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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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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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07   (序号：1) 

姓名: 胡卫春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1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法院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6 

编号: 121808   (序号：2) 

姓名: 张惠珍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1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法院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6 

编号: 121810   (序号：3) 

姓名: 曾宏斌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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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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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法院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6 

编号: 121811   (序号：4) 

姓名: 陈颖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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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法院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6 

编号: 121813   (序号：5) 

姓名: 连艳芳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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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法院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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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814   (序号：6) 

姓名: 徐呈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东山路 197 号   南平市公安局  

       邮编：3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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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南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9 

编号: 121815   (序号：7) 

姓名: 徐京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东山路 197 号   南平市公安局  

       邮编：3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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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南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9 

编号: 121817   (序号：8) 

姓名: 黄家添 

职务: 一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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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南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9 

编号: 121818   (序号：9) 

姓名: 林晓明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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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0   (序号：10) 

姓名: 林建峰 

职务: 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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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821   (序号：11) 

姓名: 李斌 

职务: 副校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2   (序号：12) 

姓名: 林建（2） 

职务: 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3   (序号：13) 

姓名: 翁建兰 

职务: 政治处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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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4   (序号：14) 

姓名: 伍晓萍 

职务: 班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三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建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文娟的责任人的林晓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6 

编号: 121826   (序号：15) 

姓名: 杨玉贻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 92 号 

       邮编：3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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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可娟、叶巧明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4 

编号: 121827   (序号：16) 

姓名: 叶忠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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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 92 号 

       邮编：3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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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范可娟、叶巧明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4 

编号: 121828   (序号：17) 

姓名: 篮翠珂 

职务: 教育科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劳教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江桂莲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2 

编号: 121829   (序号：18) 

姓名: 陈涛（2） 

职务: 法制科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劳教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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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江桂莲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2 

编号: 121830   (序号：19) 

姓名: 朱晓兵 

职务: 法制科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劳教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江桂莲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2 

编号: 121831   (序号：20) 

姓名: 江桂莲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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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江桂莲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2 

编号: 121848   (序号：21) 

姓名: 林洪粦 

职务: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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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杨桥中路 146 号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3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49   (序号：22) 

姓名: 李振华 

职务: 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0   (序号：23) 

姓名: 董好官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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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50011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1   (序号：24) 

姓名: 洪云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2   (序号：25) 

姓名: 陈萍 

职务: 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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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3   (序号：26) 

姓名: 陈丽玲 

职务: 副调研员兼狱政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4   (序号：27) 

姓名: 黄芳 

职务: 医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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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6   (序号：28) 

姓名: 杨泽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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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57   (序号：29) 

姓名: 卢坤山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8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0 

编号: 121858   (序号：30) 

姓名: 马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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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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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国保支队科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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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0 

编号: 121859   (序号：31) 

姓名: 张志权（2） 

职务: 国保支队五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96 号 

       邮编：3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8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0 

编号: 121860   (序号：32) 

姓名: 余和木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延安北路 5 号 

       邮编：3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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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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漳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0 

编号: 121861   (序号：33) 

姓名: 王淑霞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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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2   (序号：34) 

姓名: 吴东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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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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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863   (序号：35) 

姓名: 黄敏 

职务: 管理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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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4   (序号：36) 

姓名: 吴品玉 

职务: 专管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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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5   (序号：37) 

姓名: 黄晓燕 

职务: 专管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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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6   (序号：38) 

姓名: 郑珑 

职务: 专管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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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7   (序号：39) 

姓名: 薛云萍 

职务: 专管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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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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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8   (序号：40) 

姓名: 林玲 

职务: 专管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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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1869   (序号：41) 

姓名: 肖红英 

职务: 专管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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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3 

编号: 124077   (序号：42) 

姓名: 陈由顺 

职务: 景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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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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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景弘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 146 号 10 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6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杨桥中路 146 号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3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4080   (序号：43) 

姓名: 黄义权 

职务: 宁德翼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宁德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宁德翼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宁德监狱狱政指挥中心 201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9 

      福建省宁德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083   (序号：44) 

姓名: 艾贵祥 

职务: 闽江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闽江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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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闽江针织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新峰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2 

      福建省闽江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上街大学城国宾大道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086   (序号：45) 

姓名: 杨天良 

职务: 清流新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清流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清流新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清流县林畲乡新垦新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5 

      福建省清流监狱 

      福建省清流县林畲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089   (序号：46) 

姓名: 周杭生 

职务: 楚源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未成年管教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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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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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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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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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楚源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闽侯县南屿镇窗厦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8 

      福建省未成年管教所 

      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8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092   (序号：47) 

姓名: 丁样生 

职务: 武鑫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夷山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武夷山武鑫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夷宫上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1 

      福建省武夷山监狱 

      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夷宫上埔 

       邮编：3543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096   (序号：48) 

姓名: 高秋华 

职务: 建阳兴欣织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建阳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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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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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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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阳兴欣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童游曼头山 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5 

      福建省建阳监狱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童游曼头山 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099   (序号：49) 

姓名: 陈庆荣 

职务: 新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龙岩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龙岩新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解放北路 20 号（龙岩监狱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8 

      福建省龙岩监狱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解放北路 2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9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02   (序号：50) 

姓名: 黄一伟 

职务: 榕光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榕城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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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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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榕光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金山开发区金塘路 3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1 

      福建省榕城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金山工业区金亭路 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04   (序号：51) 

姓名: 魏杨旺 

职务: 福州景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景弘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景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 19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3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杨桥中路 146 号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3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07   (序号：52) 

姓名: 洪泉阳 

职务: 厦门鹭晖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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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厦门鹭晖轻工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朝洋路 8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6 

      福建省厦门监狱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朝洋路 81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10   (序号：53) 

姓名: 林明飞 

职务: 宏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福清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宏新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清市镜洋镇甘厝口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9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13   (序号：54) 

姓名: 陈祥义 

职务: 新立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永安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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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永安市新立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 永安市兴坪大洲后 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2 

      福建省永安监狱 

      福建省永安市大洲后 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16   (序号：55) 

姓名: 陈勇（3） 

职务: 龙岩锦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闽西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龙岩锦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凤凰北路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5 

      福建省闽西监狱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凤凰北路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19   (序号：56) 

姓名: 洪建军 

职务: 漳州新园轻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漳州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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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州新园轻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南坑北路 6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8 

      福建省漳州监狱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南坑北路 6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1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22   (序号：57) 

姓名: 黄全瑜 

职务: 莆田荔兴轻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莆田监狱监狱长、泉州升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泉

州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莆田荔兴轻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涵街 208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1 

      福建省莆田监狱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涵大街 208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0 

      福建省泉州升华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岳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4 

      福建省泉州监狱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古道街 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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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127   (序号：58) 

姓名: 曾庆友 

职务: 宏达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仓山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宏达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州镇敖山工业小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6 

      福建省仓山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州镇敖山工业小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129   (序号：59) 

姓名: 曾文嘉 

职务: 闽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福州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福州闽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马路后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28 

      福建省福州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前横路 7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5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5274   (序号：60) 

姓名: 袁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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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5275   (序号：61) 

姓名: 何方 

职务: 攻坚组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5276   (序号：62) 

姓名: 黄亦榄 

职务: 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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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77   (序号：63) 

姓名: 高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 92 号 

       邮编：3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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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78   (序号：64) 

姓名: 黄翔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政法委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麦园路 52 号   仓山区政法委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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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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79   (序号：65) 

姓名: 林向北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麦园路 52 号   仓山区政法委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80   (序号：66) 

姓名: 雷美发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朝阳路 30 号  仓山公安分局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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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281   (序号：67) 

姓名: 张建宏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朝阳路 30 号  仓山公安分局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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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82   (序号：68) 

姓名: 陆剑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法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石边路 3 号  仓山区法院  

       邮编：35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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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83   (序号：69) 

姓名: 林鲁荣 

职务: 副院长（负责刑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法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石边路 3 号  仓山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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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5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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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84   (序号：70) 

姓名: 陈雄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法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石边路 3 号  仓山区法院  

       邮编：35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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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5285   (序号：71) 

姓名: 吴世如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检察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大坪路 326 号  仓山区检察院 

       邮编：3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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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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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福建省福清监狱、福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晶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5 

编号: 126535   (序号：72) 

姓名: 李杰鹏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杨桥中路 146 号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3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6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6536   (序号：73) 

姓名: 孔庆辉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6537   (序号：74) 

姓名: 邱庆学 

职务: 教育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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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6538   (序号：75) 

姓名: 黄亦橄 

职务: “攻坚组”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6539   (序号：76) 

姓名: 朱信斌 

职务: “攻坚组”组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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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6540   (序号：77) 

姓名: 陈志明 

职务: “攻坚组”组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清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镜洋镇下施村  福清监狱  

       邮编：3503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1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邱庆学-2019（第 0047 号）- 福建省福清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1 

编号: 127810   (序号：78) 

姓名: 温文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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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温文华-2020（第 0080 号）-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2 

编号: 127811   (序号：79) 

姓名: 韦信斌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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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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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温文华-2020（第 0080 号）-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2 

编号: 127813   (序号：80) 

姓名: 林俊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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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温文华-2020（第 0080 号）-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2 

编号: 127814   (序号：81) 

姓名: 李伟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厦门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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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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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温文华-2020（第 0080 号）-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02 

编号: 128430   (序号：82) 

姓名: 吴荣才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政法委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路 196 号  南平市政法委 

       邮编：3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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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俊英、林金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6 

编号: 128431   (序号：83) 

姓名: 钟文龙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 

      福建省南平市东山路 197 号   南平市公安局  

       邮编：3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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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俊英、林金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6 

编号: 128433   (序号：84) 

姓名: 万勇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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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检察院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站前大道 98 号   武夷山检察院   

       邮编：3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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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俊英、林金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6 

编号: 128435   (序号：85) 

姓名: 王建敏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法院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环岛西路 121 号   武夷山市法院   

       邮编：35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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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俊英、林金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6 

编号: 128437   (序号：86) 

姓名: 黄石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杨真一路 32 号    南平市中级法院   

       邮编：3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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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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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武夷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俊英、林金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