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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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编号: 128851   (序号：1) 
姓名: 沈英华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远洋路 59 号 晋安区检察院   
       邮编：3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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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8852   (序号：2) 
姓名: 张中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远洋路 59 号 晋安区检察院   
       邮编：3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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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编号: 128853   (序号：3) 
姓名: 陈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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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远洋路 59 号 晋安区检察院   
       邮编：3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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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8855   (序号：4) 
姓名: 陈凯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编号: 128856   (序号：5) 
姓名: 林勇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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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8857   (序号：6) 
姓名: 施文渠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编号: 128858   (序号：7) 
姓名: 张贵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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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8859   (序号：8) 
姓名: 严朝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8860   (序号：9) 
姓名: 林成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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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沈英华-2020（第 0129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5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9243   (序号：10) 
姓名: 刘连光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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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244   (序号：11) 
姓名: 郑小波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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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246   (序号：12) 
姓名: 林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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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247   (序号：13) 
姓名: 鄢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248   (序号：14) 
姓名: 张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永泰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4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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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249   (序号：15) 
姓名: 张标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永泰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4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250   (序号：16) 
姓名: 吴钢 
职务: 政法委书记、“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政法委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永泰县委政法委员会  
       邮编: 35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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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连光 -2020(第 0145 号）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4 

编号: 129949   (序号：17) 
姓名: 丁振新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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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政法委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中路 128 号区政府机关大院  晋安区政法委   
       邮编：3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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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9950   (序号：18) 
姓名: 郑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公安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西园坑头 698 号   晋安公安分局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9951   (序号：19) 
姓名: 林斯钦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华林路斗门一弄 茶园派出所  
       邮编：35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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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9953   (序号：20) 
姓名: 林模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看守所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溪滨路 69 号    闽清县看守所  
       邮编：350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编号: 129954   (序号：21) 
姓名: 陈志雄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樟岚村下董  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35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闺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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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000   (序号：22) 
姓名: 韩江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梧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1   (序号：23) 
姓名: 涂洪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梧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9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2   (序号：24) 
姓名: 陈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梧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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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3   (序号：25) 
姓名: 王嘉兴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4   (序号：26) 
姓名: 赖宝珍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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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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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005   (序号：27) 
姓名: 骆春成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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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6   (序号：28) 
姓名: 何光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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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7   (序号：29) 
姓名: 郭中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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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61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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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编号: 130008   (序号：30) 
姓名: 陈伟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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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韩江海-2020（第 0177 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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