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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编号: 12260
序号：1
姓名: 徐谦
职务: 福建省政法委书记
单位: 福建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永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2261
序号：2
姓名: 林西广
职务: 一处处长
单位: 福建省“610 办公室”（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永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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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2
序号：3
姓名: 张玉田
职务: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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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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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洲社区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永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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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3
序号：4
姓名: 王鑫
职务: 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福建省公安厅、福州市委、福州市政法委、福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津门路 11 号
监督/投诉电话：87569110
王 鑫 87026001（办） 87094798（宅）1386061186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永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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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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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64
序号：5
姓名: 陈红卫
职务: 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仓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永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编号: 12593
序号：6
姓名: 唐颐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国保大队、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春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

编号: 12594
序号：7
姓名: 蔡小林
职务: 常委、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委、宁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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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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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国保大队、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春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

编号: 12595
序号：8
姓名: 魏振潮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国保大队、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春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

编号: 12596
序号：9
姓名: 易珠霞
职务: 管教
单位: 宁德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国保大队、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春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

编号: 12597
序号：10
姓名: 李伟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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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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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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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李伟（国保大队队长）：1305558936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国保大队、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春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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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8
序号：11
姓名: 杨日海
职务: 警察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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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公安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国保大队、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春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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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0
序号：12
姓名: 牛纪刚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福州市市委, 福州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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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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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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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2771
序号：13
姓名: 刘锡辉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州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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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2
序号：14
姓名: 张学谋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福州市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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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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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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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773
序号：15
姓名: 周迅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津门路 11 号
监督/投诉电话：87569110
周迅电话：0591-87623013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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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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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4
序号：16
姓名: 林文强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福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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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2775
序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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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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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俊云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仓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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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6
序号：18
姓名: 刘进春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7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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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3658
序号：19
姓名: 吴仁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福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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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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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3659
序号：20
姓名: 黄应雄
职务: 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
单位: 福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编号: 13660
序号：21
姓名: 林文芳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编号: 13661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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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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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钱庭勋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麦园路 52 号 邮编： 350007
钱庭勋 83477699（办） 87503288（宅）137050689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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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2
序号：23
姓名: 陈永康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麦园路 52 号 邮编： 3500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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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3
序号：24
姓名: 郑榕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福州仓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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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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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编号: 13664
序号：25
姓名: 郭庆潮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福州仓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编号: 13665
序号：26
姓名: 潘蕾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福州仓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

编号: 15985
序号：27
姓名: 冯宁生
职务: 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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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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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教育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86
序号：28
姓名: 万玲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州市台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87
序号：29
姓名: 陈雯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主审法官
单位: 福州市台江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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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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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5988
序号：30
姓名: 李有才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州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89
序号：31
姓名: 陈承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州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8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0
序号：32
姓名: 许铭忠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州市鼓楼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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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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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1
序号：33
姓名: 刘进生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2
序号：34
姓名: 吴雪花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3
序号：35
姓名: 陈雪娣
职务: 监狱长（前任）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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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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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4
序号：36
姓名: 江启森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5
序号：37
姓名: 梁继伟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5996
序号：38
姓名: 李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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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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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委
单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9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官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73

编号: 16425
序号：39
姓名: 李跃万
职务: 司法厅副厅长, 监狱管理局局长
单位: 福建省司法厅,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2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26
序号：40
姓名: 周苏东
职务: 教育改造处处长
单位: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2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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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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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6427
序号：41
姓名: 林建晞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州市鼓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2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28
序号：42
姓名: 卓建伟
职务: 法官
单位: 福州市鼓楼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2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29
序号：43
姓名: 叶爱国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2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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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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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0
序号：44
姓名: 陈峰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1
序号：45
姓名: 陈永兴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2
序号：46
姓名: 李林盛
职务: 政委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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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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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3
序号：47
姓名: 蔡德明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4
序号：48
姓名: 杨以明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5
序号：49
姓名: 侯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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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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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治处主任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6
序号：50
姓名: 卓椿
职务: 犯人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6437
序号：51
姓名: 董先敏
职务: 犯人
单位: 福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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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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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6438
序号：52
姓名: 胡波
职务: 专管队队长
单位: 福建省儒江强制戒毒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43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6

编号: 18491
序号：53
姓名: 陈志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建省“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8492
序号：54
姓名: 傅再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福建省“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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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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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8493
序号：55
姓名: 卢福宁
职务: 主任
单位: 福州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8494
序号：56
姓名: 林峰
职务: 警察
单位: 福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津门路 11 号
监督/投诉电话：87569110
单位系统:国保大队，国保支队, 国保警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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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5
序号：57
姓名: 严名坤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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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f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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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福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8496
序号：58
姓名: 张杰
职务: 院长
单位: 仓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8497
序号：59
姓名: 易荣和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仓山区法院刑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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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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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8498
序号：60
姓名: 蔡文建
职务: 法官
单位: 仓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信地址：福州仓山区怡和巷 56 号 邮编：350007
电话：0591-3446346
蔡文建 电话：83138110
单位系统:法院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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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9
序号：61
姓名: 陈秀云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仓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18500
序号：62
姓名: 曹永康
职务: 科长
单位: 仓山区检察院公诉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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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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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0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州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福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90

编号: 22869
序号：63
姓名: 黄晓东
职务: 书记
单位: 武夷山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崇安镇文化宫 9 号 邮编：354300
电话：05995302146
办公室: 5302146
综治办: 531029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6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安仁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5

编号: 22870
序号：64
姓名: 官少华
职务: 局长
单位: 武夷山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五九路 邮编：354300
电话：0599-5302766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7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安仁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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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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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2871
序号：65
姓名: 郭卫权
职务: 政委
单位: 武夷山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五九路 邮编：354300
电话：0599-5302766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7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安仁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5

编号: 22872
序号：66
姓名: 曹春富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武夷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五九路 邮编：354300
电话：0599-5302766, 国保大队：0599-5307023
曹春富: 家 0599－5103011, 手机 13960678258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7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安仁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5

编号: 22873
序号：67
姓名: 汤达忠
职务: 警察
单位: 武夷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五九路 邮编：354300
电话：0599-5302766, 国保大队：0599-530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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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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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达忠：15059968161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7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安仁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5

编号: 22874
序号：68
姓名: 周贵生
职务: 警察
单位: 武夷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五九路 邮编：354300
电话：0599-5302766, 国保大队：0599-5307023
周贵生：13859496606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7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安仁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5

编号: 24591
序号：69
姓名: 陈爱珠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236 号（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邮编：350014
电话：0591- 83593094 0591―83663603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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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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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4592
序号：70
姓名: 周容
职务: 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236 号（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邮编：350014
电话：0591- 83593094 0591―83663603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编号: 24593
序号：71
姓名: 黄磊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236 号（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邮编：350014
电话：0591- 83593094 0591―83663603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编号: 24594
序号：72
姓名: 余爱琼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236 号（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邮编：350014
电话：0591- 83593094 0591―83663603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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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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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编号: 24595
序号：73
姓名: 谢秀清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236 号（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邮编：350014
电话：0591- 83593094 0591―83663603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编号: 24596
序号：74
姓名: 谢冬瓜
职务: 包夹犯人
单位: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236 号（福州市台屿 706 信箱）邮编：350014
电话：0591- 83593094 0591―83663603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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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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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4597
序号：75
姓名: 朱加明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丹霞路 96 号邮编：350014
电话：0596-2622221 596 262 2888 0596-2622231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漳州市及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林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590

编号: 26380
序号：76
姓名: 刘成健
职务: 副政委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1
序号：77
姓名: 陈存兴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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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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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2
序号：78
姓名: 李中禄
职务: 会计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3
序号：79
姓名: 吕伏顺
职务: 警察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4
序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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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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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欧晓敏
职务: 警察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5
序号：81
姓名: 阮诗宪
职务: 警察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6
序号：82
姓名: 刘诗忠
职务: 警察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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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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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7
序号：83
姓名: 侯光荣
职务: 警察
单位: 霞浦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府前路东街 197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2392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7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8
序号：84
姓名: 张祖文
职务: 主任
单位: 原霞浦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霞浦县松城镇东街 184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304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89
序号：85
姓名: 林惠文
职务: 警察 (警号 940014)
单位: 松城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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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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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福建省霞浦县松城街道龙首路 286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65111
林惠文：18959338733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89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90
序号：86
姓名: 占昌银
职务: 警察 (警号 940088)
单位: 松城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福建省霞浦县松城街道龙首路 286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65111
占昌银：13850358811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91
序号：87
姓名: 李阿斗
职务: 所长
单位: 霞浦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看守所 邮编：355100
电话：县公安局 0593-8892392 转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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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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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92
序号：88
姓名: 林雄
职务: 人员
单位: 俊星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霞浦县松城镇太康路 89 号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12661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93
序号：89
姓名: 林孝贤
职务: 班长
单位: 水磨坑水电站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霞浦县松城镇州洋乡东关工业桃源１号区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5828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编号: 26394
序号：90
姓名: 陈钦斌
职务: 站长
单位: 水电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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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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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霞浦县松城镇州洋乡东关工业桃源１号区 邮编：355100
电话：0593-8895828 转
单位系统:
城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9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福建省霞浦县法轮功学员郑细弟、何映桃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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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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