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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编号: 68280 

序号：1 

姓名: 杨宝文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和北街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11298 

书记杨宝文：0951-8011299；1590951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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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1 

序号：2 

姓名: 姜利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和北街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11298 

副书记姜利：0951-8022208；1399530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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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2 

序号：3 

姓名: 杨静 

职务: 主任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和北街   邮编：750100     

电话：(政法委) 0951-8011298 

电话：“610 办公室”主任杨静：0951-8021109；139954873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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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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3 

序号：4 

姓名: 郑振杰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22725 

局长郑振杰：0951-8022718 1399510252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4 

序号：5 

姓名: 骆浩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南街 200 号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22725 

警察骆浩峰：1470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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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5 

序号：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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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乔玉成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大街    邮编：750102     

电话：0951-8428461 

检察长乔玉成：0951-8415001；1399521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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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8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6 

序号：7 

姓名: 夏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城北环路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11573 

所长夏伟：0951-8011153；139095116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7 

序号：8 

姓名: 汪建宁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城北环路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11573 

教导员汪建宁：139951830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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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8 

序号：9 

姓名: 张海宁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宁和南街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11241 

指导员张海宁（张立宁？）：138950060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289 

序号：10 

姓名: 邓万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宁和南街  邮编：750100     

电话：0951-80112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姜涛、王世和、曹桂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编号: 68600 

序号：11 

姓名: 田云鹏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秘书长、综治办主任 

单位: 宁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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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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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自治区防邪办、610 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西路 65 号 和信大厦 创展中心 15 楼  邮

编︰750002 

电话︰（自治区政法委） 0951-5032318  0951-6136002  0951-6136004 

（自治区防邪办   610 办）0951-506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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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0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编号: 68601 

序号：12 

姓名: 李永禄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宁夏自治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自治区防邪办  610 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西路 65 号 和信

大厦 创展中心 15 楼  邮编︰750002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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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自治区防邪办 610 办）0951-5060205 

（自治区政法委） 0951-5032318  0951-6136002  0951-6136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610 办公室”副主任李永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防范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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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0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编号: 68602 

序号：13 

姓名: 刘卫 

职务: 社长兼书记 

单位: 宁夏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 47 号 宁夏日报新闻大厦  邮编:750003 

电话: 总机 0951-6031497 0951-6031497 转 80、06 

办公室 6030794 6081829 6041032（传真）  

总编室 6033843 EMail：nxrb@nxnet.net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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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编号: 68603 

序号：14 

姓名: 马文锋 

职务: 总编辑 

单位: 宁夏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 47 号 宁夏日报新闻大厦  邮编:750003 

电话: 总机 0951-6031497 0951-6031497 转 80、06 

办公室 6030794 6081829 6041032（传真）  

总编室 6033843 EMail：nxrb@nxnet.net 

总编辑马文锋（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3995082956 602758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编号: 68604 

序号：15 

姓名: 江日辉 

职务: 副总编辑 

单位: 宁夏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 47 号 宁夏日报新闻大厦  邮编:750003 

电话: 总机 0951-6031497 0951-6031497 转 80、06 

办公室 6030794 6081829 6041032（传真）  

总编室 6033843 EMail：nxrb@nxnet.net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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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605 

序号：16 

姓名: 胡建国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 宁夏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 47 号 宁夏日报新闻大厦  邮编:750003 

电话: 总机 0951-6031497 0951-6031497 转 80、06 

办公室 6030794 6081829 6041032（传真）  

总编室 6033843 EMail：nxrb@nxnet.net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编号: 68606 

序号：17 

姓名: 李奕辰 

职务: 记者 

单位: 宁夏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 47 号 宁夏日报新闻大厦  邮编:750003 

电话: 总机 0951-6031497 0951-6031497 转 80、06 

办公室 6030794 6081829 6041032（传真）  

总编室 6033843 EMail：nxrb@nxnet.net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宣传处副处长程国新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编号: 70731 

序号：18 

姓名: 桂福田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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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7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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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治区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电话：（自治区区委）0951-6668100 

政法委书记桂福田（原任，2016 年 12 月起任宁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 

宁夏吴忠市供销合作联合社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裕民东街 108 号      邮编：751100 

电话：0953-201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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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3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编号: 70732 

序号：19 

姓名: 王小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11 号      邮编：751100 

电话： 0953-2126629；局长：0953-2129205；副局长：0953-2129207、2129257、21292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编号: 70733 

序号：20 

姓名: 马少新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朝阳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文卫北街      邮编：751100 

电话： 0953-20127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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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734 

序号：21 

姓名: 樊华锋 

职务: 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11 号      邮编：751100 

电话： 0953-212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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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3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编号: 70735 

序号：22 

姓名: 丁富红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11 号      邮编：751100 

电话： 0953-2122275 

副书记丁富红：手机 1399543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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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3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编号: 70736 

序号：23 

姓名: 惠兴文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24 号       邮编：751100 

电话：0953-2025866  传真：0953-266657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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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编号: 70737 

序号：24 

姓名: 黄金柱 

职务: 院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道            邮编：751100 

电话：0953-2272298；值班电话 0953-2134000；立案大厅 0953-2134052 

邮箱：wuzhongfay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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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3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编号: 70738 

序号：25 

姓名: 杨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看守所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街中华巷          邮

编：751100 

（吴忠市公安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11 号       邮编：751100 

电话：（看守所）0953-6565080；（公安局）0953-21266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省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学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7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