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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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44 
姓名: 刘群星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政法委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五一三路  县政法委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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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4 
序号：1 

编号: 77049 
姓名: 张书婢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河滨路 108 号  县公安局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9 
序号：2 

编号: 77050 
姓名: 张军民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河滨路 108 号  县公安局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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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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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0 
序号：3 

编号: 77051 
姓名: 张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河滨路 108 号  县公安局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1 
序号：4 

编号: 77052 
姓名: 刘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河滨路 108 号  县公安局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4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2 
序号：5 

编号: 77054 
姓名: 林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检察院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浦城县五一三路  浦城县检察院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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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4 
序号：6 

编号: 77056 
姓名: 虞钧独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法院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梦笔大道  浦城县法院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6 
序号：7 

编号: 77057 
姓名: 缪方勇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法院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梦笔大道  浦城县法院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7 
序号：8 

编号: 77058 
姓名: 张志明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法院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梦笔大道  浦城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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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5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8 
序号：9 

编号: 77060 
姓名: 林建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临江派出所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临江镇镇安路 95 号  临江派出所  
      邮编：353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60 
序号：10 

编号: 94495 
姓名: 林锦明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泉州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91 

      福建省泉州市政法委 
      福建省泉州市庄府巷 24 号 泉州市委政法委 
       邮编：36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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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5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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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4496 
姓名: 卢炳椿 
职务: 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街 62 号  泉州市公安局 
       邮编：36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88 

      福建省泉州市政法委 
      福建省泉州市庄府巷 24 号 泉州市委政法委 
       邮编：36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9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6 
序号：12 

编号: 94498 
姓名: 许志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津淮街 29 号   丰泽区公安分局 
       邮编：362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7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8 
序号：13 

编号: 94499 
姓名: 陈玉麟 
职务: 国保大队中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津淮街 29 号   丰泽区公安分局 
       邮编：362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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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99 
序号：14 

编号: 94501 
姓名: 郭光谋 
职务: 第七工程处厂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第一公路工程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 226 号  福建省第一公路工程公司 
       邮编: 362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1 
序号：15 

编号: 94502 
姓名: 陈国平 
职务: 第七工程处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第一公路工程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 226 号  福建省第一公路工程公司 
       邮编: 362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2 
序号：16 

编号: 94503 
姓名: 俞宏秋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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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3 
序号：17 

编号: 94504 
姓名: 陈晓东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4 
序号：18 

编号: 94505 
姓名: 林宝英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5 
序号：19 

编号: 94506 
姓名: 刘郁晴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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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  专管队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6 
序号：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