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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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89   (序号：1) 
姓名: 李楠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1   (序号：2) 
姓名: 黄兆茀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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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2   (序号：3) 
姓名: 江斐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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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3   (序号：4) 
姓名: 甘锦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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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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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4   (序号：5) 
姓名: 刘卫平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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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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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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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5   (序号：6) 
姓名: 马雄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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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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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7   (序号：7) 
姓名: 刘玉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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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8   (序号：8) 
姓名: 林舒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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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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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9   (序号：9) 
姓名: 林欣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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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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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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