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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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编号: 99947   (序号：1) 

姓名: 温浩 

职务: 教授、主任医师、党委副书记、院长、新疆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48   (序号：2) 

姓名: 张金辉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49   (序号：3) 

姓名: 陈启龙 

职务: 肝移植组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0   (序号：4) 

姓名: 王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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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1   (序号：5) 

姓名: 徐志新 

职务: 普外科、肝移植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2   (序号：6) 

姓名: 洪毅 

职务: 普外科、肝移植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3   (序号：7) 

姓名: 张跃新 

职务: 肝移植组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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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4   (序号：8) 

姓名: 沙尼亚·尼亚孜 

职务: 肝移植组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5   (序号：9) 

姓名: 郑宏 

职务: 肝移植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6   (序号：10) 

姓名: 赵晋明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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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7   (序号：11) 

姓名: 邰沁文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8   (序号：12) 

姓名: 白磊 

职务: 消化血管外科中心、肝脏腹腔镜外科、新疆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59   (序号：13) 

姓名: 周成明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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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60   (序号：14) 

姓名: 曹峻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1   (序号：15) 

姓名: 王喜艳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2   (序号：16) 

姓名: 邵丽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3   (序号：17) 

姓名: 张新峰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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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4   (序号：18) 

姓名: 何铁汉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5   (序号：19) 

姓名: 玉素甫·依米提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6   (序号：20) 

姓名: 买买提江·阿布都卡得尔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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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7   (序号：21) 

姓名: 罗新玲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8   (序号：22) 

姓名: 于竞璟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69   (序号：23) 

姓名: 张丽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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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70   (序号：24) 

姓名: 张昌明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1   (序号：25) 

姓名: 张铸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2   (序号：26) 

姓名: 伊力亚尔·夏合丁 

职务: 胸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3   (序号：27) 

姓名: 吴明拜 

职务: 胸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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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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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4   (序号：28) 

姓名: 张力为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5   (序号：29) 

姓名: 朱辉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6   (序号：30) 

姓名: 李德生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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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7   (序号：31) 

姓名: 邓彦超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79   (序号：32) 

姓名: 刘江伟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0   (序号：33) 

姓名: 张永久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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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81   (序号：34) 

姓名: 雷涛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2   (序号：35) 

姓名: 张雷华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3   (序号：36) 

姓名: 吴辉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4   (序号：37) 

姓名: 王江（3）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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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5   (序号：38) 

姓名: 南林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6   (序号：39) 

姓名: 闫兵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99987   (序号：40) 

姓名: 梁晓丽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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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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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76   (序号：41) 

姓名: 董焱鑫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77   (序号：42) 

姓名: 常继伟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78   (序号：43) 

姓名: 高清元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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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1379   (序号：44) 

姓名: 杨军昌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0   (序号：45) 

姓名: 陈策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1   (序号：46) 

姓名: 范志刚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2   (序号：47) 

姓名: 张虹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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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3   (序号：48) 

姓名: 张玉萍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4   (序号：49) 

姓名: 李进文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5   (序号：50) 

姓名: 夏尚全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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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1386   (序号：51) 

姓名: 张东 

职务: 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46   (序号：52) 

姓名: 孟伟 

职务: 肾脏内科主任医师、肾脏内科（内三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47   (序号：53) 

姓名: 夏菊梅 

职务: 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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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048   (序号：54) 

姓名: 王彦斌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49   (序号：55) 

姓名: 唐增杰 

职务: 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0   (序号：56) 

姓名: 相华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1   (序号：57) 

姓名: 张辉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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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2   (序号：58) 

姓名: 韩国林 

职务: 肾病内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3   (序号：59) 

姓名: 郑海燕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4   (序号：60) 

姓名: 荣景 

职务: 肾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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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5   (序号：61) 

姓名: 司宝宏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6   (序号：62) 

姓名: 田红霞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7   (序号：63) 

姓名: 杨东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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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058   (序号：64) 

姓名: 许爱民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59   (序号：65) 

姓名: 贺艳君 

职务: 肾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0   (序号：66) 

姓名: 常帅 

职务: 肾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1   (序号：67) 

姓名: 杨建萍 

职务: 肾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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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2   (序号：68) 

姓名: 张元洲 

职务: 质量管理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3   (序号：69) 

姓名: 热娜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4   (序号：70) 

姓名: 阿拉法特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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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5   (序号：71) 

姓名: 林国跃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6   (序号：72) 

姓名: 袁占军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7   (序号：73) 

姓名: 马存英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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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068   (序号：74) 

姓名: 王俊 

职务: 泌尿外科院长、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69   (序号：75) 

姓名: 王文杰 

职务: 普外泌尿烧伤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0   (序号：76) 

姓名: 师龙生 

职务: 外一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1   (序号：77) 

姓名: 武阳 

职务: 普外泌尿烧伤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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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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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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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2   (序号：78) 

姓名: 王磊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3   (序号：79) 

姓名: 冯艳丽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4   (序号：80) 

姓名: 周桂升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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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5   (序号：81) 

姓名: 薛瑜峰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6   (序号：82) 

姓名: 梁勇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7   (序号：83) 

姓名: 张雪峰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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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078   (序号：84) 

姓名: 张际春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79   (序号：85) 

姓名: 赵亚平 

职务: 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0   (序号：86) 

姓名: 李林（2） 

职务: 眼科医院眼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1   (序号：87) 

姓名: 高晓唯 

职务: 眼科医院主任医师、眼科医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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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2   (序号：88) 

姓名: 李保江 

职务: 眼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3   (序号：89) 

姓名: 鞠燕 

职务: 眼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4   (序号：90) 

姓名: 李文静 

职务: 眼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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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5   (序号：91) 

姓名: 任兵 

职务: 眼三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6   (序号：92) 

姓名: 高云仙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7   (序号：93) 

姓名: 田艳明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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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088   (序号：94) 

姓名: 周昕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89   (序号：95) 

姓名: 闫海英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90   (序号：96) 

姓名: 杨磊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91   (序号：97) 

姓名: 雷英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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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92   (序号：98) 

姓名: 姜晶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02093   (序号：99) 

姓名: 李霞 

职务: 眼科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第 474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1   (序号：100) 

姓名: 王玉杰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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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2   (序号：101) 

姓名: 木拉提·热夏提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3   (序号：102) 

姓名: 艾尼瓦尔·亚森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4   (序号：103) 

姓名: 宋光鲁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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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35   (序号：104) 

姓名: 张菁菁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6   (序号：105) 

姓名: 热依汉·西里甫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7   (序号：106) 

姓名: 米娜娃尔·玉努斯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8   (序号：107) 

姓名: 刘健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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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39   (序号：108) 

姓名: 桑晓红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0   (序号：109) 

姓名: 刘新华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1   (序号：110) 

姓名: 热西旦·扎克尔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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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2   (序号：111) 

姓名: 黄萱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3   (序号：112) 

姓名: 孙岩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4   (序号：113) 

姓名: 米克热衣·艾孜买提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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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45   (序号：114) 

姓名: 胡安华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HLA 实验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6   (序号：115) 

姓名: 何元兵 

职务: 器官移植研究所 HLA 实验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7   (序号：116) 

姓名: 邵英梅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8   (序号：117) 

姓名: 季学闻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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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49   (序号：118) 

姓名: 李涛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0   (序号：119) 

姓名: 吐尔干·艾力 

职务: 肝脏腹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1   (序号：120) 

姓名: 阿吉 

职务: 消化血管外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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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2   (序号：121) 

姓名: 何翼彪 

职务: 消化血管外科中心、肝脏腹腔镜外科、新疆器官移植研究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3   (序号：122) 

姓名: 买买提居马·对先 

职务: 肝脏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4   (序号：123) 

姓名: 阿依甫汗·阿汗 

职务: 肝脏腔镜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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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55   (序号：124) 

姓名: 张秀华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6   (序号：125) 

姓名: 刘惠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7   (序号：126) 

姓名: 王惠琴 

职务: 中心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8   (序号：127) 

姓名: 栾梅香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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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59   (序号：128) 

姓名: 郭丽英 

职务: 肝移植组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0   (序号：129) 

姓名: 赛力克 

职务: 肝移植组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1   (序号：130) 

姓名: 哈尔曼 

职务: 肝移植组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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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2   (序号：131) 

姓名: 罗军 

职务: 肝移植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3   (序号：132) 

姓名: 刘兵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4   (序号：133) 

姓名: 汪惠才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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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65   (序号：134) 

姓名: 袁碧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6   (序号：135) 

姓名: 宋蓓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7   (序号：136) 

姓名: 周娴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8   (序号：137) 

姓名: 王立新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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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69   (序号：138) 

姓名: 黄亦芬 

职务: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0   (序号：139) 

姓名: 百合提·尼沙 

职务: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1   (序号：140) 

姓名: 徐思成 

职务: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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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2   (序号：141) 

姓名: 艾尔肯·斯依提 

职务: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3   (序号：142) 

姓名: 库尔班·赛来 

职务: 胸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4   (序号：143) 

姓名: 木拉提·阿不都热合曼 

职务: 心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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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75   (序号：144) 

姓名: 具尔提.哈第尔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6   (序号：145) 

姓名: 张莉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8   (序号：146) 

姓名: 汪清 

职务: 泌尿外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79   (序号：147) 

姓名: 文彬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一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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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0   (序号：148) 

姓名: 夏米司丁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1   (序号：149) 

姓名: 王英刚 

职务: 泌尿外三科主任医师、新疆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2   (序号：150) 

姓名: 陈伦牮 

职务: 普外二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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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3   (序号：151) 

姓名: 唐和年 

职务: 心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4   (序号：152) 

姓名: 张总刚 

职务: 心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5   (序号：153) 

姓名: 高伟 

职务: 心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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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86   (序号：154) 

姓名: 郭永忠 

职务: 心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7   (序号：155) 

姓名: 肖东 

职务: 外科 ICU 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8   (序号：156) 

姓名: 刘琪 

职务: 外科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89   (序号：157) 

姓名: 刘艳（2） 

职务: 外科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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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0   (序号：158) 

姓名: 向东明 

职务: 外科 ICU 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1   (序号：159) 

姓名: 张秀敏 

职务: 外科 ICU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2   (序号：160) 

姓名: 王小雷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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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3   (序号：161) 

姓名: 邹毓韬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4   (序号：162) 

姓名: 葛玉梅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6   (序号：163) 

姓名: 安晓 

职务: 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乌鲁木齐普瑞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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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98   (序号：164) 

姓名: 杨炜 

职务: 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0999   (序号：165) 

姓名: 邱明磊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1000   (序号：166) 

姓名: 薛磊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1001   (序号：167) 

姓名: 蔡新玉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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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9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编号: 113074   (序号：168) 

姓名: 王春力 

职务: 新疆邮政局副局长、原黑龙江省邮政局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7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31   (序号：169) 

姓名: 阿不来提.艾吾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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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3132   (序号：170) 

姓名: 丁前亮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33   (序号：171) 

姓名: 刘君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34   (序号：172) 

姓名: 徐永枫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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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35   (序号：173) 

姓名: 王润泽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36   (序号：174) 

姓名: 董党生 

职务: 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3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534   (序号：175) 

姓名: 刘连沛 

职务: 院长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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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第四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535   (序号：176) 

姓名: 朱元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第四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536   (序号：177) 

姓名: 杨在学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第四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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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3537   (序号：178) 

姓名: 宋英 

职务: 原院长，现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第四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3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精神病治疗”摧残法轮功学员的凶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7 

编号: 114833   (序号：179) 

姓名: 管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石河子市涉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