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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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70 
姓名: 马晓梅 
职务: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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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0 
序号：1 

编号: 71473 
姓名: 王淑艳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街 永宁县检察院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3 
序号：2 

编号: 71474 
姓名: 孙建平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街 永宁县检察院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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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4 
序号：3 

编号: 71476 
姓名: 马立新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宁和北街新区 永宁县法院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6 
序号：4 

编号: 71477 
姓名: 郭冬林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宁和北街新区 永宁县法院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7 
序号：5 

编号: 71480 
姓名: 白晓峰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观平路 胜利乡派出所 
      邮编: 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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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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0 
序号：6 

编号: 71481 
姓名: 翁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观平路 胜利乡派出所 
      邮编: 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1 
序号：7 

编号: 71482 
姓名: 崔宝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观平路 胜利乡派出所 
      邮编: 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2 
序号：8 

编号: 95289 
姓名: 骆建 
职务: “反邪教处”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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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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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89 
序号：9 

编号: 95292 
姓名: 白建斌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0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光明西路 7 号 贺兰县公安局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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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2 
序号：10 

编号: 95293 
姓名: 杨锐强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光明西路 7 号 贺兰县公安局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3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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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294 
姓名: 陈清 
职务: 国保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光明西路 7 号 贺兰县公安局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4 
序号：12 

编号: 95295 
姓名: 尤进祥 
职务: 国保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光明西路 7 号 贺兰县公安局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5 
序号：13 

编号: 95296 
姓名: 孙明 
职务: 国保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光明西路 7 号 贺兰县公安局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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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6 
序号：14 

编号: 95298 
姓名: 张学信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8 
序号：15 

编号: 95299 
姓名: 白洁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9 
序号：16 

编号: 95300 
姓名: 张丽雯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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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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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0 
序号：17 

编号: 95301 
姓名: 陈丽敏 
职务: 案管中心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检察院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9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1 
序号：18 

编号: 95303 
姓名: 李彤伟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贺兰县光明西路 5 号 贺兰县法院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3 
序号：19 

编号: 95304 
姓名: 王金（2）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贺兰县光明西路 5 号 贺兰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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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4 
序号：20 

编号: 95305 
姓名: 王佩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贺兰县光明西路 5 号 贺兰县法院 
       邮编: 7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5 
序号：21 

编号: 95307 
姓名: 胡继林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  金贵镇派出所 
       邮编: 750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7 
序号：22 

编号: 95308 
姓名: 蔡文忠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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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  金贵镇派出所 
       邮编: 750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8 
序号：23 

编号: 95309 
姓名: 刘涛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  金贵镇派出所 
       邮编: 750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09 
序号：24 

编号: 95311 
姓名: 陆维东 
职务: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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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1 
序号：25 

编号: 95312 
姓名: 何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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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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主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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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2 
序号：26 

编号: 95313 
姓名: 曾琳巧 
职务: 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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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3 
序号：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