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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编号: 69299 

序号：1 

姓名: 林锐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新华路 43 号   邮编：361001 

电话：0592-21101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0 

序号：2 

姓名: 徐小军 

职务: 国保大队中队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新华路 43 号   邮编：361001 

电话：0592-2110150 

国保大队中队长徐小军 0592-2262638 手机 1385991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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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0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1 

序号：3 

姓名: 吴旗荣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思明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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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2 

序号：4 

姓名: 林少强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局长林少强  0592-53029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3 

序号：5 

姓名: 叶志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国保大队长叶志明  0592-530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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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0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4 

序号：6 

姓名: 陈庆礼 

职务: 办案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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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办案警察陈庆礼 138599182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5 

序号：7 

姓名: 陈伟明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6 

序号：8 

姓名: 史金根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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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307 

序号：9 

姓名: 林建能 

职务: 办案警察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 106 号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302922 （办公室）0592-53029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8 

序号：10 

姓名: 李伟刚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漳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 118 号   邮编：364000 

电话：公安局 0597-3212898 传真：0597-3212895 

国保大队长李伟刚  手机 13906073481  宅 0597-752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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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0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09 

序号：11 

姓名: 倪宗泽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334 号   邮编 361004 

电话：0592-2513588 0592-5306306 传真：0592-5306333 

主审法官倪宗泽 0592-53065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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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10 

序号：12 

姓名: 汪漳龙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334 号   邮编 361004 

电话：0592-2513588 0592-5306306 传真：0592-5306333 

主审法官汪漳龙；0592-530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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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1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11 

序号：13 

姓名: 陈悌 

职务: 公诉检察官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文灵西路 66 号    邮编：361005 

电话：0592-2512551 

检察官陈悌 0592-3525372  手机 136069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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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1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12 

序号：14 

姓名: 范晓甘 

职务: 公诉检察官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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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文灵西路 66 号    邮编：361005 

电话：0592-2512551 

检察官范晓甘 0592-352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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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1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13 

序号：15 

姓名: 苏微茹 

职务: 检察室主任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碧山派出所驻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396 号     邮编：361005 

电话：0592-2085392 0592-2085465 0592-2081110 

驻看守所检察室主任苏微茹 1395017865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编号: 69314 

序号：16 

姓名: 许国盛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光路 58 号   邮编：361007 

电话：0592-52005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4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厦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丽芳、黄雅洁、黄雅萍、蒋雪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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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464 

序号：17 

姓名: 陈思忠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铁路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铁路公安处 

地址：（市铁路公安处）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南二路 邮编：361007 

电话：（市铁路公安处）05923822258 

看守所所长陈思忠（2007 时任）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0465 

序号：18 

姓名: 戴哲江 

职务: 六大队大队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劳教所 (福州儒江劳教所 鲁江强行戒毒劳教所 

福州劳教所 鲁江劳改农场) 

地址：(市劳教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快安路 47 号 儒江 59 号信箱专管中队 邮编：350015 

电话：(市劳教所) 0591-87577203 0591-87577172 转五大队(专迫害法轮功)8048 8049 

封闭队 0591-87577172 转 8084 或转 8003 

六大队戴姓大队长（戴哲江 警号 3532016）：13328200693 1380508881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大冶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黄海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编号: 71157 

序号：19 

姓名: 王世雄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署前路 14 号 宁德市政法委  邮编：3521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4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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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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0593-2822061 610 办公室 传真：0593-2369586 

综合协调科 0593-2059386 传真 0593-2826770 

督导科 0593-2059396 平安办传真 0593-207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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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58 

序号：20 

姓名: 高剑峰 

职务: 委常务副书记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署前路 14 号 宁德市政法委  邮编：352100 

电话：0593-2822061 610 办公室 传真：0593-2369586 

综合协调科 0593-2059386 传真 0593-2826770 

督导科 0593-2059396 平安办传真 0593-207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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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59 

序号：21 

姓名: 郑雷声 

职务: 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67 号 宁德市公安局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 2972999 指挥中心 0593-2972000 传真 0593-2972201           

纪检组 2972256、2972129 科技处 2972505 警卫处 2972022 办公室 2972201 

国保支队 2972010、2972130 政治部 2972211 户政处 2972035 

公安局纪委监察室 0593-2972197 传真：0593-2972502 

局长郑雷声 0593-29720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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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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0 

序号：22 

姓名: 潘建华 

职务: 国保支保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67 号 宁德市公安局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 2972999 指挥中心 0593-2972000 传真 0593-2972201           

纪检组 2972256、2972129 科技处 2972505 警卫处 2972022 办公室 2972201 

国保支队 2972010、2972130 政治部 2972211 户政处 2972035 

公安局纪委监察室 0593-2972197 传真：0593-2972502 

国保支保长潘建华 0593-2972000 转 2011 0593-2972011 138095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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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1 

序号：23 

姓名: 陈为玲 

职务: 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 67 号 宁德市公安局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 2972999 指挥中心 0593-2972000 传真 0593-2972201           

纪检组 2972256、2972129 科技处 2972505 警卫处 2972022 办公室 2972201 

国保支队 2972010、2972130 政治部 2972211 户政处 2972035 

公安局纪委监察室 0593-2972197 传真：0593-29725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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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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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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号: 71162 

序号：24 

姓名: 吴小斌 

职务: 书记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八一五中路  蕉城区委政法委 邮编 352100 

电话： 值班室：0593-2822491 0593-2825485 传真：0593-2826308 

蕉城区纪委信访办 0593-2823898 0593-2866100 传真 0593-282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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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3 

序号：25 

姓名: 陈桂森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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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352100 

电话：0593-7185525  0593-2951115 

副局长陈桂森 0593-7185505 139050315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4 

序号：26 

姓名: 张文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117 号 蕉城区检察院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291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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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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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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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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5 

序号：27 

姓名: 陈玉亨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117 号 蕉城区检察院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291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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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5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6 

序号：28 

姓名: 陈素珍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117 号 蕉城区检察院 邮编 352100 

电话：0593-291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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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6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7 

序号：29 

姓名: 翁扬毅 

职务: 院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站前路 45 号  蕉城区法院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2968756  院立案窗口电话：0593-2969001 传真 0593-2968756 

纪检监察 0593-2969093 办公室 0593-2981389 刑庭 0593-2967111 

民一庭 0593-2968139 林业庭 0593-2967298 行政庭 0593-29682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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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房 0593-2969376 政治处 0593-2969177 行装科 0593-2969051 

法警队 0593-2968113 少年庭 0593-2968361 民二庭 0593-2968510 

审监庭 0593-2977568 执行局 0593-2968300 

邮箱：ndjcf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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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7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8 

序号：30 

姓名: 张小连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站前路 45 号  蕉城区法院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2968756  院立案窗口电话：0593-2969001 传真 0593-2968756 

纪检监察 0593-2969093 办公室 0593-2981389 刑庭 0593-2967111 

民一庭 0593-2968139 林业庭 0593-2967298 行政庭 0593-2968228 

机房 0593-2969376 政治处 0593-2969177 行装科 0593-2969051 

法警队 0593-2968113 少年庭 0593-2968361 民二庭 0593-2968510 

审监庭 0593-2977568 执行局 0593-2968300 

邮箱：ndjcf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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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8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69 

序号：31 

姓名: 吴灿钦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站前路 45 号  蕉城区法院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2968756  院立案窗口电话：0593-2969001 传真 0593-2968756 

纪检监察 0593-2969093 办公室 0593-2981389 刑庭 0593-2967111 

民一庭 0593-2968139 林业庭 0593-2967298 行政庭 0593-2968228 

机房 0593-2969376 政治处 0593-2969177 行装科 0593-29690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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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警队 0593-2968113 少年庭 0593-2968361 民二庭 0593-2968510 

审监庭 0593-2977568 执行局 0593-2968300 

邮箱：ndjcf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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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9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70 

序号：32 

姓名: 黄霖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站前路 45 号  蕉城区法院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2968756  院立案窗口电话：0593-2969001 传真 0593-2968756 

纪检监察 0593-2969093 办公室 0593-2981389 刑庭 0593-2967111 

民一庭 0593-2968139 林业庭 0593-2967298 行政庭 0593-2968228 

机房 0593-2969376 政治处 0593-2969177 行装科 0593-2969051 

法警队 0593-2968113 少年庭 0593-2968361 民二庭 0593-2968510 

审监庭 0593-2977568 执行局 0593-2968300 

邮箱：ndjcf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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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70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71 

序号：33 

姓名: 阮梦洁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站前路 45 号  蕉城区法院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2968756  院立案窗口电话：0593-2969001 传真 0593-2968756 

纪检监察 0593-2969093 办公室 0593-2981389 刑庭 0593-2967111 

民一庭 0593-2968139 林业庭 0593-2967298 行政庭 0593-2968228 

机房 0593-2969376 政治处 0593-2969177 行装科 0593-2969051 

法警队 0593-2968113 少年庭 0593-2968361 民二庭 0593-29685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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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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审监庭 0593-2977568 执行局 0593-2968300 

邮箱：ndjcf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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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71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72 

序号：34 

姓名: 张辉 

职务: 监管支队支队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金涵乡亭坪村   宁德市看守所  邮编：352100 

电话： 0593-27318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72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编号: 71173 

序号：35 

姓名: 张军宁 

职务: 所长 

单位: 福建省宁德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所长张军宁电话 0593-27310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73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传雄、杨雄、庄友布等 9 人非法判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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