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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编号: 43283 
序号：1 
姓名: 王小洪 
职务: 组长 
单位: 福建省垃圾电子邮件专项治理协调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公安厅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2 号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7093063、8709406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83 
迫害案例:  

  
编号: 43284 
序号：2 
姓名: 潘东升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福建省公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公安厅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2 号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7093063、8709406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84 
迫害案例:  

  
编号: 46072 
序号：3 
姓名: 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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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上杭路 22 号市委大院   邮编:355000    
电话:0593-6382530 
书记刘晓明  13950566789  0593-684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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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7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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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073 
序号：4 
姓名: 黄光棠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兼“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上杭路 22 号市委大院   邮编:355000    
电话:0593-6382530 
主任黄光棠 13950513616    0593-6358666  0593-638026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6074 
序号：5 
姓名: 钱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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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55000   
电话: 593-65320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6075 
序号：6 
姓名: 李园 
职务: 国保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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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355000   
电话: 593-6532011 
国保大队长李园  13905037565    0593-6532216  0593-638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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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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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6076 
序号：7 
姓名: 叶荣建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秦溪路     邮编: 355000    
电话: 593-6381207；6381237 
检察长：631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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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7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6077 
序号：8 
姓名: 陈平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秦溪路     邮编: 355000    
电话: 593-6381207；6381237 
检察长：6310088 
公诉科科长陈平； 593-6310059 1870593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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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7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6078 
序号：9 
姓名: 吴世平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安市城北街道新华北路 55 号 邮编：355000 
电话: 593-656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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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93-6382463 传真：0593-6589951 
刑庭庭长：656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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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7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6079 
序号：10 
姓名: 张锐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安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安市锦鸡垅，邮政编码：355000 
电话: 
所长张锐勇 593-6532199 138503889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福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秀菊、高素、黄菊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1 

  
编号: 47294 
序号：11 
姓名: 林捷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单位: 福建省平潭县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潭城镇 翠园南路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4312105 
地址:（县公安局）福州平潭县潭城镇合掌街 57 号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17110 
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林捷: 139059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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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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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295 
序号：12 
姓名: 卢建生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平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福州平潭县潭城镇合掌街 57 号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17110 
国保大队大队长卢建生: 1380503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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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编号: 47296 
序号：13 
姓名: 施建清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潭城镇 翠园南路 10 号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37151 0591-2433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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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编号: 47297 
序号：14 
姓名: 郑惠安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潭城镇 翠园南路 10 号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37151 0591-2433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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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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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编号: 47298 
序号：15 
姓名: 吴娟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潭城镇 翠园南路 10 号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37151 0591-2433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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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编号: 47299 
序号：16 
姓名: 梁华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岚城乡 万宝中路南侧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37660 0591-24331856 
县法院院长梁华: 0591-24337660 0591-2433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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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9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编号: 47300 
序号：17 
姓名: 李维 
职务: 法官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岚城乡 万宝中路南侧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24337660 0591-24331856 
法官李维: 办 0591-24318421 1345911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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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0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编号: 47301 
序号：18 
姓名: 高福仁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潭城镇 莲花山下 邮编:350400 
电话: 0591-4360483 0591-24360483 
县看守所所长高福仁：0591-43604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30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平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邱姗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