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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编号: 27584 
序号：1 
姓名: 姚刚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东环路 8 号   邮编：830002 
电话：书记： 8893037 
副书记 8894027 
办公室 889243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8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2 

  
编号: 27585 
序号：2 
姓名: 马启元 
职务: 警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 38 号  邮编：830002 
电话：大湾派出所：所长办公室 0991-2565806 
值班电话 0991-2572347 
马启元（主管迫害法轮功）139991328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8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2 

  
编号: 27586 
序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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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塞瓦瓦尔 
职务: 警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 38 号  邮编：830002 
电话：大湾派出所：所长办公室 0991-2565806 
值班电话 0991-2572347 
片区警察塞瓦瓦尔 133256935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8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2 

  
编号: 27587 
序号：4 
姓名: 亚森 
职务: 警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南路 38 号  邮编：830002 
电话：大湾派出所：所长办公室 0991-2565806 
值班电话 0991-2572347 
片区警察亚森 133255930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8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2 

  
编号: 27588 
序号：5 
姓名: 张小英 
职务: 主任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街道办事处晨光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新村 3 区 2 巷 2 号  邮编：830001 
电话：延安路街道办事处：0991-255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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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办公室：0991-2566636 
晨光社区居委会：0991-257365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8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2 

  
编号: 27589 
序号：6 
姓名: 杨玲 
职务: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街道办事处晨光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新村 3 区 2 巷 2 号  邮编：830001 
电话：延安路街道办事处：0991-2552916 
主任办公室：0991-2566636 
晨光社区居委会：0991-2573653 
杨玲 1899921306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8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2 

  
编号: 28031 
序号：7 
姓名: 郑延林 
职务: 主任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阜康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阜康市“六一零”主任郑延林手机：13899691998 
政法委地址：新疆阜康市博峰街 100 号 邮编：831500 
电话：0994322252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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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57 

  
编号: 28032 
序号：8 
姓名: 摆刚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阜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手机： 13899611766 
公安局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阜康市天山街邮编：831500 电话：0994-322243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57 

  
编号: 28033 
序号：9 
姓名: 袁剑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阜康市国土资源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手机：13565316766 
新疆阜康市国土资源局地址：新疆阜康市阜新街 34 号 邮政编码：8315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57 

  
编号: 28034 
序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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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马旭光 
职务: 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阜康市国土资源局滋泥泉子管理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手机：13899651188 
地址：新疆阜康市滋泥泉子镇镇直机关邮编：83150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57 

  
编号: 28035 
序号：11 
姓名: 米吉提.巴拉提 
职务: 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劳教所(五家渠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讯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昌吉劳动教养管理所邮编：831300 
劳教所管教科电话 0994-5817291 
0994-5817252 
0994-5817203 
新疆昌吉劳教所联系电话：0994-5816143  、 0994-581731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3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57 

  
编号: 28461 
序号：12 
姓名: 焦亦民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北路 92 号 
邮编：830004 
电话: 市政法委 0991-284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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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28462 
序号：13 
姓名: 吉军培 
职务: 成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北路 92 号 
邮编：830004 
电话: 市政法委 0991-2847159 
吉军培 4689217  13565917168 1899990096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63 
序号：14 
姓名: 申俊峰 
职务: 成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北路 92 号 
邮编：830004 
电话: 市政法委 0991-2847159 
申俊峰 4689238 2554560 1399916962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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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64 
序号：15 
姓名: 王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 101 号 
邮编:830000 
电话: 王军 6139908  1389981656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65 
序号：16 
姓名: 牛泉 
职务: 主任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101 号  邮编:830000 
电话: 0991-6139572 
主任牛泉：0991-6139572  135658980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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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28466 
序号：17 
姓名: 王玲 
职务: 成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101 号  邮编:830000 
电话: 0991-6139572 
成员王玲（女 专做强制“转化”）：0991-6139572 1899921594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28467 
序号：18 
姓名: 尕文琴 
职务: 成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 101 号 
邮编:830000 
电话: 尕文琴 6139572  139992129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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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8468 
序号：19 
姓名: 李玉婵 
职务: 成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 101 号 
邮编:830000 
电话: 李玉婵 6139572  139991219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69 
序号：20 
姓名: 康建军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86 号 
邮编:830011 
电话: 康建军 3667710  8885868  1360999586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6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70 
序号：21 
姓名: 戴干勇 
职务: 主任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86 号 
邮编:8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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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戴干勇 3697219  131998389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7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71 
序号：22 
姓名: 刘萍 
职务: 成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86 号 
邮编:830011 
电话: 刘萍 131998009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7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72 
序号：23 
姓名: 乔泉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达阪城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达阪城区 
邮编:830039 
电话: 乔泉 5919009   2867067  1389996706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7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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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28473 
序号：24 
姓名: 赵树海 
职务: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达阪城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达阪城区 
邮编:830039 
电话: 赵树海 5919019  4696668  1389990383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7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永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9 

  
编号: 31535 
序号：25 
姓名: 努尔•白克力 
职务: 主席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烏木齊市中山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郵編 830002 
總機：0991-2803114 辦公廳總值班室：0991-2803104，夜间值班室 2803101 
法規處：0991-2803816、280381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3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36 
序号：26 
姓名: 刘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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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厅长 
单位: 新疆自治区司法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市人民路新疆自治区司法厅， 
邮编 830002 总机：0991-2318198   
主要责任人：厅长刘雪桥：办 0991-2827205 、家 0991-5835858， 1390991781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3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37 
序号：27 
姓名: 谢辉 
职务: 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劳教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棉花街新疆自治区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 
邮编 830000 总机：0991-58246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3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38 
序号：28 
姓名: 杨学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八家户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 17 号八家户地区检察院， 
 邮编：830013 电话： 0991-6636232 
检察长杨学智：电话：0991-66366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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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3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39 
序号：29 
姓名: 房建中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八家户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 17 号八家户地区检察院， 
 邮编：830013 电话： 0991-6636232 
副检察长房建中：电话：0991-66350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3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0 
序号：30 
姓名: 孙昭辉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610 办公室”成员孙昭辉：手机 1357996607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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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541 
序号：31 
姓名: 尼曼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蒙古族）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2 
序号：32 
姓名: 朱成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3 
序号：33 
姓名: 王兵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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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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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4 
序号：34 
姓名: 余军 
职务: 八分监区监区长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5 
序号：35 
姓名: 吾末尔 
职务: 八分监区指导员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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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6 
序号：36 
姓名: 刘保军 
职务: 狱政科副科长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7 
序号：37 
姓名: 木拉提 
职务: 狱政科副科长（维族）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8 
序号：38 
姓名: 刘道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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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狱内侦查科科长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49 
序号：39 
姓名: 郭勇 
职务: 狱内侦查科副科长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4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0 
序号：40 
姓名: 林兵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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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1 
序号：41 
姓名: 隋彬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2 
序号：42 
姓名: 刘建林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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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553 
序号：43 
姓名: 王春海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4 
序号：44 
姓名: 齐正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5 
序号：45 
姓名: 单从德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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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6 
序号：46 
姓名: 马木沙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1557 
序号：47 
姓名: 曹雪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传真：0991-6637008，办公室 0991-66370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55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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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4 

  
编号: 34346 
序号：48 
姓名: 张宝福 
职务: 片警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银川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省乌鲁木齐市银川路派出所 乌鲁木齐新市区银川路 7 号 邮编：
830011 
电话：0991-8640911，48153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志祥、刘红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6 

  
编号: 34347 
序号：49 
姓名: 曹淑霞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华联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省乌鲁木齐市华联社区 邮编：830000 
电话：131396765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志祥、刘红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6 

  
编号: 34348 
序号：50 
姓名: 张山鹰 
职务: 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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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新疆农机质检站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市新医路 171 号 邮编：830056 
电话：13179841123 传真：0991-433100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4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志祥、刘红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6 

  
编号: 36196 
序号：51 
姓名: 古秋红 
职务: 犯人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 西林路 1 号  邮编：831300 
电话: 0994-5817203  办公室 0994-5816582  管教科 0994-5817291 0994-5817252  0994-581720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5 

  
编号: 36197 
序号：52 
姓名: 王军世 
职务: 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老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新城街道西一路  邮编: 832000 
电话: 0993-2917281 0993-2514939 0993-25158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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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95 

  
编号: 38121 
序号：53 
姓名: 高建军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麦盖提县委: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英买里东路路 11 号 
邮编：844600    联系电话：998-7842320 
原县委书记高建军: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党组书记 
地址：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解放南路２６４号。 邮政编码：844000 
电话号码：998-252534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文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0 

  
编号: 38122 
序号：54 
姓名: 胡长山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光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光农场 
邮编：844600  998-7989000-7989600 (书记胡长山:恶人胡长山因贪污免去恶党书记)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文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0 

  
编号: 38123 
序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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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柳福忠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光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光农场 
邮编：844600  998-7989000-79896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文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0 

  
编号: 38124 
序号：56 
姓名: 南长录 
职务: 场长 
单位: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光农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光农场 
邮编：844600  998-7989000-79896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文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20 

  
编号: 41108 
序号：57 
姓名: 汪江华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和静县和静镇阿尔夏特路 25 号 邮编:841300 
电话： 099650221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0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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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09 
序号：58 
姓名: 坎 • 巴太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和静县和静镇阿尔夏特路 25 号 邮编:841300 
电话： 0996502214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0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0 
序号：59 
姓名: 杨亚龙 
职务: 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团结东路 邮编:841300 
电话： 0996-50221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1 
序号：60 
姓名: 马毅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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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团结东路 邮编:841300 
电话： 0996-502211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2 
序号：61 
姓名: 达•赛尔杰 
职务: 院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和静县和静镇阿尔夏特西路 11 号院 邮编:841300 
电话： 099650239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3 
序号：62 
姓名: 韩卫江 
职务: 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和静县公安局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团结东

路  邮编：841300 
电话： (0996)5022115, (0996)502329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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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4 
序号：63 
姓名: 郭亚莉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新疆五家渠市兵团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 西林路 1 号  邮编：831300 
电话: 0994-5817203  办公室 0994-5816582  管教科 0994-5817291 0994-5817252  0994-581720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5 
序号：64 
姓名: 曲秀英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新疆五家渠市兵团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 西林路 1 号  邮编：831300 
电话: 0994-5817203  办公室 0994-5816582  管教科 0994-5817291 0994-5817252  0994-581720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116 
序号：65 
姓名: 范衡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新疆五家渠市兵团女子劳教所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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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 西林路 1 号  邮编：831300 
电话: 0994-5817203  办公室 0994-5816582  管教科 0994-5817291 0994-5817252  0994-5817203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11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艾春菊、王富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4 

  
编号: 41350 
序号：66 
姓名: 王明山 
职务: 局长 
单位: 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  邮编: 830063 
电话: 0991-28158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5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41351 
序号：67 
姓名: 于守斌 
职务: 人员 
单位: 新疆乌鲁木齐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法委、610 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 92
号  邮编：830004 
电话: (市政法委)0991-284715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5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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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41352 
序号：68 
姓名: 牛群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路 5 号  邮编: 830002 
电话: 办公室 0991-2311067 值班室 0991-2815211  国保大队办 0991-2323344 0991-2312244 0991-
2827934 
国保大队队长牛群：0991-2323344  0991-2312244 0991-282793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5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41353 
序号：69 
姓名: 雷学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路 5 号  邮编: 830002 
电话: 办公室 0991-2311067 值班室 0991-2815211  国保大队办 0991-2323344 0991-2312244 0991-
2827934 
警察雷学锋：0991-2323344  0991-2312244 0991-282793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5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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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354 
序号：70 
姓名: 张粤 
职务: 局长 
单位: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经一路 4 号  邮编: 830000 
电话: 0991-23531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5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盛克智、陈秀兰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49 

  
编号: 41983 
序号：71 
姓名: 张春贤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3 
电话︰（区党委）总机 0991-2396114  总值班室 0991-2810974  办公厅 0991-2391803  组织部 0991-
239134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张拥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2 

  
编号: 41984 
序号：72 
姓名: 刘科军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 16 号  通信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 
电话：办公室 0991-6637008  总值班室 0991-6632279  狱政科 0991-662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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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监狱监狱长刘科军：0991-663651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张拥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2 

  
编号: 41985 
序号：73 
姓名: 黄学庆 
职务: 政委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 16 号  通信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 
电话：办公室 0991-6637008  总值班室 0991-6632279  狱政科 0991-6622835 
政委黄学庆：：0991-663399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张拥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2 

  
编号: 41986 
序号：74 
姓名: 卫稳学 
职务: 政委 (原任) 
单位: 新疆第五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 16 号  通信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96 号信箱   邮编：830013 
电话：办公室 0991-6637008  总值班室 0991-6632279  狱政科 0991-6622835 
政委卫稳学（原任）：：0991-663399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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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张拥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982 

  
编号: 42484 
序号：75 
姓名: 宋克强 
职务: 国保支队 
单位: 新疆北屯镇农十师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屯镇 农十师 
地址: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北屯镇 农十师  邮编:836500 
电话:(农十师师部）090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8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610”办公室成员谢峰、向小阳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75 

  
编号: 42485 
序号：76 
姓名: 霍萍 
职务: 国保支队 
单位: 新疆北屯镇农十师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屯镇 农十师 
地址: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北屯镇 农十师  邮编:836500 
电话:(农十师师部）090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8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公安县“610”办公室成员谢峰、向小阳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75 

  
编号: 42846 
序号：77 
姓名: 顾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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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6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7 
序号：78 
姓名: 阿不列孜·克里木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党委“610 办公室” （自治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7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8 
序号：79 
姓名: 王志杰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防范与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8 
迫害案例:  

  
编号: 42849 
序号：80 
姓名: 刘克勤 
职务: 主任（兼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新疆自治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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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49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0 
序号：81 
姓名: 杨云召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0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1 
序号：82 
姓名: 袁争鸣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1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2 
序号：83 
姓名: 巴哈提·夏尔西别克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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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853 
序号：84 
姓名: 李志峰 
职务: 维稳一处副处长 
单位: 新疆自治区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3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4 
序号：85 
姓名: 王文华 
职务: 副主任 (兼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新疆自治区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4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5 
序号：86 
姓名: 杨福林 
职务: 党委, 政法委书记 
单位: 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96 号兵团政法委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5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6 
序号：87 
姓名: 郑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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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维稳办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96 号兵团维稳办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6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7 
序号：88 
姓名: 贺劲松 
职务: 维稳办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96 号兵团维稳办 
邮编：8300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7 
迫害案例:  

  
编号: 42858 
序号：89 
姓名: 苗塔河 
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单位: 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96 号兵团综治办 
邮编：830002   , xjbtzzhb@163.com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858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