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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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82   (序号：1) 

姓名: 于松宁 

职务: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肝胆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3   (序号：2) 

姓名: 王佐正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4   (序号：3) 

姓名: 卜阳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5   (序号：4) 

姓名: 陈本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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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6   (序号：5) 

姓名: 马建国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7   (序号：6) 

姓名: 王琦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8   (序号：7) 

姓名: 王锋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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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89   (序号：8) 

姓名: 杨银学 

职务: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学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91   (序号：9) 

姓名: 程雪涛 

职务: 肾移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92   (序号：10) 

姓名: 鲁军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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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93   (序号：11) 

姓名: 周耀柱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94   (序号：12) 

姓名: 周西豫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0295   (序号：13) 

姓名: 刘西洋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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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296   (序号：14) 

姓名: 刘国莲 

职务: 宁夏医学院护理学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2307   (序号：15) 

姓名: 贾赟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2308   (序号：16) 

姓名: 沈丽萍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2309   (序号：17) 

姓名: 刘静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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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2310   (序号：18) 

姓名: 田大成 

职务: 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宁夏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09443   (序号：19) 

姓名: 纳秀锋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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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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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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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44   (序号：20) 

姓名: 曹建立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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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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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45   (序号：21) 

姓名: 何国栓 

职务: 法医（证据提取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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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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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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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46   (序号：22) 

姓名: 白启虎 

职务: 警察（证据提取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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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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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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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48   (序号：23) 

姓名: 马鸿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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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49   (序号：24) 

姓名: 邓志强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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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0   (序号：25) 

姓名: 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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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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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1   (序号：26) 

姓名: 王海忠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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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2   (序号：27) 

姓名: 翁宁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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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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3   (序号：28) 

姓名: 姜海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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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4   (序号：29) 

姓名: 李建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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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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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9455   (序号：30) 

姓名: 邓万军（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派出所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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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7   (序号：31) 

姓名: 马国文 

职务: 保安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闽宁镇政府  

       邮编：750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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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59   (序号：32) 

姓名: 赵文才 

职务: 移民小区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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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宁镇移民小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5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60   (序号：33) 

姓名: 陈有礼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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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61   (序号：34) 

姓名: 王宇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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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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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62   (序号：35) 

姓名: 马荣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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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63   (序号：36) 

姓名: 陈晓娟 

职务: 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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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64   (序号：37) 

姓名: 赵宏宇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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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09465   (序号：38) 

姓名: 李海燕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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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毓真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51 

编号: 111263   (序号：39) 

姓名: 高平生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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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264   (序号：40) 

姓名: 盛迅伦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66   (序号：41) 

姓名: 李昭宇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移植组主要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67   (序号：42) 

姓名: 杨晓军 

职务: ICU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68   (序号：43) 

姓名: 曹相原 

职务: 危重病加强医疗科（ICU）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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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69   (序号：44) 

姓名: 李明皓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70   (序号：45) 

姓名: 许建业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71   (序号：46) 

姓名: 闫廷雄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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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72   (序号：47) 

姓名: 马成义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73   (序号：48) 

姓名: 吴春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1274   (序号：49) 

姓名: 武淑玲 

职务: 眼科主任、主任医师、眼科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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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275   (序号：50) 

姓名: 马雅玲 

职务: 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编号: 113115   (序号：51) 

姓名: 马赞福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16   (序号：52) 

姓名: 齐永芳 

职务: 原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4 

责任系统: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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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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17   (序号：53) 

姓名: 张明仁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18   (序号：54) 

姓名: 李永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19   (序号：55) 

姓名: 董文华 

职务: 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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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1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528   (序号：56) 

姓名: 郭承九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灵武精神病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2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529   (序号：57) 

姓名: 董芸 

职务: 住院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灵武精神病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2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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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3530   (序号：58) 

姓名: 陶志军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灵武精神病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2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4959   (序号：59) 

姓名: 王连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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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永宁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姜涛等非法判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 

编号: 114960   (序号：60) 

姓名: 赵金林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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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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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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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永宁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姜涛等非法判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 

编号: 114961   (序号：61) 

姓名: 石东平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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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永宁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姜涛等非法判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 

编号: 114962   (序号：62) 

姓名: 马贵银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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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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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永宁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姜涛等非法判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 

编号: 114963   (序号：63) 

姓名: 王福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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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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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永宁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姜涛等非法判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 

编号: 114964   (序号：64) 

姓名: 朱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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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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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965   (序号：65) 

姓名: 韩向工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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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66   (序号：66) 

姓名: 温冬生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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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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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67   (序号：67) 

姓名: 孟长义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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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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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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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68   (序号：68) 

姓名: 贾玉缤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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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69   (序号：69) 

姓名: 吕建荣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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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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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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70   (序号：70) 

姓名: 李海龙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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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71   (序号：71) 

姓名: 史宏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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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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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972   (序号：72) 

姓名: 雷向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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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编号: 114973   (序号：73) 

姓名: 马爱玲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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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