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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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9   (序号：1) 
姓名: 樊百安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行政中心东侧   固原市检察院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29430   (序号：2) 
姓名: 马志刚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行政中心东侧   固原市检察院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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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432   (序号：3) 
姓名: 毛忠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编号: 129434   (序号：4) 
姓名: 曾新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六盘山东路 13 号  原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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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29435   (序号：5) 
姓名: 马生权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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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六盘山东路 13 号  原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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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编号: 129436   (序号：6) 
姓名: 冯伟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六盘山东路 13 号  原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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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29437   (序号：7) 
姓名: 杨富春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六盘山东路 13 号  原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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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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29439   (序号：8) 
姓名: 杨天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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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编号: 129441   (序号：9) 
姓名: 张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神林乡   固原市看守所   
       邮编：7563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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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志刚 -2020（第 015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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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29497   (序号：10) 
姓名: 马新红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大路 116 号  惠农区公安分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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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29498   (序号：11) 
姓名: 陈奇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大路 116 号  惠农区公安分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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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编号: 129499   (序号：12) 
姓名: 王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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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大路 116 号  惠农区公安分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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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29500   (序号：13) 
姓名: 田慧智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大路 116 号  惠农区公安分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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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29502   (序号：14) 
姓名: 王晓荣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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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园艺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沈阳路水城民生小区一期东门 20 号  园艺派出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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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29503   (序号：15) 
姓名: 李金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北大街  惠农区政法委 
       邮编：753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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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29505   (序号：16) 
姓名: 朱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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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世纪大道东  石嘴山市看守所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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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马新红 -2020（第 0155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29526   (序号：17) 
姓名: 李国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隆德县政法委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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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国保大队长王胜强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5 

编号: 129527   (序号：18) 
姓名: 石永忠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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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隆德县公安局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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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国保大队长王胜强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5 

编号: 129528   (序号：19) 
姓名: 王胜强 
职务: 国保大队长兼“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隆德县公安局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2 

责任系统: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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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国保大队长王胜强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5 

编号: 129529   (序号：20) 
姓名: 金怀杰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隆德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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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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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国保大队长王胜强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5 

编号: 129530   (序号：21) 
姓名: 张贤儒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检察院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县城解放街 19 号   隆德县检察院 
       邮编: 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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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4 

编号: 129550   (序号：22) 
姓名: 李智（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18 号   金凤公安分局   
       邮编：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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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智 --2020（第 0158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29552   (序号：23) 
姓名: 陈建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北京中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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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李智 --2020（第 0158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5 

编号: 129554   (序号：24) 
姓名: 于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政法委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721 号    金凤区政法委 
        邮编：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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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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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智 --2020（第 0158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编号: 129556   (序号：25) 
姓名: 陈伟龙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政法委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471 号   兴庆区政法委   
       邮编：7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7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智 --2020（第 0158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29828   (序号：26) 
姓名: 王俭 
职务: 禁毒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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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宁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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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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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编号: 129829   (序号：27) 
姓名: 马鸿喜（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派出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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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编号: 129830   (序号：28) 
姓名: 李建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杨和派出所  
       邮编：7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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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编号: 129832   (序号：29) 
姓名: 王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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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李俊街   李俊派出所  
       邮编：750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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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编号: 129833   (序号：30) 
姓名: 陈岩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和丽子园北街交口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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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编号: 129834   (序号：31) 
姓名: 虎柜兰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和丽子园北街交口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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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编号: 129835   (序号：32) 
姓名: 王静（1）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 289 号   西夏区检察院 
       邮编：75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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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29836   (序号：33) 
姓名: 杨正科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 289 号   西夏区检察院 
       邮编：75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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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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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882   (序号：34) 
姓名: 马天华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兼县公安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政法委  
      （县委、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东街行政中心   中宁县政法委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5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滨河东路 4 号   中宁县公安局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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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29883   (序号：35) 
姓名: 黄毅 
职务: 政委 (主抓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滨河东路 4 号   中宁县公安局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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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29884   (序号：36) 
姓名: 强吉鸿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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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行政新区丽景街 2 号   沙坡头区检察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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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29885   (序号：37) 
姓名: 乔栋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行政新区丽景街 2 号   沙坡头区检察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29886   (序号：38) 
姓名: 刘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清风路 59 号     沙坡头区法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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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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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29887   (序号：39) 
姓名: 刘文洪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清风路 59 号     沙坡头区法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29888   (序号：40) 
姓名: 刘忠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中宁县看守所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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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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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889   (序号：41) 
姓名: 张国文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世纪大道    宁夏石嘴山监狱  
       邮编：753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7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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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编号: 130658   (序号：42) 
姓名: 刘汉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政法委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471 号   兴庆区政法委   
       邮编：7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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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659   (序号：43) 
姓名: 王建荣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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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银佐路 1 号 兴庆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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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660   (序号：44) 
姓名: 邹海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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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银佐路 1 号 兴庆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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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661   (序号：45) 
姓名: 孙文戈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庆丰街 18 号   金凤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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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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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662   (序号：46) 
姓名: 陈珊珊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 289 号   西夏区检察院 
       邮编：75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1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编号: 130664   (序号：47) 
姓名: 杜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派出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海宝福星苑小区对面   凤凰北街派出所   
       邮编：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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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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690   (序号：48) 
姓名: 王小佳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和丽子园北街交口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691   (序号：49) 
姓名: 谷宁平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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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银佐路 1 号 兴庆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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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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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732   (序号：50) 
姓名: 杨东 
职务: 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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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邮编: 75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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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33   (序号：51) 
姓名: 吴会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新区高平路东侧行政中心   固原市政法委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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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35   (序号：52) 
姓名: 董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 81 号    固原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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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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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36   (序号：53) 
姓名: 陈继国 
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 81 号    固原市中级法院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37   (序号：54) 
姓名: 赵俊安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 81 号    固原市中级法院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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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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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39   (序号：55) 
姓名: 郭文智 
职务: 管教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所（原第一劳教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宁夏第一戒毒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已亡,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0   (序号：56) 
姓名: 陈明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所（原第一劳教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宁夏第一戒毒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1   (序号：57) 
姓名: 刘祎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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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关马湖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侯家湾    吴忠监狱   
       邮编：75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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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2   (序号：58) 
姓名: 梁海望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关马湖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侯家湾    吴忠监狱   
       邮编：75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4   (序号：59) 
姓名: 王世雄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政法委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影院南路信访局三楼  盐池县政法委   
       邮编：75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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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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5   (序号：60) 
姓名: 陈大威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富平街 549 号    吴忠市中级法院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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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2759   (序号：61) 
姓名: 王静（2）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清风路 59 号     沙坡头区法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0   (序号：62) 
姓名: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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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行政新区丽景街 2 号   沙坡头区检察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1   (序号：63) 
姓名: 王舜坤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行政新区丽景街 2 号   沙坡头区检察院  
       邮编：7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3   (序号：64) 
姓名: 袁敏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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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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4   (序号：65) 
姓名: 徐冉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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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6   (序号：66) 
姓名: 高永生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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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7   (序号：67) 
姓名: 孙家骥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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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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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2768   (序号：68) 
姓名: 郭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宁夏中卫市城中山南街中卫市看守所 
       邮编：75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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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王静 --2021（第 115 号）- 宁夏自治州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2 

编号: 133176   (序号：69) 
姓名: 王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新区行政中心市委院 A3 区 145  石嘴山市政法委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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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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77   (序号：70) 
姓名: 郑兴元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大路 116 号  惠农区公安分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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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79   (序号：71) 
姓名: 李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南街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 南街派出所 
       邮编：7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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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81   (序号：72) 
姓名: 王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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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 99 号  大武口区政法委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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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83   (序号：73) 
姓名: 刘爱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东街与前进南路交口处  大武口区检察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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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84   (序号：74) 
姓名: 王立栋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东街与前进南路交口处  大武口区检察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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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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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85   (序号：75) 
姓名: 王海萍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东街与前进南路交口处  大武口区检察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86   (序号：76) 
姓名: 贾半半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东街与前进南路交口处  大武口区检察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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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188   (序号：77) 
姓名: 杨光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南路 大武口区法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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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89   (序号：78) 
姓名: 王珏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南路 大武口区法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90   (序号：79) 
姓名: 孔祥卓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南路 大武口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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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编号: 133191   (序号：80) 
姓名: 魏娟娟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南路 大武口区法院 
       邮编：7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迫害余德贞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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