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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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99   (序号：1) 
姓名: 刘艳东 
职务: 市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30 号   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邮编：8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22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北路 92 号 
       邮编：83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2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0   (序号：2) 
姓名: 王国和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30 号   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邮编：8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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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901   (序号：3) 
姓名: 李秀峰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政法委 
      地址 1：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四平路 2288 号创新广场 a 座    新市区政法委  
       邮编：830011 
        
       地址 2：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86 号 
       邮编: 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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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3   (序号：4) 
姓名: 刘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二路 20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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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4   (序号：5) 
姓名: 陈冠衫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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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二路 20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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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5   (序号：6) 
姓名: 马俊山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二路 20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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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6   (序号：7) 
姓名: 塔力哈提•阿不力孜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二路 20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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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7   (序号：8) 
姓名: 肖克来提•那苏肉拉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二路 20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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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8   (序号：9) 
姓名: 张建军（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公安分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二路 20 号  高新区公安分局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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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9   (序号：10) 
姓名: 刘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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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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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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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10   (序号：11) 
姓名: 袁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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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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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12   (序号：12) 
姓名: 孟庆和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检察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二巷 619 号  新市区检察院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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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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13   (序号：13) 
姓名: 金志新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检察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二巷 619 号  新市区检察院    
       邮编：83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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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15   (序号：14) 
姓名: 张焰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法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 393 号 87 栋   新市区法院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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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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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916   (序号：15) 
姓名: 张雍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法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 393 号 87 栋   新市区法院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17   (序号：16) 
姓名: 黄勇琦 
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法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 393 号 87 栋   新市区法院  
       邮编：8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18   (序号：17) 
姓名: 张永江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南一巷 26 号     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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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8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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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9506   (序号：18) 
姓名: 高煜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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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编号: 129507   (序号：19) 
姓名: 王振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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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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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508   (序号：20) 
姓名: 代振国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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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编号: 129509   (序号：21) 
姓名: 王章学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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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编号: 129510   (序号：22) 
姓名: 李忠勇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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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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编号: 129511   (序号：23) 
姓名: 吴敏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610 办公室”（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7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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