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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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编号: 48828 

序号：1 

姓名: 杜涓 

职务:  

单位: 宁夏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28 

迫害案例:  

  

编号: 48842 

序号：2 

姓名: 王颖 

职务:  

单位: 宁夏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42 

迫害案例:  

  

编号: 48851 

序号：3 

姓名: 郭戬（2） 

职务:  

单位: 宁夏法制教育培训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1 

迫害案例:  

  

编号: 48896 

序号：4 

姓名: 张军 

职务:  

单位: 宁夏青少年犯罪研究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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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96 

迫害案例:  

  

编号: 48899 

序号：5 

姓名: 高金柱 

职务:  

单位: 宁夏青少年犯罪研究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99 

迫害案例:  

  

编号: 49009 

序号：6 

姓名: 雷天寿 

职务:  

单位: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09 

迫害案例:  

  

编号: 49016 

序号：7 

姓名: 谢保国  

职务:  

单位: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16 

迫害案例:  

  

编号: 49036 

序号：8 

姓名: 张守荣 

职务:  

单位: 宁夏大学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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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36 

迫害案例:  

  

编号: 49043 

序号：9 

姓名: 史海青 

职务:  

单位: 宁夏大学历史系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43 

迫害案例:  

  

编号: 49311 

序号：10 

姓名: 刘志才 

职务:  

单位: 宁夏关工委法制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11 

迫害案例:  

  

编号: 49314 

序号：11 

姓名: 刘秦中 

职务:  

单位: 宁夏银川师范团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14 

迫害案例:  

  

编号: 49588 

序号：12 

姓名: 张学慧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政法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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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市委、市政法委地址：宁夏青铜峡市古峡东街 51 号  市委行政大楼 邮编：
751600 

市委电话：0953-3051348 传真：0953-3051586 

张学慧 13895546666 （市政法委书记）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89 

序号：13 

姓名: 蒋玉柱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市委、市政法委地址：宁夏青铜峡市古峡东街 51 号  市委行政大楼 邮编：
751600 

市委电话：0953-3051348 传真：0953-305158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0 

序号：14 

姓名: 李兵川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市委、市政法委地址：宁夏青铜峡市古峡东街 51 号  市委行政大楼 邮编：
751600 

市委电话：0953-3051348 传真：0953-305158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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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591 

序号：15 

姓名: 汤学成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市委、市政法委地址：宁夏青铜峡市古峡东街 51 号  市委行政大楼 邮编：
751600 

市委电话：0953-3051348 传真：0953-305158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2 

序号：16 

姓名: 郭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

6566024 

李正江电话 13909534306 

办公室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3 

序号：17 

姓名: 赵光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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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6024 

办公室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3 

序号：18 

姓名: 赵光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

6566024 

办公室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4 

序号：19 

姓名: 张学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

6566024 

办公室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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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594 

序号：20 

姓名: 张学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

6566024 

办公室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5 

序号：21 

姓名: 赵广平 

职务: 司机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古峡西街  邮编：751600 

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电话：市局总机 0953-3051811， 0953-3725003 ，0953-3725006 国保大队办 0953-6566025 0953-

6566024 

办公室 0953-6566025 0953-656602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6 

序号：22 

姓名: 张瑞国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青铜峡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751600 

公安局电话：0953-6566000， 0953-6566011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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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7 

序号：23 

姓名: 杜秀岚 

职务: 监狱长 (原任) 

单位: 宁夏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86030 

监狱长 杜秀岚 办 4098751 宅 4073751， 1390951656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编号: 49598 

序号：24 

姓名: 黄学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大街 78 号 邮编：751600 

电话： (0953)3051959， 

电话：0953-37239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599 

序号：25 

姓名: 张建明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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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大街 78 号 邮编：751600 

电话： (0953)3051959， 

电话：0953-37239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0 

序号：26 

姓名: 张明镜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大街 78 号 邮编：751600 

电话： (0953)3051959， 

电话：0953-37239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1 

序号：27 

姓名: 范永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大街 78 号 邮编：751600 

电话： (0953)3051959， 

电话：0953-37239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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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602 

序号：28 

姓名: 李明瑞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青铜峡市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大街 78 号 邮编：751600 

电话： (0953)3051959， 

电话：0953-37239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3 

序号：29 

姓名: 郭满盈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宁夏铜峡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办事处银河街 13 号 

邮政编码：751600 

联系电话：0953-3723748 

原院长郭满盈（已因贪污受贿被捕）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4 

序号：30 

姓名: 沙占军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宁夏铜峡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办事处银河街 13 号 

邮政编码：751600 

联系电话：0953-372374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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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5 

序号：31 

姓名: 李兴华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宁夏铜峡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办事处银河街 13 号 

邮政编码：751600 

联系电话：0953-372374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6 

序号：32 

姓名: 李宗宏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宁夏铜峡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办事处银河街 13 号 

邮政编码：751600 

联系电话：0953-372374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49607 

序号：33 

姓名: 安兆军 

职务: 审监庭庭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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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铜峡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办事处银河街 13 号 

邮政编码：751600 

联系电话：0953-372374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青铜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编号: 59082 

序号：34 

姓名: 曹艺 

职务: 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监狱管理局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2 

迫害案例:  

  

编号: 59083 

序号：35 

姓名: 陈建军 

职务: 办公室主任，区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3 

迫害案例:  

  

编号: 59084 

序号：36 

姓名: 李发鹏 

职务: 业务处副处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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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9085 

序号：37 

姓名: 齐健民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5 

迫害案例:  

  

编号: 59086 

序号：38 

姓名: 马峰 

职务: 业务处处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6 

迫害案例:  

  

编号: 59088 

序号：39 

姓名: 王艳琴 

职务: 综合处副处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8 

迫害案例:  

  

编号: 59089 

序号：40 

姓名: 蒋元德 

职务: 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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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9090 

序号：41 

姓名: 周建军 

职务: 厅长、党委委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0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1 

序号：42 

姓名: 何文浩 

职务: 厅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1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2 

序号：43 

姓名: 赵立东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2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3 

序号：44 

姓名: 陈栋桥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市政法委、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3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4 

序号：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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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牛国强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4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5 

序号：46 

姓名: 钦丽红 

职务: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5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6 

序号：47 

姓名: 保锦宁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6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7 

序号：48 

姓名: 曹建利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7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8 

序号：49 

姓名: 亢晟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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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银川市灵武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8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9 

序号：50 

姓名: 马鹏云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9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0 

序号：51 

姓名: 马友斌 

职务: 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0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1 

序号：52 

姓名: 李彦炜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惠农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1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2 

序号：53 

姓名: 林爱圣 

职务: 副书记、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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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2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3 

序号：54 

姓名: 孙远志 

职务: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惠农区委常委、社工部部长、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区委、社工部、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3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4 

序号：55 

姓名: 任华 

职务: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惠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单位: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区委、统战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4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5 

序号：56 

姓名: 张明俊 

职务: 副组长，惠农区政府副区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5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6 

序号：57 

姓名: 何泽祥 

职务: 副秘书长、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政法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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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6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7 

序号：58 

姓名: 马锋 

职务: 党委书记、监狱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7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8 

序号：59 

姓名: 张立功 

职务: 党委副书记、政委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8 

迫害案例:  

  

编号: 59109 

序号：60 

姓名: 刘学军 

职务: 副书记红寺堡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9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0 

序号：61 

姓名: 王金 

职务: 组长，堡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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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9110 

序号：62 

姓名: 王金 

职务: 组长，堡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0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1 

序号：63 

姓名: 石金山 

职务: 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红寺堡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委、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1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2 

序号：64 

姓名: 马玉祥 

职务: 副组长，红寺堡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2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3 

序号：65 

姓名: 郑亚亮 

职务: 副组长，红寺堡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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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9114 

序号：66 

姓名: 马金鹏 

职务: 副组长，红寺堡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4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5 

序号：67 

姓名: 景兆东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5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6 

序号：68 

姓名: 丁志刚 

职务: 副秘书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6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7 

序号：69 

姓名: 方勇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7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8 

序号：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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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德荣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8 

迫害案例:  

  

编号: 59119 

序号：71 

姓名: 田育林 

职务: 组长，隆德县委副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无邪教县”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9 

迫害案例:  

  

编号: 59120 

序号：72 

姓名: 房正纶 

职务: 副组长，隆德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无邪教县”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20 

迫害案例:  

  

编号: 63946 

序号：73 

姓名: 王斌荣    

职务: 宣传教育处副处长 

单位: 宁夏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6 

迫害案例:  

  

编号: 63947 

序号：74 

姓名: 屠志明    

职务: 政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1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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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教养管理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7 

迫害案例:  

  

编号: 63948 

序号：75 

姓名: 李振国 

职务: 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监狱局第一政委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8 

迫害案例:  

  

编号: 63949 

序号：76 

姓名: 陈刚 

职务: 党委副书记、副厅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9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0 

序号：77 

姓名: 陈福勇 

职务: 巡视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0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1 

序号：78 

姓名: 杨少华 

职务: 党委委员、副厅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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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1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2 

序号：79 

姓名: 李春劳 

职务: 党委委员、副厅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2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3 

序号：80 

姓名: 位西北 

职务: 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3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4 

序号：81 

姓名: 段怀忠 

职务: 司法厅党委委员、自治区劳动教养管理（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戒毒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4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5 

序号：82 

姓名: 桑建江 

职务: 副巡视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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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5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6 

序号：83 

姓名: 熊斌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夏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6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7 

序号：84 

姓名: 景志国 

职务: 副巡视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7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8 

序号：85 

姓名: 杨凝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8 

迫害案例:  

  

编号: 63959 

序号：86 

姓名: 汤宁 

职务: 劳教局副局长, 劳教所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教局, 宁夏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清河南街彰武巷 68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4793 办公室 0951-4086030 总机 0951-4074562 

所长汤宁：0951-4086189 0951-8671689 1332350551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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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78 

序号：87 

姓名: 孙文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26 号 邮编：750002 

电话：0951-503356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7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79 

序号：88 

姓名: 戴春花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26 号 邮编：750002 

电话：0951-503356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7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0 

序号：89 

姓名: 曹台庆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铁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26 号 邮编：750002 

电话：0951-5033564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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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1 

序号：90 

姓名: 张先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铁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26 号 邮编：750002 

电话：0951-50335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2 

序号：91 

姓名: 戴春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铁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26 号 邮编：750002 

电话：0951-503356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3 

序号：92 

姓名: 毕德颖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北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凤凰北街派出所) 宁夏银川市西桥巷 240 号 邮编：750001  

电话：0951-50430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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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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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阁北街派出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26 号(228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67222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4 

序号：93 

姓名: 王建军 

职务: 经理 

单位: 宁夏银川市新城药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新城区新城西街 49 号 邮编：750011 

电话：0951-307305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5 

序号：94 

姓名: 郝晓东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银川市新城药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新城区新城西街 49 号 邮编：750011 

电话：0951-307305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6 

序号：95 

姓名: 吕富军 

职务: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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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银川市新城药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新城区新城西街 49 号 邮编：750011 

电话：0951-307305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7 

序号：96 

姓名: 袁永真 

职务: 人员 

单位: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富康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富康小区)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康复巷 富康小区 邮编：
75001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8 

序号：97 

姓名: 孙常兰 

职务: 经理 

单位: 宁夏医药公司, 宁夏医药公司银川分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前进街 12 号 邮编：750001  

电话/传真：0951-6022593 

经理孙常兰（女）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389 

序号：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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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会庭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医药公司, 宁夏医药公司银川分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前进街 12 号 邮编：750001  

电话/传真：0951-602259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水雪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编号: 64724 

序号：99 

姓名: 史跃文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邮编： 751400 

电话：0951-4021214 

局长史跃文：0951-40286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编号: 64725 

序号：100 

姓名: 周银生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宁夏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750004 

电话: 0951-4086030；（传真）0951-409515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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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4726 

序号：101 

姓名: 马骏红 

职务: 狱警 

单位: 宁夏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750004 

电话: 0951-4086030；（传真）0951-409515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编号: 64727 

序号：102 

姓名: 张晓燕 

职务: 狱警 

单位: 宁夏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友爱路 52 号  邮编:750004 

电话: 0951-4086030；（传真）0951-4095153 

张晓燕：宅 0951-4083712；1301429253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编号: 65676 

序号：103 

姓名: 陈伟 

职务: 国保总队警察 

单位: 宁夏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86 号  邮编︰750002 

电话︰（区公安厅）总机 0951-6136000 办公室 0951-6136088  0951-5022931 

警察陈伟（已调至金风区公安分局挂职）︰15109518806 金风区分局地址 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26

号 邮编 750001 电话 0951-503356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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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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卢伯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编号: 65677 

序号：104 

姓名: 李青云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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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传真︰0951-6888484 

地址︰ (市公安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15682  0951-6915683 

副局长李青云︰6722612 69150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卢伯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编号: 65678 

序号：105 

姓名: 崔安国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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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传真︰0951-6888484 

地址︰ (市公安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银川九中向西约一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15682  0951-6915683 

副局长崔安国︰宅 0951-5045067 13909516896 办 60249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卢伯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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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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65679 

序号：106 

姓名: 王福魁 

职务: 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银川九中向西约一

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15682  0951-6915683 

警察王福魁（国保 610 办）︰宅 0951-6721835 13007961888 办 691512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卢伯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编号: 65679 

序号：107 

姓名: 王福魁 

职务: 国保支队, “610 办公室”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 545 号（银川九中向西约一

公里处） 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15682  0951-6915683 

警察王福魁（国保 610 办）︰宅 0951-6721835 13007961888 办 691512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卢伯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