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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编号: 45218 
序号：1 
姓名: 丁振龙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民生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邮编：751100   
联系电话：953-20312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1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219 
序号：2 
姓名: 申旭普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民生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邮编：751100   
联系电话：953-2031266 
警察朱申旭普 电话：13995256864 ，QQ:151870697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1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220 
序号：3 
姓名: 马慧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民生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邮编：751100   
联系电话：953-20312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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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2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221 
序号：4 
姓名: 马小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民生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邮编：751100   
联系电话：953-20312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2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222 
序号：5 
姓名: 马万清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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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223 
序号：6 
姓名: 郭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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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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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224 
序号：7 
姓名: 谢丰丞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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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新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25 

  
编号: 45310 
序号：8 
姓名: 张举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新区行政中心办

公楼 
邮编︰751700 
电话︰（市委）电话/传真 0955-7068912 
办公室 0955-7012851 
（市政法委）0955-706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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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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1 
序号：9 
姓名: 王意宏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 邮编︰755000  
电话︰0955-7072539 
市法院审判长王意宏：13723333858 0955-707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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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2 
序号：10 
姓名: 吕国福 
职务: 承办庭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 邮编︰755000  
电话︰0955-7072539 
承办庭长吕国福：18709556677 0955-707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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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3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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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瑜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 邮编︰755000  
电话︰0955-7072539 
审判员张瑜：13723332245 0955-707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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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4 
序号：12 
姓名: 杨敏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 邮编︰755000  
电话︰0955-7072539 
书记员杨敏：0955-707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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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5 
序号：13 
姓名: 陈贵贞 
职务: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政法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城关镇北 邮编︰
755100 
电话︰（县委办）0955-5021219 
（县政法委）0955-5021236 0955-701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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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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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6 
序号：14 
姓名: 李满洲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邮编︰755100 
电话︰0955-50217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1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7 
序号：15 
姓名: 王金成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邮编︰755100 
电话︰0955-5021742 
副局长王金成:136295329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1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8 
序号：16 
姓名: 刘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邮编︰755100 
电话︰0955-5021742 
国保大队长刘勇:1362955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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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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19 
序号：17 
姓名: 周旭 
职务: 国保指导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邮编︰755100 
电话︰0955-5021742 
国保指导员周旭:137395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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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0 
序号：18 
姓名: 杨林 
职务: 国保队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邮编︰755100 
电话︰0955-502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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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1 
序号：19 
姓名: 雍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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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 0955-5021293 
院长雍振海: 0955-7074666 156095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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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2 
序号：20 
姓名: 张民鹏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 0955-5021293 
审判长张民鹏: 0955-7074616 1890955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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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3 
序号：21 
姓名: 潘如军 
职务: 副庭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 0955-5021293 
副庭长潘如军: 0955-7074617 18909558867（主管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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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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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324 
序号：22 
姓名: 马明谦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 0955-502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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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5 
序号：23 
姓名: 孙凤玲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 县检察院 0955-5021339 
县检察院检察长孙凤玲:137395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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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6 
序号：24 
姓名: 谭艳玲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 县检察院 0955-5021339 
公诉科科长谭艳玲: 1800956151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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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2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7 
序号：25 
姓名: 黄莹莹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东街   邮编︰755100 
电话: 县检察院 0955-5021339 
公诉人黄莹莹: 1372334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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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8 
序号：26 
姓名: 陈秀玲 
职务: 教师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黄滨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宁安镇 黄滨村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0955-5029176 
邮箱 5029176@qq.com 
黄滨小学陈秀玲（六年级数学教师 施暴残忍折磨尤清的凶手）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2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29 
序号：27 
姓名: 王素萍 
职务: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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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黄滨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宁安镇 黄滨村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0955-5029176 
邮箱 5029176@qq.com 
黄滨小学王素萍（语文老师 装聋作哑的帮凶）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2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30 
序号：28 
姓名: 何文虎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黄滨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宁安镇 黄滨村 邮编︰755100 
电话/传真︰0955-5029176 
邮箱 5029176@qq.com 
黄滨小学何文虎（副校长 装聋作哑帮的凶）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3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31 
序号：29 
姓名: 田兴光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看守所 邮编︰755100 
电话︰（县公安局）0955-5033946 0955-5021742 
（县看守所）0955-5790101-801 
县看守所所长田兴光︰13739584666 0955-5790101-801 50245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3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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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5332 
序号：30 
姓名: 张建斌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看守所 邮编︰755100 
电话︰（县公安局）0955-5033946 0955-5021742 
（县看守所）0955-5790101-801 
副所长张建斌︰13519258395 0955-50289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3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乾、尤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09 

  
编号: 46247 
序号：31 
姓名: 樊建华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政法委员会、隆德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邮编：756300 
电 话：0954-6011634 
网址：09546011634.locoso.com 
电话：(0954)6011634 传真：0954-6011634 E-Mail：ldxzfw@163.com 
公安局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邮编: 756300 
电话: 0954-60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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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4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48 
序号：32 
姓名: 陈科 
职务: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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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邮编: 756300 
电话: 0954-6013119 
县公安局政委陈科: 1399504707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49 
序号：33 
姓名: 杜维海 
职务: 政保科科长、国安大队队长、"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邮编: 756300 
电话: 0954-6013119 
政保科科长杜维海（国安大队队长、610 办公室主任）: 13995046676 0954-6013119 转 3136 办 3135 
宅 315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0 
序号：34 
姓名: 张建勋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县城解放街 19 号 邮编: 756300 
 电话:（0954）601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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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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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251 
序号：35 
姓名: 马强 
职务: 人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县城解放街 19 号 邮编: 756300 
 电话:（0954）6011863 
县检察院马强（此人多次迫害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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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2 
序号：36 
姓名: 谢立雄 
职务: 人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县城解放街 19 号 邮编: 756300 
 电话:（0954）6011863 
县检察院谢立雄（此人多次迫害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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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3 
序号：37 
姓名: 常虹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邮编: 750004 
电话: 0951-4098751 
传真 0951-4095153 
值班室 0951-4098308 4073636 
狱政科 0951-4098121 
教育科 0951-40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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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长常虹: 0951-409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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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4 
序号：38 
姓名: 徐文斌 
职务: 狱政科科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邮编: 750004 
电话: 0951-4098751 
传真 0951-4095153 
值班室 0951-4098308 4073636 
狱政科 0951-4098121 
教育科 0951-4098112 
狱政科科长徐文斌: 0951-409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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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5 
序号：39 
姓名: 张晓斌 
职务: 教育科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邮编: 750004 
电话: 0951-4098751 
传真 0951-4095153 
值班室 0951-4098308 4073636 
狱政科 0951-4098121 
教育科 0951-4098112 
教育科长张晓斌: 0951-409811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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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5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6 
序号：40 
姓名: 金焱 
职务: 犯人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邮编: 750004 
电话: 0951-4098751 
传真 0951-4095153 
值班室 0951-4098308 4073636 
狱政科 0951-4098121 
教育科 0951-409811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5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7 
序号：41 
姓名: 王学峰 
职务: 犯人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宝湖东路 邮编: 750004 
电话: 0951-4098751 
传真 0951-4095153 
值班室 0951-4098308 4073636 
狱政科 0951-4098121 
教育科 0951-409811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5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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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58 
序号：42 
姓名: 蔡挺 
职务: 院长（原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解放街 邮编: 756300 
电话: 0954601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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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7069 
序号：43 
姓名: 张吉贺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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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西街    邮编:751500 
电话: 0953-6014785 
电话: 张吉贺 办：0953—6020001 手机：139951381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0 
序号：44 
姓名: 冒万峰 
职务: 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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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冒万峰 13519553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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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7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1 
序号：45 
姓名: 艾进春 
职务: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大道高速路口 邮政编码：751100 
电话：0953-2272298 
值班电话 0953-2134000 
传真 0953-2272298 
邮箱：wuzhongfayuan@126.com 
立案大厅：0953-2134052 
电话: 艾进春： 953-2134036，953-2271368，1899533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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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2 
序号：46 
姓名: 张丽萍 
职务: 公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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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街     邮编:751500 
电话: 办公室：0953-601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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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3 
序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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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郭凤英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鼓楼巷   邮编:751500 
盐池县法院办公室电话：0953-6016451 
郭凤英 0953-601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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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4 
序号：48 
姓名: 王建成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鼓楼巷   邮编:751500 
盐池县法院办公室电话：0953-6016451 王建成 0953-601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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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5 
序号：49 
姓名: 吴忠仁 
职务: 监狱长 (原任)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吴忠仁 办 4079388 13079593666 13469513666 宅 4081666 手机 1336957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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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5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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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076 
序号：50 
姓名: 郭戬 
职务: 警察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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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76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7 
序号：51 
姓名: 芦明亮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77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8 
序号：52 
姓名: 马志兴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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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78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79 
序号：53 
姓名: 朱伟良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7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80 
序号：54 
姓名: 李学斌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81 
序号：55 
姓名: 闫伟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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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82 
序号：56 
姓名: 马建伟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2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编号: 47083 
序号：57 
姓名: 马风阳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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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084 
序号：58 
姓名: 张泽旺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宁夏银川市清河南街新生巷 126 号    邮编:750004 
电话︰0951-4079008  传真：0951-4080404 值班室：0951-40792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4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