 

编号: 117782   (序号：11) 

姓名: 张克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法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 银川市中级法院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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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83   (序号：12) 

姓名: 许迎春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法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 银川市中级法院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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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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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784   (序号：13) 

姓名: 李志权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法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 银川市中级法院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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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85   (序号：14) 

姓名: 杨和群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法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 银川市中级法院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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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86   (序号：15) 

姓名: 杨婷婷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法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 银川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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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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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87   (序号：16) 

姓名: 李志全 

职务: 庭审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法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 银川市中级法院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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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88   (序号：17) 

姓名: 汪敬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  

      邮编: 750002 

       

      国保大队（市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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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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89   (序号：18) 

姓名: 郑小明 

职务: 政府副主席（分管政法）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 

      （自治区政府）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解放西街 361 号  

       邮编: 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90   (序号：19) 

姓名: 张克俭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银川市看守所 

       邮编：7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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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791   (序号：20) 

姓名: 张荣平 

职务: 副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银川市看守所 

       邮编：7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92   (序号：21) 

姓名: 张成 

职务: 副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银川市看守所 

       邮编：7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4 

编号: 117794   (序号：22) 

姓名: 张学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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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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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编号: 117795   (序号：23) 

姓名: 李节利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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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编号: 117796   (序号：24) 

姓名: 吴卫平 

职务: 刑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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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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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797   (序号：25) 

姓名: 尚晓梅 

职务: 刑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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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编号: 117798   (序号：26) 

姓名: 高明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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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编号: 117799   (序号：27) 

姓名: 于丽芹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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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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编号: 117800   (序号：28) 

姓名: 周志林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政法委 

      （西夏区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铁东北街 1 号  

       邮编：7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1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公安分局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街 43 号 

       邮编：750021 

        

       地址 2：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街 165 号 西夏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7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栾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33 

编号: 117801   (序号：29) 

姓名: 李存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原国保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  

      邮编: 750002 

       

      国保大队（市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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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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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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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17802   (序号：30) 

姓名: 靳春花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  

      邮编: 750002 

       

      国保大队（市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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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17803   (序号：31) 

姓名: 曹仲龙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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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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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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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04   (序号：32) 

姓名: 汤杰 

职务: 狱政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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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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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05   (序号：33) 

姓名: 徐连山 

职务: 狱政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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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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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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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06   (序号：34) 

姓名: 丁蕾 

职务: 教育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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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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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07   (序号：35) 

姓名: 徐丽华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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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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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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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08   (序号：36) 

姓名: 楚楠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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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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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09   (序号：37) 

姓名: 陆春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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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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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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10   (序号：38) 

姓名: 罗巧云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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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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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11   (序号：39) 

姓名: 范红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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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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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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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12   (序号：40) 

姓名: 方梅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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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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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13   (序号：41) 

姓名: 张胜华 

职务: 一中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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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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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银川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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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 

编号: 117814   (序号：42) 

姓名: 李溥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县政法委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向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8 

编号: 117816   (序号：43) 

姓名: 赵晓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向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8 

编号: 117817   (序号：44) 

姓名: 马建辉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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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向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8 

编号: 117819   (序号：45) 

姓名: 连轲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向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8 

编号: 117821   (序号：46) 

姓名: 张开超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反邪教协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0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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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823   (序号：47) 

姓名: 徐建民 

职务: 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24   (序号：48) 

姓名: 尉凯翔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25   (序号：49) 

姓名: 尚志勇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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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26   (序号：50) 

姓名: 裘志新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27   (序号：51) 

姓名: 马玉林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28   (序号：52) 

姓名: 黄建忠 

职务: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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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29   (序号：53) 

姓名: 周艳梅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0   (序号：54) 

姓名: 王子成 

职务: 助理调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22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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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2   (序号：55) 

姓名: 李景平 

职务: 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1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3   (序号：56) 

姓名: 杜可夫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1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4   (序号：57) 

姓名: 康占平 

职务: 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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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1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5   (序号：58) 

姓名: 郭战胜 

职务: 纪检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1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6   (序号：59) 

姓名: 越经臣 

职务: 政协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1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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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837   (序号：60) 

姓名: 张鹏程 

职务: 助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1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李景平、张开超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1 

编号: 117838   (序号：61) 

姓名: 陈建国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委 

      （自治区区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康平路 1 号  

       邮编：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 

编号: 117839   (序号：62) 

姓名: 李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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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5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17840   (序号：63) 

姓名: 杨玉强 

职务: 政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邮编： 75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17841   (序号：64) 

姓名: 杨玉风 

职务: 政保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邮编： 75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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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17842   (序号：65) 

姓名: 张占林 

职务: 政保科科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邮编： 75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0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17844   (序号：66) 

姓名: 马跃林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农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8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钞志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 

编号: 123160   (序号：67) 

姓名: 吴秉胜 

职务: 太达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宁夏石嘴山监狱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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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宁朔集团西太达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北侧四公里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59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监狱 

      宁夏平罗县石嘴山监狱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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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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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62   (序号：68) 

姓名: 杜兴华 

职务: 新海岸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宁夏女子监狱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新海岸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银川市东环南路武警医院东 500 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1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 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 750004 

        

       地址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银川女子监狱 

       邮编：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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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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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65   (序号：69) 

姓名: 陈有才 

职务: 固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关马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宁夏固原监狱党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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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宁朔集团固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三河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4 

      宁夏固原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3 

      宁夏宁朔集团关马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候家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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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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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67   (序号：70) 

姓名: 刘瑞宁 

职务: 银川银风风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宁夏银川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宁朔集团银川银风风机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南街新生巷 1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66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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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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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87   (序号：71) 

姓名: 杜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永宁县公安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保锦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188   (序号：72) 

姓名: 任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永宁县公安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保锦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5 

编号: 126189   (序号：73) 

姓名: 龚耀荣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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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永宁县公安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保锦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5 

编号: 126190   (序号：74) 

姓名: 鲁孝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永宁县公安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保锦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5 

编号: 126191   (序号：75) 

姓名: 张立宁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城关派出所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永宁县公安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城关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宁和南街 城关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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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保锦宁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2   (序号：76) 

姓名: 张铭 

职务: 公诉部副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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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3   (序号：77) 

姓名: 王安云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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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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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4   (序号：78) 

姓名: 吴琦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  

      邮编: 750002 

       

      国保大队（市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中路（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5   (序号：79) 

姓名: 李永宁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6 号  

      邮编: 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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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916   (序号：80) 

姓名: 李智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6 号  

      邮编: 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7   (序号：81) 

姓名: 王成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和北街 永宁县政法委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6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8   (序号：82) 

姓名: 闫忠福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永宁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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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19   (序号：83) 

姓名: 何金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城关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宁和南街 城关派出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编号: 126921   (序号：84) 

姓名: 周浦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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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923   (序号：85) 

姓名: 沈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望远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铭-2019（第 0101 号）-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公诉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