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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编号: 28843
序号：1
姓名: 马应龙
职务: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路
和信创展中心 15 楼（消防总队院内）。邮编 :750001，
电话：951-506020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4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28844
序号：2
姓名: 余光龄
职务: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上海路
和信创展中心 15 楼（消防总队院内）。邮编 :750001，
电话：951-506020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4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28845
序号：3
姓名: 龚刚
职务: 警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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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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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朔方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
话：951-6915682，报警电话：951-3851060
所长办公室电话：951―3851061
警察龚刚:电话：951-38510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45
迫害案例: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街宣和巷 5 号。邮编：750001 电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28846
序号：4
姓名: 程振杰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朔方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
话：951-6915682，报警电话：951-3851060
所长办公室电话：951―3851061

街宣和巷 5 号。邮编：750001 电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4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28847
序号：5
姓名: 马晓雷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朔方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
话：951-6915682，报警电话：951-3851060
所长办公室电话：951―3851061

街宣和巷 5 号。邮编：750001 电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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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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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4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28848
序号：6
姓名: 李兰
职务: 警察（女）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朔方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
话：951-6915682，报警电话：951-3851060
所长办公室电话：951―3851061

街宣和巷 5 号。邮编：750001 电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4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隆竹云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85

编号: 30461
序号：7
姓名: 陈加先
职务: 处长
单位: 宁夏公安厅国保总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陈加先：办 0951-6136141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1
迫害案例:


邮编：750004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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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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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462
序号：8
姓名: 李建华
职务: 副处长
单位: 宁夏公安厅国保总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李建华: 办 0951-6136145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2
迫害案例: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邮编：750004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63
序号：9
姓名: 刘仲斌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吴忠市盐池县 邮编：751500
刘仲斌: 手机 13895157618 0953-6020025、60200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6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64
序号：10
姓名: 郭勤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鼓楼北路邮编：75150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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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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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勤： 手机 13895434629 家：0953-6012270
办公室：0953-6012370 接通后按“0”转 500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65
序号：11
姓名: 黄振宁
职务: 院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邮编：751500
黄振宁 （0953）601285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66
序号：12
姓名: 张广录
职务: 所长院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盐池县东门外 邮编：751500
张广录 电话：1370955709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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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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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467
序号：13
姓名: 蒙孝元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区西花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福利巷 4 号 邮编：750021
蒙孝元: 手机 139951073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68
序号：14
姓名: 史磊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区西花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福利巷 4 号 邮编：750021
史磊
手机 139953133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69
序号：15
姓名: 李晓海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区西花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福利巷 4 号 邮编：750021
李晓海: 手机 13995219110
单位系统:公安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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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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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6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70
序号：16
姓名: 高鹏海
职务: 片警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区西花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福利巷 4 号 邮编：7500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7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71
序号：17
姓名: 昌万峰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邮编：751500
昌万峰 13519553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7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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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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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472
序号：18
姓名: 韩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邮编：75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7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73
序号：19
姓名: 赵志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邮编：75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7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74
序号：20
姓名: 郝瑞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邮编：75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7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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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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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0475
序号：21
姓名: 荆双宏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邮编：751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7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盐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7

编号: 37666
序号：22
姓名: 骆健
职务:
单位: 宁夏公安厅反邪教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北京中路 86 号
宁夏公安厅反邪教处。邮编：750000 公安厅电话：951-6136000
610 骆健:手机：13995106419 18995060065 1327548392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67
序号：23
姓名: 贺占忠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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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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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 24 号。邮编：751100 电话：9532025866 传真：953-2666573
局长贺占忠:办：953-2021210 手机：13995139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68
序号：24
姓名: 赵斌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 24 号。邮编：751100 电话：9532025866 传真：953-2666573
副局长赵斌:办：953-2025009 手机：138953359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69
序号：25
姓名: 金玉峯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民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邮编：751100 联系电话：953-2031266 电子邮件：nxs2547@sina.com
所长金玉峯:手机：139095599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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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0 of 22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0
序号：26
姓名: 王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民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邮编：751100 联系电话：953-2031266 电子邮件：nxs2547@sina.com
副所长王涛:手机：1389513234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1
序号：27
姓名: 马良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邮编：75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1
迫害案例:


电话：953- 201225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2
序号：28
姓名: 张道春
职务: 主管副检察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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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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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邮编：75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2
迫害案例:


电话：953- 201225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4
序号：30
姓名: 刘文娟
职务: 批捕受理人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邮编：75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4
迫害案例:


电话：953- 201225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3
序号：29
姓名: 贾少川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邮编：75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3
迫害案例: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电话：953- 201225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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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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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675
序号：31
姓名: 王新兵
职务: 公诉科科员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邮编：7511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5
迫害案例:


电话：953- 201225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6
序号：32
姓名: 何生俊
职务: 院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邮编 751300 电话：953-2037056 办公：953-2035088 信访：953-2037830
传真：953-2037819 电子邮件：nxltqfy@163.com
电子信箱：LTQFYJJS@163.COM
院长何生俊:办：953-2037828 手机：138952579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7
序号：33
姓名: 李伟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邮编 751300 电话：953-2037056 办公：953-2035088 信访：953-203783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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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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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953-2037819 电子邮件：nxltqfy@163.com
电子信箱：LTQFYJJS@163.COM
副院长李伟:办：953-2037718 手机：189953730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8
序号：34
姓名: 杜卫军
职务: 审判长, 刑庭庭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邮编 751300 电话：953-2037056 办公：953-2035088 信访：953-2037830
传真：953-2037819 电子邮件：nxltqfy@163.com
电子信箱：LTQFYJJS@163.COM
审判长杜卫军（刑庭庭长）:办：953-2037719 手机：18995339680 137095373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79
序号：35
姓名: 李红
职务: 审判员, 刑庭副庭长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邮编 751300 电话：953-2037056 办公：953-2035088 信访：953-2037830
传真：953-2037819 电子邮件：nxltqfy@163.com
电子信箱：LTQFYJJS@163.COM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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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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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7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80
序号：36
姓名: 周生林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邮编 751300 电话：953-2037056 办公：953-2035088 信访：953-2037830
传真：953-2037819 电子邮件：nxltqfy@163.com
电子信箱：LTQFYJJS@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8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81
序号：37
姓名: 马晓波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吴忠市新区开元大道南黎明街东
邮编 751300 电话：953-2037056 办公：953-2035088 信访：953-2037830
传真：953-2037819 电子邮件：nxltqfy@163.com
电子信箱：LTQFYJJS@163.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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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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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8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37682
序号：38
姓名: 齐宏林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宁夏吴忠仪表厂（现更名：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吴忠仪表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吴忠仪表厂（现更名：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吴忠仪表公司）: 中国宁夏吴
忠市利通区朝阳街 67 号
地址：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朝阳街 67 号
电话：0953-3929016
传真：0953-3929014
邮编：751100
保卫处处长齐宏林（参与监控法轮功学员):手机：13995339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8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莫惠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65

编号: 40016
序号：39
姓名: 刘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街 165 号 西夏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
750011
电话： 0951-3066478、3851003（分局办公室），0951-3066120、3851100（分局值班室），09513851123（国保大队）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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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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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相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4

编号: 40017
序号：40
姓名: 石宏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看守所 银川市兴庆区良田乡第九自然村
邮编：750004
电话：0951-5058353、0951-5016314、139095196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相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4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生、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5

编号: 40018
序号：41
姓名: 刘祎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劳教所（吴忠）
电话： 0953-2252388（所长）、2252385（副所长）、2252387（副所长）、
2252389（政委）、2252350（管教科）、2252355（办公室）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相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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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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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166
序号：42
姓名: 张勇
职务: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610 办公室"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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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951)691568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6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会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仲轩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8

编号: 41167
序号：43
姓名: 余光龄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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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951)691568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6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会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仲轩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8

编号: 41168
序号：44
姓名: 刑春花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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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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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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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750001 电话：(0951)691568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会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仲轩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98

编号: 41463
序号：45
姓名: 李军 (2)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6736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46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生、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5

编号: 41464
序号：46
姓名: 杨建国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解放西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兴庆区分局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217 号 邮编：
750004
电话：0951-6736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46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生、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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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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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465
序号：47
姓名: 徐惠世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宁夏监狱局石嘴山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平罗县石嘴山监狱 邮编 7530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46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生、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75

编号: 42859
序号：48
姓名: 李锐
职务: 副组长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
单位: 宁夏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自治区政府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361 号, 邮编 750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9
迫害案例:
编号: 42860
序号：49
姓名: 王雁飞
职务: 副组长 (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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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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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861
序号：50
姓名: 高振宇
职务: 主任
单位: 宁夏自治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1
迫害案例:
编号: 42862
序号：51
姓名: 吴艳红
职务: 主任科员
单位: 宁夏自治区党委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2
迫害案例:
编号: 42863
序号：52
姓名: 张颖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宁夏自治区党委防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3
迫害案例:
编号: 42864
序号：53
姓名: 冀晓军
职务: 常务副书记、秘书长、综治办主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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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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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自治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宁夏银川市城区解放西街 56 号
邮编：750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4
迫害案例:
编号: 42865
序号：54
姓名: 赵建勋
职务: 主任（兼省公安厅副厅长）
单位: 宁夏自治区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公安厅地址：宁夏银川解放西街 82 号
邮编 7500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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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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