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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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94 
姓名: 王江（2）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610 办公室”（防范办） 
      （政法委、6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0 

      新疆自治区司法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路 27 号  自治区司法厅 
      邮编：83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4 
序号：1 

编号: 76896 
姓名: 尹随庆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 91 号  新疆监狱管理局 
      邮编：8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6 
序号：2 

编号: 76897 
姓名: 警立元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 91 号  新疆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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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8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7 
序号：3 

编号: 76900 
姓名: 李波 
职务: 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高级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路 19 号  自治区高级法院 
      邮编：8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0 
序号：4 

编号: 76903 
姓名: 刘金国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政法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迎宾路 60 号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3 
序号：5 

编号: 76906 
姓名: 曽宪江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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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迎宾路 52 号  克拉玛依市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6 
序号：6 

编号: 76910 
姓名: 刘金克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0 
序号：7 

编号: 76911 
姓名: 冯杰忠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1 
序号：8 

编号: 76912 
姓名: 田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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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管国保）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2 
序号：9 

编号: 76913 
姓名: 靳辉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3 
序号：10 

编号: 76914 
姓名: 任福东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4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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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6915 
姓名: 田红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5 
序号：12 

编号: 76916 
姓名: 冯忠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准葛尔路 93 号  区公安局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0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6 
序号：13 

编号: 76918 
姓名: 王新 
职务: 院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迎宾路 58 号  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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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8 
序号：14 

编号: 76920 
姓名: 谢宏亮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银河路 70 号  区检察院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0 
序号：15 

编号: 76921 
姓名: 王艺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银河路 70 号  区检察院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1 
序号：16 

编号: 76922 
姓名: 赵薇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银河路 70 号  区检察院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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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2 
序号：17 

编号: 76924 
姓名: 曹震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银河路 66 号 区法院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4 
序号：18 

编号: 76925 
姓名: 金鹤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银河路 66 号 区法院 
      邮编：8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5 
序号：19 

编号: 76927 
姓名: 陈红霞 
职务: 监狱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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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7 
序号：20 

编号: 76928 
姓名: 欧阳艳美 
职务: 政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8 
序号：21 

编号: 76929 
姓名: 闻淑芬 
职务: 刑罚执行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9 
序号：22 

编号: 76930 
姓名: 李建新 
职务: 九分监区监区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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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女子监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自治区女子监狱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2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0 
序号：23 

编号: 95449 
姓名: 严兆军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市政法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长征东街 603 号 五家渠市政法委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5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9 
序号：24 

编号: 95450 
姓名: 杨建琪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市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长安西街 五家渠市公安局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0 
序号：25 

编号: 95452 
姓名: 孙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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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长安西街  垦区公安局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2 
序号：26 

编号: 95453 
姓名: 张建国（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长安西街  垦区公安局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3 
序号：27 

编号: 95454 
姓名: 展昭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长安西街  垦区公安局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4 
序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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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455 
姓名: 荐希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长安西街  垦区公安局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5 
序号：29 

编号: 95457 
姓名: 李新科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7 
序号：30 

编号: 95458 
姓名: 靳乔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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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8 
序号：31 

编号: 95459 
姓名: 杨晋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59 
序号：32 

编号: 95461 
姓名: 张翔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北海东街   五家渠市垦区法院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1 
序号：33 

编号: 95462 
姓名: 李冠霖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北海东街   五家渠市垦区法院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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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2 
序号：34 

编号: 95463 
姓名: 杨文超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北海东街   五家渠市垦区法院  
       邮编: 8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63 
序号：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