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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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人於2015 年10 月31 日向閣下投訴之傳真信共8頁已清楚顯示貴行屬下即30 樓的

[個人金融業務部]之李仲賢的租住本人新威園e601行為，或許閣下認為事不決已，因此，李仲

賢仍不想妥善解決，本人只好再次致函。 

從上述前信附件之租約用上貴行名片可見，該租約以貴行職員身份立約更關乎貴行職員

安居才可安心工作的貴行利益無可否認並合乎即將在15天后生效的《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第4（1）（b）條規定,由此可見, 貴行政總裁有權力強制貴行職員不違約以免拖塌了工銀亞州

榮譽, 而且工銀亞州實際為國企不假, 也因此關乎國家形象, 閣下更不可事不關已放仼李

仲賢胡作非為! 

 更何況本人並非可好欺負之輩， 請進本人之www.ycec.com 再點擊李克強總理頭像，儘

管只學點滴問題多多，但本人即lzm經濟學早自朱容基總理起到李克強的“城鎮化”經濟政

策得益於本人經濟學成就且由溫家寶至今⋯，只是江澤民犯錯不改逆天而行與汽車或工

業廢氣無關又解釋不了之近年霧霾聚京不散 即為上天震怒後果!  如因隱瞞本人的醫學發明只

去年香港肺炎的死亡人數就已高達7431人在本人www.ycec.com/UN/151210-email-hk.pdf 的廣

播電郵中可見, 另見附件1. 本人給監警會信中指出的, 江澤民犯錯不改還一再指揮他在

港人馬教唆租客報假案配合北角警署重演09年罪孽, 還好被貴下屬李仲賢2015.10.05 

當本人到貴司30樓催租時他得意忘形在電話中性騷擾他老婆一語而驚醒！  

江澤民即是說: “99年前搶了你的血汗工廠算啥，隱瞞你的醫學發明殺人無數也算啥，

想劫你到荒島如馬航370失蹤演習你也不上當，叫裝修工襲擊你也懂得閉門造屋逃開，現只好立

即叫李仲賢老婆報假案你性騷擾她或乾脆造謠你強姦她，當你一入境好讓北角警署拘捕你再

如殺許宗衡一樣再說你是插喉自殺你才知道我的利害！”，這就是今天逆天而行的簡略圖

像，江澤民正一步一步把共產黨推進歷史臭屎渠已來到總裁閣下面前，中國實行宣誓效

忠憲法也將在15天後實施，另見附件2. 為本人5天前給李仲賢信，閣下剛加官進爵的30樓主管李

仲賢正在發白日夢以為報假案後還可霸著層e601樓免交租可白住！ 現情況嚴重，如果

閣下有心救你的黨救國，閣下應立即命令李仲賢如信中所述於2015.12.24日住完押金後交樓。 

本信也將編入聯合國非物質遺產為證詞之一，順告，上述如此可免事態進一步擴大以免本

人向中國銀行監管會及李克強總理投訴必會影響閣下仕途，若傳真模糊不清,本信(共7頁) 稍後即

可從 www.ycec.com/UN/151215.pdf 下載。  

謹此！  

2015 年12月15 日 pm5:10                                  D188015(3) 

此致工銀亞州                                            林哲民  

陳愛平先生收閱  Fax: 280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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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主席                                                        Tel: 2524-3841 

郭琳廣先生閣下：                                         Fax: 2525-8042  2524-1801 

有關之前 NP/RN；09026607 及投訴到監警會個案編號：CAPOH09001628 一案, 本人

於 2015.11.07 日又致函投訴, 將貴會前仼主席 放縱北角警署的法西斯行為脫罪的證據已

鐵證如山地顯示在閣下眼前: 

即在 2009 當年, 儘管有北角警署當局的背後教唆租客報假案, 即本人在新威園 E 座鐵

門向他派法庭命令他突然奪門而出, 本人只好本能地 “推他”一把, 也當他在當街搶本人

手機時也只能“推他”一把就被北角警署非法拘捕“定罪”為“普通毆打罪”就慘被扣監

8 小時及後又要簽保每月須回北角警署報導共達三個月, 如此恐怖至今歷歷在目! 

但還好, 在 09 年的租客還不敢有更多的假報案, 以及當年的北角警署還沒奸得如今天這

麼出色, 本人因此才可幸逃虎口!   但有貴會前仼主席的放縱，北角警署在 2012 年並沒有

收斂其行為，竟再次教唆中圖中已辭租做小販的女租客行兇，並被北角警署保證不會被檢控一

時風傳新威園也有人告知小心，果然如此： 

報案時在新威園

大堂的警員 

行兇的 12 年 

租客 

2012.4.10 受

傷的林哲民 
於 2012.4.10，右圖中已辭租的

前租客陳泳菖太太尾追本人進入新

威園大堂電梯，也不怕有錄影就動手

行兇，好在本人忍得住沒還手 害怕

一不小心令她受傷反而會說不清，因

此忍痛夾著她的脖子回到大堂報

案，報案號為 12009963，右圖 1. 的

警員等幾人到場，為何目睹右圖 3.  

本人左額頭紅腫受傷不提醒要不要去驗傷？   該受傷圖為2小時回到深圳沙頭角後消腫不

少才由社區管理員告知拍下為證，上述圖片稍後可從 www.ycec.com/Jzm/151203.pdf 下載

更可清析可見，此不足1米6小女人竟敢對本人動手動腳只志在激本人還手打傷她才好讓北

角警署再次拘捕本人， 北角警署如CAPOH09001628一案在幕後教唆已罪責難逃！ 

因此，本人愤而于2012.4.14传真致函给報案室值日官第三隊53320警長要求重起報案號

12009963，但一直沒有回复！  貴會前仼主席放縱北角警署成为江泽民私人警队又可在官塘

報案室在去年干脆以本人07年在深圳中院起訴江澤民為由拒絕收取恐怖襲擊的錄影證據查案！   

     上述見證了北角警署違紀亂法並非偶然，從2015.11.7給閣下信中附件之本人給工銀

總裁信可見, 若單重金收買租客以違造“性騷擾電話錄音”或乾脆造謠本人“強姦” 他

老婆但沒人證物證也難將本人入罪！  但已現今非昔比簡單，請見附件1.本人給新威園大

廈業主委員會信，新威園管理處女主管的突變心態已顯示她已被買起將會與租客聯手將可

令北角警署輕易將本人起訴入罪！ 

即是說，北角警署已從09年教唆當年租客反報案本人“推他”失敗提高了賊贓嫁禍

謀略，當重金買下租客乾脆造謠本人“強姦” 他老婆時，也同樣重金買下新威園管理處

女主管已將會提供補助假證無疑，即該女主管當會出庭說：“⋯我親眼看到林哲民xx當

天慌慌張張由e601跑出來, 還見租客老婆哭得一塌糊塗呢，不信還有當天進入電梯的錄

影時間為證！”，當然，這“強姦”時間及進入電梯的錄影時間的更改商定對於北角警

署來說簡直易如反掌並警方“確認”同樣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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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儘管“強姦”罪在法庭上均要有在被“強姦”者身上的遺精為證, 但今天的香港

法官早已今非惜比, 如小甜甜給陳振聰遺囑早在TV上被她下屬職員出庭確認所簽, 只不夠

是他不知遺囑而已但也足見小甜甜給陳振聰遺囑确实存在！  但其後即被警方監證科承認

不在藥水泡過也從TV上可見, 陳振聰也因此被判“偽造”遺囑罪成入獄!   

另有史可見, 早在2006年9月27日，當本人去信深圳市長許宗衡投訴敝恒昌公司在

東莞及深圳兩市的資產被法院非法拍賣案件的申訴後，許宗衡批凖沙頭角田心社區趙福

義警長接受檔介入調查後不久便被以接受行賄為名被起訴入獄，此後就有圍著本人的一江系人

馬化名在QQ上告知許宗衡在獄中以筷子自插喉嚨自殺!  筷子自插喉嚨只會疼痛最多昏迷 少

有可達自殺目的無人不知，許宗衡市長顯然被江系人馬數人按下被筷子插喉嚨死亡⋯，這就

是江核心人馬手段, 被教唆起訴及判官正如今天的北角警署CID也斷然同樣不知內幕及後果, 

且有關人馬骨幹也安排於2015.10.10集體飛往北京接受這 "右宰相" 張德江風光接

待再接再勵,陳佐洱於2015.9.20 以 香港無“依法去殖民化”致內耗也在話中有話⋯;  

現貴會對北角警署一放閘, 北角警署的非法拘捕令現正插在入境關口, 因此再次 教唆

現本人的e601租客由上月5日不再交租及管理費企圖激怒本人回港入北角警署陷害虎口, 而江

澤民的在港人馬正在等候此刻到來營造許宗衡市長“自殺”鬧劇企圖為搶劫敝恒昌公司

設備回老家威醜劇尋求更多謊言, 那麼, 本人還有命走出北角警署嗎？  

十分可惜，剛收到貴會寫於2015.11.18信而深圳郵局10天后才蓋印派送的回復, 貴會只

會將責仼與投警課相互推諉不理會本人有覆檢要求權力以及憑什麼可分案處理: 

1. 該租客拒收法庭命令奪門而逃並當街搶手機及而逃時本人只得本能自衛推他一

把就被視為毆打罪拘捕本人?  此非濫權並包庇罪犯又是什麼?  

2. 又即使可分案,那麼該租客當街搶手機太古坊999報案本人的報案為何不辦案? 

本人的人權報案權何在?  北角警署不止濫權還公開包庇刑事罪犯？ 

3. 2012.9.28貴會曾有復函指投訴員警課認為: “法院發出的文件，以及涉案的黎姓男

子有否在事件中受傷，與該名警員在作出拘捕你的決定上，無必然關係，請回答，拘

捕本人的決定是什麼？ 

現北角警署犯罪如前又再次教唆租客及管理處女主管聯合逼害本人，本人“栓水喉” 行

駛租約的民事權，北角警署長又再指令CID第2隊向本人發出拘捕令，你是否又要認同這與本

人“栓水喉”無必然關係？監警會有監察警方有否違法濫權獨立權職責仼，豈可說無關？  

本人在前信就已清楚說明江澤民下令隱瞞本人醫學發明就2014年香港肺炎的死亡人

數高達7431人！香港已變成一個龐大的人口屠場，本人正在為此努力救人，儘管你與家人

以及子孫後代不稀罕本人的醫學發明， 也不該將警隊推向江澤民私人警隊走向反人類

文明、反良知的斜道上去！ 

因此，你有責仼立即阻止北角警署長立即收回濫權拘捕本人令追究刑事責仼並通知本

人，除非你立即告知已辭職不幹，否則本人將有責仼將你的作為寫入史冊公告於世為隱瞞醫

學發明已殺人無數反人類文明罪的第6級戰犯，並可要求隱瞞本人醫學發明的死者家屬為

本人申冤復仇假如本人再受非法拘捕。  

謹此！ 

2015 年 12 月 3 日 

Fax: 2525-8042  2524-1801 

 D188015(3) 

林 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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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威園大廈業主委員會 

主席吳先生： 

2012 年當年,由於E601 的租客被教唆搞事之時, 我們見過面並通過電話, 多謝當

時能正面處理了事令本人少了麻煩! 

幾年又過去了, 麻煩事又來了,該因江澤民下令隱暪本人醫治非典“洗肺”醫療

法發明仍在運作也早已國際化, 在非州,去年的 Ebola 州殺人比 03 年的非典嚴重,因各國

醫生雲集不敢偷用,本人只好在 www.ycec.com/UN/150117-hk.htm 公開信將江澤民為何

要下令隱暪醫學發明以及要馬航 370 失蹤真相全球公吿發表! 

那即是江澤民在 85 年為電子工業部長之時早就垂涎本人全世界最先進又

不賣自用的機器,因此當本人於91年投資深圳後就派個老鄉跟蹤謀略並於99年前

將所有近 600 萬設備搶回楊州老家威後就從此關閉中院大門, 詳情可進 

www.ycec.com 再點擊張高麗頭像可見! 

也即江澤民害怕本人可籍醫學發明名楊國際之時他無臉交代 因此不惜殺人無數

也要全力隱瞞!   但本人也估不到習近平在 2015.2.17 的春節晚會儘管沒有點名也全球

盡知是向本人的業績致敬, 有見及此,又因本人的醫學發明永遠不可取代, 基辛格也於

2015.3.17 趕到北京與習近平商討在 9 月訪美與奧巴馬面對全球找個理因認錯下台也就

可不了了之!  

但仍掌控中國二線權力的江澤民勢力卻不以為然, 當敢死隊在國內數城刀殺民眾

及炸彈郵包壓制不了習近平後, 當超小熱核彈在天津一炸,習近平只得暫時放棄與基辛

格協議又令世界譁然, 包括諾貝爾也站出來亂了奧巴馬一巴掌!  

面對如此冷血行為,如去年衛生署公佈的肺炎的死亡人數就高達 7431 人,香港還

是 一 個 龐 大 的 人 口 屠 場 ,  隱 瞞 邪 惡 的 程 度 由 此 可 見 ! 當 本 人 的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公開信後,法國總統急飛北京見過習近平後又非見張德

江不可關注本人的呼籲! 

也就在 G20 在土耳其開幕之前, 從中國股災 獲利養肥的 ISIS 在歐州招募的恐怖

分子公開以 AK47衝鋒槍掃射公眾比中國敢死隊拿刀砍殺民眾恐怖, 但一發覺法國總統不

像年初血洗《查理週刊》總部後不再乖乖加入 ebola 疫苗研究以對抗我的醫學發明 反而

空襲敘利亞 ISIS 基地引禍上身後 ISIS 馬上殺了 4個中國人,只見在馬里有 395 人的中國

維和部隊也不出動被報導指責,正如在香港常見有教唆黑社會者: "打他一下,沒事!",但

當黑社會引禍上身時常會找上幕後教唆人扯皮論價: “給我找人打下一架俄國戰機泄洩

氣,否則曝係你教唆我咁做出來!”,現論到土耳其引禍上身了,一切尚在觀察中，有時間

可進 www.ycec.com 再點擊 14.的 MH370 即可, 估不到為在國際上隱瞞我的醫學發明, 如

泰國已告知要批給我專利後,又給 2015.8.17 曼谷大爆炸嚇停了,估不到為快要引發第三

次世界大戰了,真是可恥到了極點了!  

莫怪上述一寫就難停手, 現回歸主題! 

因本人沒什麼缺點可鑽空子, 自 09 年起, 江澤民在港的這班蓋世太保就老是喜歡

找上 e601 我的租客出老搞搞震, 2012 年前的事在之前有面談過不用再說, 現因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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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隱瞞我的醫學發明已越來越困難, 只要進 www.ycec.com 再點擊 14.可見,江澤民蓋世

太保的目的並非搞搞震而是進入謀殺, 只不夠本人冇仇家、應對有方命不該死! 

因此, 他們對本次e601 現租客花費了額外教唆力度, 已非之前的“搞搞震”那麼

簡單了, 且已搞掂大廈管理女主管與租客為“老友”撈咪一齊了! 

當 2015.9.20 日, 大廈會計徐小姐突然來電, 告知管理費自 2014 年 10 月自今未

交令本人十分驚歎, 因本人在去年出租後已告知管理女主管轉告會計徐小姐, 即現租約

管理費由租客交要記得催交, 但不管如何, 本人亦於 2015.9.20 日將租約加填通知傳真

給租客後並也將加填通知的租約傳真到管理處 2562-7998,並電話通知轉給會計徐小姐

拿租約上e601 催交管理費!  

過往, 因租約均全包, 因本人不住港,經常一年交 2 次均以支票郵寄交管理費,但

有時會忘了冇交管理費超過 3 個月, 會計徐小姐會來電告知, 本人當會立即寄出半年管

理費支票。 即是說, 假如大廈會計真的不知本次租約由租客交管理費也決不會係未收

一年管理費後才來電告知! 這顯然是大廈管理女主管從中搞鬼, 或她叫會計徐小姐將已

交管理費退給租客大廈管理女主管有份分也值得懷疑, 望主席吳先生查清處理;  

但當租客仍拒絕交租及管理費後的 2015.10.05 日早上本人一到管理處後,會計徐

小姐竟還不知上述本人於 2015.9.20 日在寫上通知的租約傳真這回事, 本人只好再拿出

租約,授權書及業主轉名到本人名下的查冊給會計徐小姐複印存底, 這時, 徐小姐自言自

地說: “之前租客馬生剛係 B 座買樓也唔見講林生有咩野!”,之後又對我講: “早哋轉

翻你名啦, 免得咁麻煩!”, 顯然不夠了, 現仼大廈管理女主管從中四處散佈本人是非

已唔使問阿貴!  

由於租約笫 3,14 有規定, 當租客超過 10 天不交租或管理費,業主有權拒絕供水供

電,本人因此於當日在 e601 門前貼上催促交租及管理費單後並將樓下水錶鎖住後再往仼

職工商銀行 30 樓租客的李仲賢面催交租及管理費被拒會就回, 在當天下午 6 點後, 女租

客來電轉一報案的警員說租客已存入一支票要求本人要多租客聯糸也不敢告知已替租客

打開水制,本人告知待隔天將會再回港,如查帳已交租及管理費將會打開水制, 通話就此

結束! 

但本人在 2015.10.06 早上回到管理處之時,要求管理員打開 E 座平台上水喉處鎖

門,管理員告知前天由租客報案要求已打開水制, 當本人告知警方無權替租客開鎖介入

民事糾紛要求再去看看如何打開, 更因尚沒交管理費, 本人本有意再扣鎖水制逼租客管

理費,但管理員告知鎖匙在大廈管理女主管手中人又不在, 本人只好作罷, 但大廈管理女

主管無權私扣 E 座面台上水制鐵閘鎖匙, 望主席吳先生立即處理;  

又在一個月後的 2015.11.05 日, 租客又再違約拒交租管理費, 本人去電管理處,

大廈管理女主管聽電話, 本人告知不便回港, 要求派個管理員拿本人依租約規定之傳真

通知上 e601 催交管理費, 如人不, 在管理員願意的話可將該通知貼在門口並用手機拍下

再傳到本人手機, 本人願意給 100 元費用! 

豈知, 該女主管火了:“你唔好搞我夥計, 我報案啊!”,我說:“你哋管理員工資

來自管理費, 為業主上門追吓管理費冇咩唔妥瓜, 至於肯唔肯用手機拍下再傳卑我,我卑

100 蚊多謝亦冇咩唔妥呱? 你做得管理員份工要盡責協助業主追管理費呱? 難道唔怕向

吳生投訴!”,該女主管又不可思議地亂吼:“ 你唔好搞我夥計,我報案你恐嚇我! ”,十

分無奈, 我只好說, 不如卑主席吳生電話我, 仲未講完該女主管發惡風:“吳生收工會由

這剁經過, 你來等佢啦! 仲有啊, 你算咩啊, 你都己經破佐產羅,怕你做咩!”..., 估

唔到佢惡成咁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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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請吳先生抽空來嗰電話傾吓, 這條傻婆应知, 但資產事小,做人不應以錢睇人, 

管理人員缺乏職業道德事大! 本人怎破產都好也是她的資產冇 100 倍也有 10 倍以上!  

如成大班江核心馬仔在官塘及深圳沙頭角由99年起至今17年搞唔死我,陳方安生為我提

前辭職, 董建華也不願撤回批給我的專利辭職不幹! 

      且至今, 江核心夠惡 亦冇人夠膽同我正面衝突, 淨係識得關咪深圳東莞中院大

門, 佢哋淨係識得係暗中教唆哋 傻瓜同我作對, 淨係識得表演馬航 370 失蹤給奧巴馬睇: 

“冇事, 我淨係想證明我要辦法呃林哲民上飛機軟禁係荒島啫!”, 閣下也可進 

www.ycec.com 再點擊 13.點,全世界也盡知習近于 2015.2.17 春節特意向本人何止無人

可取代的醫學發明一項業績致敬! 怎知這傻婆夠膽如此出言不遜!  

但這條傻婆的出言不遜卻告知了本人她已與現e601 租客結盟何在? 

閣下可 問吓會計徐小姐, 當本人在 2015.10.06 早上回到管理處之時曾告訴她, 

本人於前一天往仼職工商銀行 30 樓租客的李仲賢面催交租及管理費時, 他也透露一驚

天動地大秘密:“⋯你系電話中對我老婆性騷擾, 有錄音的, 我可以去報案的!”!  

本人在當時認為偽造錄音加入性騷擾雖昜如反掌也沒多少刊事責仼, 但又發現

租客李仲賢已被工商銀行加薪升職從而才會如此狂妄自大, 又經這傻婆的出言不遜的

提醒, 江核心的蓋世太保已在幕後的密謀運作終於曝光!  

即是說, 如到時租客李仲賢老婆隨時會報個假案說, 林哲民曾於 xxxx 年 x 月 x

日曾入 e601 強姦她, 儘管沒這事, 本人也從出租後就不曾返過新威園也證據不足, 但

如果大廈管理女主管 造假做證她曾在同日看到林哲民從 e601 猖狂逃出以及將過往本

人出入新威園電梯錄影一改日期做旁證, 那本人還有詞可辯嗎?   

有關租客李仲賢被工商銀行加薪升職的狂妄自大, 可見本人於 2015.10.31 日去信

工商銀行行政總裁信:www.ycec.com/UN/151031.pdf ;  

稍後, 本信亦在 www.ycec.com/UN/151031.pdf 可下載. 

由於事態嚴重, 就算有一天本人財富復原也不必害怕, 因本人從來不會幹非法之

事, 但如被本人記入史冊, 那麼多因隱瞞我的醫學發明而死的家屬定會為本人報仇, 大

廈管理女主管不應在此鬼混, 本新威園管理處也不應存有如此圾垃, 現請吳先生處理, 

如有不明請抽空來電: 

Tel: 3618-7808 Fax: 3111-4197 or ycec_lzm@yahoo.com.hk 

謹此! 

 
2015 年 11 月 29 日 

Fax: 2562-7998 

 
 

 E601 業主:  

  
林 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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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個人金融業務部 

投資顧問 

李仲賢先生 

李太邱美蘋女士 

香港中環花園道3 號

中國工商銀行30 樓 

jason.cy.li@icbcasia.com
9660 3972  Tel: 3510-1649

Fax: 2512 8120

     邱美蘋女士妳於2015年11月5日來電本人不再交租終止與本人於2014年10月20日簽署

的租約,本人有事暂不便回港处理, 只好於2015年12月5日授權通知新華地產徐小姐代為收

樓後轉租他人。 

新華地產徐小姐電話：25166138，但她昨天告訴本人，你拒絕於2015年12月25日將e601

交樓給徐小姐，你並告訴她將會將門匙交給新威園管理處，並還告訴徐小姐說，本人皃子

林恆傑的授權書非在律師面前簽署無效！請自問若非憑與本人所簽租約有何權力在此居

住嗎？ 

去讀讀授權書條例規定，只須普通兩人認簽即有效，若由律師見證只須一人，該授權

書陳列在www.ycec.com/e601.htm 右下角或 www.ycec.com/images/e601/110420.pdf 手機

也上網可見，该授權書由官方宣誓律師監簽在法律層次上更有效也於2014年10月20日簽署

時给过一份副本你，不知有誰在後當你們無知教壞你們？  更不用說新華地產徐小姐也於

2012年4月13日依此授權書租給馬照鴻，馬生租後3年去年9月提前辭租连2个月押金都不敢

開口要，就是如此人正心不邪才有福已在新威園買樓自住，不信去問問管理處會計，不自

覺無聊嗎？ 

因此，請不要再無聊生事自貶身份，且不要忘了該授權書是在公證處律書見證簽署，

法律層次更高，如再胡鬧，本人就通知本人兒子辭職由新加坡飛過來收樓，那你們還將賠

償損失，現謹此聲明，何苦作賤自已？無聊生事有害上天終將必報只在遲早須知！  

另外，如沒有本人授權，新威園無權代本人收樓，若有損失還是要你們承擔，何苦？  

由於本人已授權新華地產徐小姐，她已有權代表業主進入e601查看，如原裝修有非

自然損壞之處，請你們在搬出前修補，並於在2015年12月24日或25日早上帶徐小姐看抄水

錶電錶數結賬後將門匙2套交給徐小姐，這是你們的責仼免得日後有麻煩無益！  

另如徐小姐有帶人睇樓請以方便，這是人之常情，切記！ 

謹此！  

2015 年12 月10 日 am 10:18                             D188015(3) 

                                                      林哲民  

此副本傳真給  

新華地產徐小姐收閱 
Tel：2516-6138  Fax: 2516-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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