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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 20 社區 1 棟 C-207  

Tel: 852-36187808 Fax: 852-31114197  Tel: 86-755-25353546  
Websites:  www.ycec.com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此致 
中國工商銀行(亞州) 有限公司董事長 
及行政總裁 陳愛平 
閣下: 

香港中環花園道 3 號

中國工商銀行 33 樓
enquiry@icbcasia.com

Tel: 3510-8888

Fax: 2805-1166 2878-7784

此事雖非涉及貴行業務, 但貴行屬下即30樓的[個人金融業務部] 之李仲賢的

個人行為已嚴重地拖塌了工銀亞州榮譽!  以及其行為更涉及參與一重大的國際隱瞞醫學

發明後續之謀殺企圖, 且似乎是受到貴行升職重賞之下的明知故犯! 因此, 董事長不可等

閒視之: 

簡單地講, 那是因在30多年前本人的電子自動機器工程設計業績早就國際成名且無

對手, 且不少一流的專用設備自用不賣包括江澤民82-85年為電子工業部長時的屬下企業, 

也就因此種下禍根! 可進本人的 www.ycec.com 再點擊張高麗頭像可見自91年底本人的恒

昌電子在深圳落藉後, 江澤民就派出個老鄉跟蹤謀略找人搞事最後由張高麗配合,直到99

年前才將本人數佰部機器設備前搶劫回楊州老家威之後 就從此關閉了中院大門!    

上述就是害怕本人可籍托起911股災的[航空安全三措]或解救

中港SARS國難危機醫學發明出名後 無法交代下台!  因此要籍手中

權勢不惜明知隱瞞的後果是殺人如麻也要不惜代價組織國際隱瞞以

及密謀刺殺本發明人的企圖根由也就在此!  

 也因此, 閣下可進本人的www.ycec.com再點13.謀殺項 就可

清楚無疑 經多次在官塘及深圳的謀殺失敗及以MH370演習綁架本人

也不上當後的去年9月始, 江澤民在港勢力就叫走在英皇道新威園

E601室本人的舊租客尋找謀殺機會!   

而就在此时, 見右圖这一有警探眼神的男人与貴司的李仲 

賢就帶著他老婆於2014年10月16日睇樓租用來了! 

盡管及後有地產代理帶人睇樓的出價$15,500.-, 李仲賢三個當場聽到一清二

楚, 與在前答應李仲賢依合約不包管理費$13,300.-相差就有$1600.- 之远! 

由於李仲賢出示了在貴行工作名片,本人也同意握手在先, 雖還沒落定, 但依本人一

慣原則還是算了!   因此, 李仲賢當日親自落定後就安排他太太於2014年10月20日與

本人簽租約, 見附件1. 因本人住深圳, 就告知租約由他去蓋泥印費用各付一半在

租金中扣如之前租客!  

但隨之而來的是, 貴司的李仲賢就露出搞事配合幕後人技倆, 而这幕後交接人非

上右圖有警方背景莫属:  

其一, 即利用在附件1.租約第3頁左加簽1.可見, 由李仲賢提出將為浴室更換

全新磁磚要求本人順應同意, 如此大方的租客少見, 本人寫上了要求以美觀為主! 

但成本過高, 李仲賢在7天後就告知已在磁磚表面塗上一層他喜歡的顏色漆一定要

本人過去察看與他的“師傅”討論! 這擺明要引誘本人前往, 而刺客正是那油漆

“師傅”正如www.ycec.com/Jzm/murder.htm之謀殺三.3.,   因此, 本人立即告知,去

看沒義意,只要在租約滿後可恢復原狀就可!   本人還清楚無疑地告知他, 那“油漆師傅”

就如那謀殺三.3. 刺客不假!   也因此, 在無計可施之後, 貴司的李仲賢又另出一計地不

停來電要本人當面給他2個月的按金收據, 本人告知: “租約規定無須收據,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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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傳真俾你, 得唔得? ”,  但還凶如無知狂狗連最基本的禮儀也無存, 最後,本人

只好說: “我回官塘之時叫你老婆過來官塘地鐵站拿!” 後才住口! 

其二, 在2015年6月3日,李仲賢又拒絕依租約交租金, 本人只好又去電李仲賢

追租, 但李仲賢凶極惡相:“你與我無關, 我冇同你簽租約, 再卑電話我噈報警!”

後即掛斷電話! 本人無賴再去電:“李生, 雖由你太太代簽租約, 但你同我講租的錄

影帶具全(如上圖), 且由你戶口轉帳均鐵證如山, 想賴租都幾難哦, 當時全信你亞州工

銀高級職員卡片, 估唔到亞州工銀可以出佐你咁嗰賴仔, 再唔交租實要同你佬西講嚇, 你

仲有冇面啊!?”!   事實正是如此, 在李仲賢還沒有 “搞掂”公司之前卻有所顧慮!   因

此在第二天就叫他太太來電告知已轉帳!   

上述可見, 似乎是李仲賢的幕後人已協助“搞掂”佐 亞州工銀他的上司放手讓李

仲賢出來做賴仔! 

怪不得在2015年9月18日, 當新威園大廈管理處來電本人告知李仲賢自去年至今還

沒依租約交過管理費, 李仲賢又不聽電話本人只傳真如附件1., 但其後更拒絕交租, 

因此, 本人只好依租約規定於2015年10月5日在出租的E601門口貼上附件2. 的催租及欠

$7200.-管理費單後並赶往貴行30樓找李仲賢面催交納, 豈知李仲賢一出來便恕吼: 

“你是誰啊, 我不認識你!”,又叫他的同事: “快通知保安把他趕出去,並以後不

得再進來!”, 本人也火了: “看看這張催租催租, 再不交租交管理費就要斷水斷電租

給其他人了!”, 豈知這傢夥又胡扯: “你都唔係業主, 滾啦!”, 本人不得怒火拿出租約: 

“你憑什麼住在e601? 難道晤係憑與我簽的這張租約嗎?! ”! 

本人還拿出本人在租後已轉名為業主的查冊給他看, 但他又如何淸晰早知:: “你都仲沒

轉好名⋯”, 看他如此已失理性, 本人再拿出本人兒子的剛再拿去認證为正本的授權書說: 

“在簽租約時不是給了份附本你? 不然你怎會將租金轉到我兒子帳上?!”, 但他仍在耍賴, 還

說: “⋯你系電話中對我老婆性騷擾, 有錄音的, 我可以去報案的!”! 

现本人已更加清楚無疑了, 即土地查冊的登記為難也正在配合李仲賢“借租金搞

事”  並已與上圖那江澤民在港人馬與北角警方早已謀定, 也即在安排刺客出馬前

已謀略好找出個“理由”, 因江澤民在港人馬有的是辦法: 即可將原有通話錄音為

基礎,找個語音與本人接近的人加插再重新錄音再逼警方“確認”都不難, 不論刺

殺本人會否成功還可再叫李仲賢老婆篇造另一個理由即本人曾“非禮”或“強姦

過他老婆”以此脫罪或讓北角警署乘機入罪本人之密谋在此曝光不假!  

這一系列的刺殺謀略其實早在李仲賢老婆在代簽租約時就篇了謊言, 她吿訴

我說: “⋯因我有陰陽眼,在前的租屋見有鬼魂出入, 所以要搬屋!”, 也即若在當時, 

如前述若本人若傻傻地前往查看“油漆師傅”傑作的話被刺, 李仲賢老婆必然會出來

大話西遊一翻也簡直幼稚可笑! 

現回歸正傳, 當李仲賢在貴行30樓威風耍賴之後, 貴工銀大廈管理員上來了, 本

人要求其餘工作人員找負責人出來論論理, 只見李仲賢立即說: “唔使叫啦! 這一

層我最大!”! 因以, 本人立即回新威園E601鎖住水喉! 直到晚上6點後, 李仲賢老

婆回家說已報案將手機轉個察佬告知她已存進一張支票, 本人告知隔天看是否入帳

再回新威園開水喉, 當第二天回到新威園管理處時, 管理員告知北角警署察佬前晚

已將鎖住水喉的鐵鏈打爛, 但仍未交管理費! 

上述北角警署顯然侵權暫可不理! 李仲賢老婆又於10月28日來電說: “嗰哋北

角察佬都講, 我啲租約無效, 我同你講本月唔交租啦住2個月按金, 2個月後搬走⋯, 

我有錄音,⋯”本人立即告知:“若租約冇去蓋泥印保障不了是租客並無限制業主

權力, 但仍屬私約, 如違約, 業主仍可停水停電⋯”, 但李仲賢老婆不聽斷線! 



 

 ３

上述可見, 估不到貴司還會聘用專會夢想管理費唔使交走佬如此的高級職員!  

若以就事论事, 为免拖垮亚州工银整体形象, 现恭請行政總裁告知李仲賢:  

『切莫只想做賴仔貪小便宜被嗰班北角察佬利用, 因冇去蓋泥印的租約欲在土

地審裁處立案仍可補蓋泥印, 若依份私約起訴則可在高院! 即是說違約一方

的責仼是將始終跑不掉的!   

也即是說, 若在本月4號之前仍拒絕交租及清還$7,800.- 所欠管理費的話, 

本業主仍將依租約停水停電及將e601租給他人,及後仍將起訴追回違約未交的

租金及管理費包括訴訟費!』 

另請行政總裁 流覽本人的 www.ycec.com 網站點去 9.項的公開信主頁以及點擊

14.有關馬航 370 欄, 習近平就因本人 2015.1.17 公開信發表後, 無須明言已天下盡知是

向業績無人可比的本人致敬, 如閣下進出國門的 2 道門身份證自動查核、众多的安全措

施或詐稱生理鹽水洗肺等等均在舉國公開侵權偷用本人發明, 更有如中國城鎮化等等國

策的轉變也無一不見本人在經濟學上業績的創舉身影⋯, 现儘管習近平受制於天津超小

熱核爆炸不能如願實現與基辛格初衷協議在 9 月底訪美中公開承認本人拯救中港 SARS

的醫學發明, 但此非结局可從本人 2015.10.21 公開信的發表可見!   可惜的是, 江澤

民個人所犯之錯不改禍國秧民已曆 12 年之久、還企圖再繼續國際隱瞞已是難上加難, 現

又再找貴行放縱李仲賢硬出頭搞事從而謀略刺殺之本人手段早非新聞!   

因此,   為免事態進一步擴大, 現正是閣下挺身阻止李仲賢再無知固執胡

鬧將是閣下救党救國不可迴避大事。 

若傳真模糊不清, 本信可從 www.ycec.com/UN/151031.pdf 下載。 

謹此！  

 

2015 年 10 月 31 日 pm 9:30                                     D188015(3)                      

此致                                                       林哲民  

工銀亞州行政總裁  

陳愛平先生收閱 

Fax: 280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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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租客-李仲賢      
邱美蘋小姐： 
   你們已欠交大廈管理費自 2014年 11

月起合共共 HKD$7200.- 

     以及本月租金 HKD$ 13,300.- 亦已

過期超過 10天期限尚未繳付，若再不立

即交清，於 2014 年 10月 20日簽署之租

約將終止，本業主還將依法追究執行你

們的毀約責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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