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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编号: 28815 
序号：1 
姓名: 何世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安市上杭路 22 号 
邮编:355000 
电话: 何世明 6331886； 658435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1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16 
序号：2 
姓名: 陈国斌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陈国斌 6532001 137060269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1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17 
序号：3 
姓名: 林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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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林书良 0593－6532009, 宁德市公安局宿舍 5 号楼 402 室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1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编号: 28818 
序号：4 
姓名: 刘祥玉 
职务: 副局长 (前任, 已退休)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13959366688 0593－6381316（已退休）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1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19 
序号：5 
姓名: 牛小华 
职务: 政委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牛小华 6532002 1390503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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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1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20 
序号：6 
姓名: 张伟民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张伟民 920059 13905037537 0593－6532216 0593－63819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2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21 
序号：7 
姓名: 郑翔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郑翔 920219 13859689107 0593─6532215 0593─635106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2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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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8822 
序号：8 
姓名: 李元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李元 13905037565 0593--6532216 0593--638602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2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23 
序号：9 
姓名: 马皖闽 
职务: 法制科科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冠后路府前路 
邮编:355000 
电话: 马皖闽 13905037620 0593－6532240 0593－65181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2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28824 
序号：10 
姓名: 陈忠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安市上杭路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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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55000 
电话: 陈忠 13706021236 13850388938 0593－6380263 0593－65893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82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耀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40 

  
编号: 30675 
序号：11 
姓名: 刘福生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朝阳路 30 号 邮编： 350007  
电话: 0591-83442141  
刘福生: 83412666 手机 13960780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7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6 

  
编号: 30676 
序号：12 
姓名: 曹欢琴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对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442117、834558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7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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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6 

  
编号: 30677 
序号：13 
姓名: 陈晓莹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对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442117、834558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7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6 

  
编号: 30678 
序号：14 
姓名: 张秀云 
职务:  
单位: 福建省对湖马厂街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442117、8345587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7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6 

  
编号: 30679 
序号：15 
姓名: 陈晓艳 
职务: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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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信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展进巷 11 号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82778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7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6 

  
编号: 30680 
序号：16 
姓名: 陈俊云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信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展进巷 11 号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82778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8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秀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46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永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5 

  
编号: 31271 
序号：17 
姓名: 阮细章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邮编：352100     电话：593-7185525 
局长阮细章:电话：593-7185501 手机：138596607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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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1272 
序号：18 
姓名: 陈呀生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大院内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警察陈呀生：13030931899  0593-29638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编号: 31273 
序号：19 
姓名: 林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大院内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警察林波：13599818181 0593-29813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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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274 
序号：20 
姓名: 黄忠钦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大院内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警察黄忠钦：13515079555 宅 0593-2960698  办 0593-2972015, 黄妻黄翠容 13004933366  黄母
1330503365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1275 
序号：21 
姓名: 黄居世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大院内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警察黄居世：15860688366  13338220186  住 宁德市天王路邮电局 3 号楼 205 室 邮编：352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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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276 
序号：22 
姓名: 吴华 
职务: 警察（区国保指导员）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大院内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警察吴华（区国保指导员）：139593961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编号: 31277 
序号：23 
姓名: 李雄 
职务: 安全处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大院内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安全处李雄：133850085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翠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70 

  
编号: 33697 
序号：24 
姓名: 刘文标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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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28 号 
司法大楼。邮编：363000  电话：书记刘文标:刘文标，办电：596-206277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698 
序号：25 
姓名: 刘南辉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28 号 
司法大楼。邮编：363000  电话：副书记刘南辉:办电：596-2968001 宅电：596-2681868  手机： 
139069618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699 
序号：26 
姓名: 吴两同 
职务: 主任, 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28 号司法大楼。邮编：363000 办公室：596-2023222、2056161   
主任吴两同:办电：596-2968002 宅电：596-2606018  手机：1355968869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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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33700 
序号：27 
姓名: 赖金荣 
职务: 副调研员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28 号司法大楼。邮编：363000 办公室：596-2023222、2056161   
副调研员赖金荣:办电：596-2052617  宅电：596-252184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1 
序号：28 
姓名: 林明良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局长林明良:：办电：596-2622001 宅电：596-2622001  手机：139601163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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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702 
序号：29 
姓名: 黄跃欣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副局长黄跃欣：办电：596-2622216 宅电：596-2895393 手机：139069425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3 
序号：30 
姓名: 蔡建成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国保支队支队长蔡建成:办电：596-262222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4 
序号：31 
姓名: 庄龙旺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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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政委庄龙旺:办电：596-2622231 宅电：596-2688378 手机：1390696032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33705 
序号：32 
姓名: 林奕民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副支队长林奕民：办电：596-2622227 宅电：596-6361786 手机：1380691348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6 
序号：33 
姓名: 李智勇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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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支队长李智勇:办电：596-2622227 宅电：596-2169836 手机：1390606585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7 
序号：34 
姓名: 田继绚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副支队长田继绚:办电：596-2622240 宅电：596-2528356 手机：1865965338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8 
序号：35 
姓名: 邱晓晖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南昌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02521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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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09 
序号：36 
姓名: 刘英俊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水仙大街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81916  传真：596-268177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0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10 
序号：37 
姓名: 吴炎成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元光北路 4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956023 电子邮件：fjs159921@sina.com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1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11 
序号：38 
姓名: 吴勇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公安分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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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7 of 41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延安北路 5 号。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1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1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12 
序号：39 
姓名: 刘炜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延安北路 5 号。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1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1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96 

  
编号: 33747 
序号：40 
姓名: 郑重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八二五大街５号 邮编：351200  
电话：0594- 2313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4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仙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雪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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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748 
序号：41 
姓名: 郑武进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建省仙游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八二五大街５号 邮编：351200 
电话：0594- 2313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4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仙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雪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9 

  
编号: 33749 
序号：42 
姓名: 唐辉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城解放东路 217 号 邮编： 351200  
电话: 0594-8293762, 0594-85853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4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仙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雪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9 

  
编号: 33750 
序号：43 
姓名: 严绍旗 
职务: 政委 
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城解放东路 217 号 邮编： 351200 
电话: 0594-8293762, 0594-85853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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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5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仙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雪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9 

  
编号: 33751 
序号：44 
姓名: 杨维斯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城解放东路 217 号 邮编： 351200 
电话: 0594-8293762, 0594-8585389 
国保大队: 8285319 
杨维斯: 0594-827593（办）, 0594-8285391（宅） 1380859683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5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仙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雪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9 

  
编号: 33752 
序号：45 
姓名: 谢胜德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城解放东路 217 号 邮编： 351200 
电话: 0594-8293762, 0594-8585389 
国保大队: 8285319 
谢胜德: 0594-8285316, 1380859716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75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仙游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雪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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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162 
序号：46 
姓名: 刘才弟 
职务: 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宁德市署前路 14 号 
邮编：352100    办公室电话：593-2822061  610 传真：593-2369586 
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刘才弟:电话：593-2072728 宅电：593-2888728 
手机：133382166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3 
序号：47 
姓名: 林志坤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67 号 
邮编：352100        电话：593- 2972999 
局长林志坤:电话：593-2972001 宅电：593-2972366 宅  手机：15059291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4 
序号：48 
姓名: 林庆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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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123 号 
邮编：352100     电话：593-7185525 
警察林庆漳:手机：136160716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5 
序号：49 
姓名: 朱海云 
职务: 一中队指导员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监狱电话：591-83663603  值班室：83992024  传真：591-8366291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6 
序号：50 
姓名: 饶雪英 
职务: 一中队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监狱电话：591-83663603  值班室：83992024  传真：591-83662916 
一中队队长饶雪英:电话：591-83673402 手机：13860625159  宅电：591-8367836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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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7 
序号：51 
姓名: 吴宜平 
职务: 一中队警察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监狱电话：591-83663603  值班室：83992024  传真：591-8366291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8 
序号：52 
姓名: 吴颖丹 
职务: 一中队警察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监狱电话：591-83663603  值班室：83992024  传真：591-8366291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69 
序号：53 
姓名: 周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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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邮编：350007  电话：591-83513691  83593091  83632966 
法轮功专管中队 电话∶591-83593093；591-83593094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手机：13705066109 
专管队干警：  黄晓燕（队长） 手机：13705952306  591－3348381 家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 手机：13705066109  591－3424436 家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70 
序号：54 
姓名: 邵婷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邮编：350007  电话：591-83513691  83593091  83632966 
法轮功专管中队 电话∶591-83593093；591-83593094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手机：13705066109 
专管队干警：  黄晓燕（队长） 手机：13705952306  591－3348381 家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 手机：13705066109  591－3424436 家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7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71 
序号：55 
姓名: 储欣欣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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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邮编：350007  电话：591-83513691  83593091  83632966 
法轮功专管中队 电话∶591-83593093；591-83593094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手机：13705066109 
专管队干警：  黄晓燕（队长） 手机：13705952306  591－3348381 家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 手机：13705066109  591－3424436 家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7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72 
序号：56 
姓名: 林容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邮编：350007  电话：591-83513691  83593091  83632966 
法轮功专管中队 电话∶591-83593093；591-83593094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手机：13705066109 
专管队干警：  黄晓燕（队长） 手机：13705952306  591－3348381 家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 手机：13705066109  591－3424436 家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7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6173 
序号：57 
姓名: 许京薇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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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邮编：350007  电话：591-83513691  83593091  83632966 
法轮功专管中队 电话∶591-83593093；591-83593094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手机：13705066109 
专管队干警：  黄晓燕（队长） 手机：13705952306  591－3348381 家 
专管队负责人：陈闽荔（科长） 手机：13705066109  591－3424436 家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7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星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161 

  
编号: 38487 
序号：58 
姓名: 林燕 
职务: 16 队狱警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电话：83656925 839920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487 
迫害案例:  

  
编号: 38488 
序号：59 
姓名: 林添鸿 
职务: 16 队狱警副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电话：83656925 839920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48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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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489 
序号：60 
姓名: 林翠红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电话：83656925 839920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489 
迫害案例:  

  
编号: 38490 
序号：61 
姓名: 陈红 
职务: 狱警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电话：83656925 839920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490 
迫害案例:  

  
编号: 38491 
序号：62 
姓名: 章爱华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电话：83656925 839920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49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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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492 
序号：63 
姓名: 柯萌 
职务: 劳政科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电话：83656925 83992024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492 
迫害案例:  

  
编号: 38655 
序号：64 
姓名: 谭松球 
职务:  
单位: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电话： 0591-87533169 
传真： 0591-87552086 
联系邮箱： 211@fjpph.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5 
迫害案例:  

  
编号: 38656 
序号：65 
姓名: 秦宝琦 
职务:  
单位: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电话： 0591-87533169 
传真： 0591-87552086 
联系邮箱： 211@fjpp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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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6 
迫害案例:  

  
编号: 38657 
序号：66 
姓名: 孔祥涛 
职务:  
单位: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电话： 0591-87533169 
传真： 0591-87552086 
联系邮箱： 211@fjpph.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7 
迫害案例:  

  
编号: 38658 
序号：67 
姓名: 陈岳 
职务:  
单位: 福建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电话总机：0591—7095114 
新闻热线：0591—7095100    7095825 
社址：福州市华林路 84 号    邮编:350000 
网址：http://www.fjdaily.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8 
迫害案例:  

  
编号: 39360 
序号：68 
姓名: 林良云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市委"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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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州市政法委 地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井关外路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3-8335646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1 
序号：69 
姓名: 高孔霖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州市政法委 地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井关外路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3-8335646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2 
序号：70 
姓名: 李瑞琨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邮编: 350700 
电话: 0591-2483243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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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3 
序号：71 
姓名: 林彤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龙峰园 
邮编：350700 
电话：0591-832664, 0591-24837450 
林彤 院长 24827799 1380503168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4 
序号：72 
姓名: 鄢行暖 
职务: 林业庭庭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龙峰园 
邮编：350700 
电话：0591-832664, 0591-24837450 
鄢行暖 林业庭庭长 24858270 1380953201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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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5 
序号：73 
姓名: 李锦林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４２号 
邮编：350000 
电话：832129?4853 值班电话：24830251 
永泰县看守所所长：李锦林 139503838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6 
序号：74 
姓名: 陈宇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电话：059124830211 
电子信箱：ytxgaj@sohu.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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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367 
序号：75 
姓名: 陈长纯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电话：059124830211 
电子信箱：ytxgaj@sohu.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8 
序号：76 
姓名: 吴学炎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电话：059124830211 
电子信箱：ytxgaj@sohu.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69 
序号：77 
姓名: 叶建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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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电话：059124830211 
电子信箱：ytxgaj@sohu.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6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70 
序号：78 
姓名: 蒋大知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电话：059124830211 
电子信箱：ytxgaj@sohu.com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7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371 
序号：79 
姓名: 叶松颖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永泰县公安局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  
电话：059124830211 
电子信箱：ytxgaj@sohu.com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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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7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永泰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64 

  
编号: 39562 
序号：80 
姓名: 沈义和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光良街良峰路县委大楼 
邮编:363500   电话:596-332331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编号: 39563 
序号：81 
姓名: 张志权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秀峰街 
邮编:363500     电话:596-33223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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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564 
序号：82 
姓名: 卢群川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秀峰邮编:363500   电话：596-332675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编号: 39565 
序号：83 
姓名: 姚毅奇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光良街 
邮编:363500   电话： 596- 3322732  刑事庭办公电话：596-332279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编号: 39566 
序号：84 
姓名: 沈鹏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光良街 
邮编:363500   电话： 596- 3322732  刑事庭办公电话：596-3322791    
审判长沈鹏:手机:1526062911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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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编号: 39567 
序号：85 
姓名: 郑煦 
职务: 支部书记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光良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光良街居委会。邮编: 363500  光良社区电话：
596-335542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编号: 39568 
序号：86 
姓名: 沈辚顺 
职务: 支部书记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南关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南关社区居委会。邮编: 363500   南关社区电

话：596-33234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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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569 
序号：87 
姓名: 林丽生 
职务: 支部书记 
单位: 福建省诏安县桥东镇溪雅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桥东镇溪雅村 
邮编:363500  溪雅村村委会电话：596-331231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诏安县、广东省饶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传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561 

  
编号: 41094 
序号：88 
姓名: 杨建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市辖区元光北路 
邮编: 363000 
政法委书记杨建平办公室电话：0596-206277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9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41095 
序号：89 
姓名: 林骏 
职务: 副局长（分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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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骏办公室电话：0596-2622004 
家里电话：0596-25991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9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41096 
序号：90 
姓名: 魏玉山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电话:596-2622888 办公室电话：596-2622027. 传真：596-2622375.   邮箱：
xxgk@zzpolice.gov.cn. 
国保支队长魏玉山 办公室电话：0596-2622221  家里电话：0596-2896383 手机：1360508829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9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41097 
序号：91 
姓名: 蔡进财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中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元光南路 17 号 
邮编: 3630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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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41098 
序号：92 
姓名: 吴晓宇 
职务: 护理部副总护士长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中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元光南路 17 号 
邮编: 3630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9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41099 
序号：93 
姓名: 李宗炎 
职务: 保卫科科员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中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元光南路 17 号 
邮编: 3630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09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洪惠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8 

  
编号: 42743 
序号：94 
姓名: 杨为民 
职务: 维稳办主任、省公安厅维稳处处长 
单位: 福建省委维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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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80 号 
邮编：350003    
省 610 办电话： 0591-87876002、878045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3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4 
序号：95 
姓名: 张东鸣 
职务: 常务副主任 
单位: 福建省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80 号 
邮编：350003    
省 610 办电话： 0591-87876002、878045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4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5 
序号：96 
姓名: 杨丽卿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建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80 号 
邮编：350003    
省 610 办电话： 0591-87876002、878045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5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6 
序号：97 
姓名: 黄勇 
职务: 二处处长 
单位: 福建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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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50003    
省 610 办电话： 0591-87876002、878045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6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7 
序号：98 
姓名: 江敏琛 
职务: 一处副处长 
单位: 福建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80 号 
邮编：350003    
省 610 办电话： 0591-87876002、878045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7 
迫害案例:  

  
编号: 42748 
序号：99 
姓名: 陈钢 
职务: 调研员 
单位: 福建省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80 号 
邮编：350003    
省 610 办电话： 0591-87876002、878045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748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