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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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69   (序号：1) 
姓名: 周洁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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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周洁--2021（第 166 号）-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5 

编号: 133970   (序号：2) 
姓名: 陈幕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中宁县检察院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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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周洁--2021（第 166 号）-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5 

编号: 133971   (序号：3) 
姓名: 杨莉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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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中宁县检察院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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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周洁--2021（第 166 号）-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5 

编号: 133972   (序号：4) 
姓名: 马骅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中宁县检察院 
       邮编︰7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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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周洁--2021（第 166 号）-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5 

编号: 133973   (序号：5) 
姓名: 高立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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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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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洁--2021（第 166 号）-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5 

编号: 133974   (序号：6) 
姓名: 花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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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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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周洁--2021（第 166 号）-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5 

编号: 134037   (序号：7) 
姓名: 郭生鹏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盛元东街 74 号 利通区检察院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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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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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038   (序号：8) 
姓名: 丁文娟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盛元东街 74 号 利通区检察院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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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39   (序号：9) 
姓名: 官雨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24 号 利通区公安分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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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4040   (序号：10) 
姓名: 王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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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24 号 利通区公安分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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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4042   (序号：11) 
姓名: 马振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高闸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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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3   (序号：12) 
姓名: 李海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高闸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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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4   (序号：13) 
姓名: 苏文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高闸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5   (序号：14) 
姓名: 王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高闸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6   (序号：15) 
姓名: 杨小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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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高闸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7   (序号：16) 
姓名: 尹保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汉坝东街  青铜峡市公安局 
       邮编：75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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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8   (序号：17) 
姓名: 王川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汉坝东街  青铜峡市公安局 
       邮编：75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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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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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9   (序号：18) 
姓名: 陈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汉坝东街  青铜峡市公安局 
       邮编：75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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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50   (序号：19) 
姓名: 马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31 号  利通区政法委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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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4051   (序号：20) 
姓名: 王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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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政法委 
      （市委、市政法委）宁夏青铜峡市古峡东街 51 号  市委行政大楼 
       邮编：75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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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52   (序号：21) 
姓名: 黎炯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街中华巷  吴忠市看守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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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4086   (序号：22) 
姓名: 童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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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安康路与古雁街十字路口向西  固原市公安局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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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君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2 

编号: 134087   (序号：23) 
姓名: 李云峰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安康路与古雁街十字路口向西  固原市公安局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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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君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2 

编号: 134089   (序号：24) 
姓名: 殷志刚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北环路 原州区法院 
       邮编：7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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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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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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君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2 

编号: 134091   (序号：25) 
姓名: 田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 隆德县看守所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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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君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2 

编号: 134093   (序号：26) 
姓名: 汤晓芬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拘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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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君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2 

编号: 134321   (序号：27) 
姓名: 任薇 
职务: 公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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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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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4322   (序号：28) 
姓名: 罗娟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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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丽子园北路西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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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4323   (序号：29) 
姓名: 陆天龙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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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丽子园北路西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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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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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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4324   (序号：30) 
姓名: 祁帅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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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丽子园北路西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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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4325   (序号：31) 
姓名: 范佳琦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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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丽子园北路西 西夏区法院 
       邮编：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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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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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326   (序号：32) 
姓名: 路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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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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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4327   (序号：33) 
姓名: 詹福明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治平东路   宁夏女子监狱  
       邮编：7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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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5484   (序号：34) 
姓名: 朱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11 号 吴忠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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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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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485   (序号：35) 
姓名: 赵彦林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政法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 131 号  利通区政法委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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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486   (序号：36) 
姓名: 马燕玲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盛元东街 74 号 利通区检察院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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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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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487   (序号：37) 
姓名: 吴万春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利通区法院 
       邮编：7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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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488   (序号：38) 
姓名: 易宇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利通区法院 
       邮编：7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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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489   (序号：39) 
姓名: 李文红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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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利通区法院 
       邮编：7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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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490   (序号：40) 
姓名: 周亚楠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利通区法院 
       邮编：75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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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5883   (序号：41) 
姓名: 丁泽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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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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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丁泽宇--2022（第 030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1 

编号: 135884   (序号：42) 
姓名: 吴韶慧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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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丁泽宇--2022（第 030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1 

编号: 135885   (序号：43) 
姓名: 屠建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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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丁泽宇--2022（第 030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1 

编号: 135886   (序号：44) 
姓名: 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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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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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杨和街政府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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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丁泽宇--2022（第 030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1 

 


	责任人 - 地区: 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