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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33829 
序号：1 
姓名: 车军平 
职务: 委员, 书记 
单位: 青海省中共海东地委、互助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北街 1 号 邮编:810500 
电话：097232257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29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编号: 33830 
序号：2 
姓名: 袁福海 
职务: 常委, 书记, 局长 
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委、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北街 1 号 邮编:810500 
电话：097232257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30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编号: 33831 
序号：3 
姓名: 殷显章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海东地区-北大街 17 号 邮编：8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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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显章: 宅 0972-8324121，手机 1399702397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31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编号: 33832 
序号：4 
姓名: 袁有芬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海东地区-北大街 17 号 邮编：810500 
袁有芬: 宅 0972-8321511，手机 1363972363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32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编号: 33833 
序号：5 
姓名: 祁兴明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海东地区-北大街 17 号 邮编：810500 
祁兴明: 宅 0972-8322968，手机 1351972338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33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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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834 
序号：6 
姓名: 乔生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海东地区-北大街 17 号 邮编：810500 
乔生明: 1330972339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34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编号: 33835 
序号：7 
姓名: 薛文福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东地区互助县 邮编: 810500 
公安局电话：（0972)83222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35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互助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薛心德的责任人袁福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4 

  
编号: 42866 
序号：8 
姓名: 张爱军 
职务: 主任 （此前任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青海省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46 号，邮编：810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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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6 
迫害案例:  

  
编号: 42867 
序号：9 
姓名: 王和中 
职务: 专职副主任 
单位: 青海省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46 号，邮编：810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67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