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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编号: 43316 
序号：1 
姓名: 杨新杰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58 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5850611 
www.xjgat.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6 
迫害案例:  

  
编号: 43596 
序号：2 
姓名: 尼相·依不拉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建国路 63 号 
邮编: 830002 
电话: 0991-261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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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9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597 
序号：3 
姓名: 乃依木·亚森 
职务: 院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乌鲁木齐市东风路 51 号 邮编: 830002 
电话: 0991-5959000、2617869、26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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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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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598 
序号：4 
姓名: 张剑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 7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334648，235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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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9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599 
序号：5 
姓名: 王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 7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334648，2355765 
昌吉州“610”办公室主任王强；1389967718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0 
序号：6 
姓名: 王江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北京北路 5 号 邮编:831100 
电话: 0994-234327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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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0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1 
序号：7 
姓名: 谢斌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北京北路 5 号 邮编:831100 
电话: 0994-2343279 
公安局地址:新疆昌吉市世纪大道 邮编: 831100 
电话:0994-23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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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2 
序号：8 
姓名: 甘旭杰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世纪大道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3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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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3 
序号：9 
姓名: 岳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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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世纪大道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355003， 
大队长岳江民 1360994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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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4 
序号：10 
姓名: 王爱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世纪大道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3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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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5 
序号：11 
姓名: 张晓蓓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世纪大道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3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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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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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606 
序号：12 
姓名: 田小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 昌吉市大西渠镇上大西渠村 邮政编码： 831100 
电话: 0994-25921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0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7 
序号：13 
姓名: 孟兆侠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昌吉市宁边西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处东侧路南 
电话：0994-6581001 传真：0994-6581077 
电话:0994-2343453、 2343784 
检察长孟兆侠 180990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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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8 
序号：14 
姓名: 王勇 
职务: 公诉处处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昌吉市宁边西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处东侧路南 
电话：0994-6581001 传真：0994-6581077 
电话:0994-2343453、 2343784 
公诉处处长 王勇 1390994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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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09 
序号：15 
姓名: 马国栋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昌吉市宁边西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处东侧路南 
电话：0994-6581001 传真：0994-6581077 
电话:0994-2343453、 2343784 
书记 马国栋 1809900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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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10 
序号：16 
姓名: 高宏民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昌吉市宁边西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处东侧路南 
电话：0994-6581001 传真：0994-6581077 
电话:0994-2343453、 2343784 
公诉科 18099002378 18099002380 18099002382 
公诉科 高宏民 1530994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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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11 
序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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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谢永德 
职务: 院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长宁南路 52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514137，2344137 
院长：谢永德 0994—8312066（办）1389966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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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12 
序号：18 
姓名: 张健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长宁南路 52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514137，2344137 
张健 刑庭庭长 13094018378 1389960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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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13 
序号：19 
姓名: 王江丽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长宁南路 52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514137，2344137 
王江丽 刑庭法官 1389968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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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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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14 
序号：20 
姓名: 于圣杰 
职务: 法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长宁南路 52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514137，2344137 
于圣杰 昌吉市法院主审法官 1377927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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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3615 
序号：21 
姓名: 毛立江 
职务: 法官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新疆昌吉市长宁南路 52 号 邮编: 831100 
电话: 0994-2514137，2344137 
毛立江 昌吉市法院刑庭法官 158869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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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1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595 

  
编号: 48065 
序号：22 
姓名: 冯涛 
职务: 书记 
单位: 新疆乌苏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新区市政大楼 市政法委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16311、0992-8501152、0992-8511107、09928515587、 
0992-8510535、0992-8502486、0992-851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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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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66 
序号：23 
姓名: 叶德林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新疆乌苏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新区市政大楼 市政法委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16311、0992-8501152、0992-8511107、09928515587、 
0992-8510535、0992-8502486、0992-8516295 
“610 办公室”主任叶德林：1367750933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6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67 
序号：24 
姓名: 张荣华 
职务: 副局长（主管国保大队） 
单位: 新疆乌苏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长江路 30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2322、0992-8502584、0992-8507565、0992-8501291 
值班 1367750737； 
传真：0992-8501221 
信访 1317750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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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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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068 
序号：25 
姓名: 王东升 
职务: 副局长（主管国保大队） 
单位: 新疆乌苏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长江路 30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2322、0992-8502584、0992-8507565、0992-8501291 
值班 1367750737； 
传真：0992-8501221 
信访 1317750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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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69 
序号：26 
姓名: 马强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新疆乌苏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长江路 30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2322、0992-8502584、0992-8507565、0992-8501291 
值班 1367750737； 
传真：0992-8501221 
信访 13177507590； 
国保大队教导员马强：1356572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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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9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0 
序号：27 
姓名: 帕尔哈提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新疆乌苏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长江路 30 号            邮编：8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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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92-8502322、0992-8502584、0992-8507565、0992-8501291 
值班 1367750737； 
传真：0992-8501221 
信访 13177507590；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帕尔哈提：1519995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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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0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1 
序号：28 
姓名: 巴登加甫 
职务: 科长 
单位: 新疆乌苏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和平路 2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5920、0992-8512000 
科长巴登加甫，180977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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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1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2 
序号：29 
姓名: 赵华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新疆乌苏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和平路 2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5920、0992-8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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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2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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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073 
序号：30 
姓名: 马建新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新疆乌苏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和平路 2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5920、0992-8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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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3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4 
序号：31 
姓名: 于平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新疆乌苏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乌伊路 59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38178， 
传真：0992-8538177 
举报电话：0992-8538060，0992-8538099 
主审法官于平：0992-8538090；手机 13289926888、1869922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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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4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5 
序号：32 
姓名: 胡勇江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新疆乌苏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乌伊路 59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38178， 
传真：0992-8538177 
举报电话：0992-8538060，0992-853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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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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5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6 
序号：33 
姓名: 吴红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新疆乌苏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乌伊路 59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38178， 
传真：0992-8538177 
举报电话：0992-8538060，0992-853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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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6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编号: 48077 
序号：34 
姓名: 王永毅 
职务: 所长 
单位: 新疆乌苏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振兴路 039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2584 
所长王永毅：189997182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77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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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078 
序号：35 
姓名: 李全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新疆乌苏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新疆乌苏市振兴路 039 号  邮编：833000 
电话：0992-8502584 
警察李全伟：13579157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78 
迫害案例:  

 追查新疆乌苏市法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成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