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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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反邪教协会;  

编号: 116397   (序号：1) 

姓名: 王保平 

职务: 常务理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反邪教协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04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6398   (序号：2) 

姓名: 刘秀峰 

职务: 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反邪教协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04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早报》专刊部责任编辑张宁、总经理姜幼年、党委总编蔡晓滨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 

编号: 117821   (序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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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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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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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7823   (序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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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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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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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7825   (序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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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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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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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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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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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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28   (序号：9) 

姓名: 黄建忠 

职务: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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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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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姓名: 王子成 

职务: 助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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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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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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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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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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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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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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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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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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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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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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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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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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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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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37   (序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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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34   (序号：18) 

姓名: 曲燕玲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反邪教协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3 

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亢瑞忠、柏汉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