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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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95   (序号：1) 

姓名: 罗义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垦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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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伊犁市昭苏垦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彭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 

编号: 120696   (序号：2) 

姓名: 李诚敬 

职务: 看守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垦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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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伊犁市昭苏垦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彭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 

编号: 120697   (序号：3) 

姓名: 周志强 

职务: 看守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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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垦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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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伊犁市昭苏垦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彭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 

编号: 120699   (序号：4) 

姓名: 邓永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垦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9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伊犁市昭苏垦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彭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5 

编号: 120700   (序号：5) 

姓名: 周胜文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阿克苏地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93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将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法轮功学员曹爱华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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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529   (序号：6) 

姓名: 赵伟峰 

职务: 和田育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和田监狱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和田育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昆仑工业园区（和田监狱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32   (序号：7) 

姓名: 刘国军 

职务: 库尔勒瑞安旭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库尔勒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库尔勒瑞安旭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巴州库尔勒建设辖区科创路 577 号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齐满镇库车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34   (序号：8) 

姓名: 李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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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瑞安宏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监狱集团公司发展规划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乌鲁木齐瑞安宏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一街 221 号 1 栋 401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37   (序号：9) 

姓名: 谢晓旗 

职务: 伊犁雨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伊犁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伊犁雨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达达木图乡布拉克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40   (序号：10) 

姓名: 许建斌 

职务: 昌吉鑫茂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昌吉监狱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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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昌吉鑫茂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大西渠镇新渠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43   (序号：11) 

姓名: 尹兵 

职务: 喀什牌楼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喀什监狱党委书记、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喀什牌楼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东巴格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46   (序号：12) 

姓名: 沈忠 

职务: 巴州博胜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巴音郭楞监狱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巴州博胜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巴州焉耆县四十里城镇巴音郭楞监狱办公楼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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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49   (序号：13) 

姓名: 宋新建 

职务: 喀什育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喀什未成年犯管教所党委委员、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喀什育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木什乡博斯坦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未成年犯管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4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52   (序号：14) 

姓名: 刘洪 

职务: 巴楚县克拉克勤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巴楚监狱党委委员、公司经理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巴楚县克拉克勤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巴楚县巴楚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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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55   (序号：15) 

姓名: 张铁 

职务: 乌苏众鑫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乌苏监狱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乌苏众鑫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乌苏市监狱办公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58   (序号：16) 

姓名: 程智勇 

职务: 新盛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库尔勒高度戒备监狱政委兼党委副书记、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库车新盛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齐满镇库车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5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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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61   (序号：17) 

姓名: 杨继斗 

职务: 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阿瓦提县卡尔墩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卡尔墩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64   (序号：18) 

姓名: 刘平 

职务: 哈拉布拉农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新源监狱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新源县哈拉布拉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哈拉布拉农场( 新源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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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3567   (序号：19) 

姓名: 陈岳宾 

职务: 于田瑞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于田监狱党委委员、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于田瑞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卡尔汉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70   (序号：20) 

姓名: 马生华 

职务: 福海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福海监狱监狱党委委员、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福海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什巴尔窝依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73   (序号：21) 

姓名: 赵学悌 

职务: 沙雅塔里木润城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沙雅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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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沙雅塔里木润城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监狱（公安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75   (序号：22) 

姓名: 宗亮 

职务: 启新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新疆女子监狱企业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启新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32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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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578   (序号：23) 

姓名: 于胜存 

职务: 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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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华新博纳商贸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北东路 2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7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1   (序号：24) 

姓名: 潘朝阳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温宿县新建煤业有限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一师五团沙河监狱二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2   (序号：25) 

姓名: 史海亮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阿拉尔天山明珠枣业有限公司 

      新疆阿拉尔市阿拉尔监狱（原科克库勒监狱三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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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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3   (序号：26) 

姓名: 潘火卫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焉耆裕丰源铸造有限公司 

      新疆巴州焉耆县二十七团农二师库尔勒监狱三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4   (序号：27) 

姓名: 於德艳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尉犁县新津集装袋厂 

      新疆巴州第二师三十三团乌鲁克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8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5   (序号：28) 

姓名: 漆卫兵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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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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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图木舒克市利民养殖场 

      新疆图木舒克市金墩监狱原四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7   (序号：29) 

姓名: 李新学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图木舒克市清清养殖场 

      新疆图木舒克市皮恰克松地镇监狱三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90 

      新疆芳草湖准噶尔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 192 线 21 公路处芳草湖农场监狱原第三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8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8   (序号：30) 

姓名: 田幸中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石河子北野镇鑫磊空心砖厂 

      新疆石河子市北野监狱二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9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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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09   (序号：31) 

姓名: 石军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石河子市第一水利水电工程处新意砖厂 

      新疆石河子市石河子乡霍斯阿尔克村（石河子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10   (序号：32) 

姓名: 杨玉峰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石河子市第一水利水电工程处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东六路 60－1 号（ 新疆石河子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9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611   (序号：33) 

姓名: 黎辉 

职务: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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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奎屯天合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天合化工厂 

      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北京西路（农七师奎屯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9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