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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 (852)  3618-7808  9175-1482  6572-0195  (86) 755 2535-3546  FAX : (852) 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Respectable 
香港特別行政區 
林鄭月娥行政長官 

Dear Madam: 

香港特別行政區

行政長官辦公室

Tel：2878 3300 Fax: 2509 0580
ceo@ceo.gov.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或見特首辦檔號 L/M (5)to(1258)in CE/GEN/1997. 

    有關本人自 2018.7.16 日後、特別於 2019.10.07 日及包括 29 日信也副件給中聯辦王志
民主任之所有信件其最重要主題均為： 

『⋯蓄意隱瞞本發明之“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在港被屠殺了市民早已超過了 30

萬, 而被屠殺的國內民眾更也早在 4000 萬人以上，也只為如此才可讓打“疫苗”只為

蠢蛋化我中華民族盡是奴才相為目的而長期化？！』 

很快的，把面孔蒼黃的陳德霖拉出來耍為臨時特首並大罵您姓『潛』名『水艇』之風波即

逝，且從新聞可見，閣下 2019.11.04 日進京也有中聯辦王志民隨同必有面談如上主題！ 

也因此在5日晚TV可見您突獲習近平接見, 也在9日回港的前後, 本人又從TV上聽到閣

下聲言回港後将再討論“深層次矛盾”即如上之『非隱瞞及屠殺市民不可』之主題無他！ 

但明顯的，如“再討論”即表示仍将不馬上向市民公开“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

那麼，也即如上 屠殺市民的手段 也將不會停手？  

也因如上的事態已過於恐怖，請見附件，或從 www.ycec.com/HK/191119.pdf 也可下載，
本人因此只好又於前天就馬上再去信中聯辦王志民， 即“深層次矛盾”只為哄騙術而已

如在信中所述，請詳閱是盼！ 

由於人命關天不可再拖延，敬請馬上聯絡王志民主任務必要馬上書面回覆本發明人，更不

得讓港府繼續為隱瞞先鋒也為屠殺國内民众幫兇, 歷史罪人的轉拆點均已到此為止！  

本信包括附件共 3 頁，稍後可從 www.ycec.com/HK/191121.pdf 下載詳閱！ 

謹此！ 

2019 年 11月 21日                                       

                                              D188015(3)  

                                                              林哲民  

 
（文字有錯重傳，以此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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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www.ycec.com 突在香港於2021.3.03日被CE林鄭強行關閉後的疫苗護照才敢出台, 且在拜登插手後的Network Solution違規不指向可用也投訴中，如下的 .pdf or .htm 暫不可連接可轉yecc.sg, ycec.net or yce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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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

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 干诺道西160 号西港中心

王志民主仼 香港西营盘

Tel：2831-4333 Fax：2572-0182 
Dear Dir: www.locpg.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SGID 2665604D，或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外商投资者。

本人于2019.10. 29日给林郑特首的信十分重要，就因隐瞒本人拯救2003年非典的港难国难
的“ 冼肺” 及“ 冷冻”两大医疗法只会偷用为“自已友”不公开为市民所用、由此产生的恶果

在港被屠杀的市民早超30万人， 以及在国内同样如此， 只为保留以疫苗为愚民工具， 不惜被屠杀

的国民也早超4000万人！  因此也要以副件传真给阁下或从 www.ycec.com/HK/191029.pdf 
也可下载详阅！ 

另因本人在进入罗湖海关又已面对随时被造假刑事犯罪检控扣押被谋杀之风险， 也因此务

必要于2019.10. 31日另函直接传真去信阁下也可从 www.ycec.com/CN/191031.pdf 下载详阅！ 

但本人的传真去信至今已近3周连认收回复也无、只得在昨天下午去电贵驻港办， 可惜， 贵

信访办公室林先生告知本人的去信为传真不被认帐顿令本人目瞪口呆，本人告知如传真去信有贵

方传真认收记录均可被法庭被确认如挂号信也早为国际法时尚！

但没用，怪不得10天前有一报导指在湖南长沙会有一9 岁男童在百余人的冷血围观下被活活

打死无一出手相救⋯， 但望阁下可对下属有所训示才可令驻港办的正义面孔释放，本人现也只好

将如上两信包括本信以掛号信寄出！

由于如上两信均格外重要，其原由及补述如下： 

首先请贵秘书由 www.ycec.com/HK/191004.pdf 下载详阅, 隐瞒本拯救03年非典的港难国
难就在此，特别在3.i可见，05年的卫生署潘昭邦专家也在法庭上有聆讯誊本承认有一江泽民的

“中央密令”在：“⋯ 我一直继续做紧嘢, 点样叫江泽民要认呢条数。”！ 

难怪即本为1991年于深圳成立的恒昌公司的外商投资者，但在99 年前, 所有近600万的设

备的便被非法拍卖抢劫一空一事仍未结！ 就因2006年的深圳市长许宗衡批凖沙头角田心小区赵

福义警长接受敝司投诉文件介入调查后就被人另找个小理由扣押再虚报用“筷子”插喉自杀之因

由在此！ 而恒昌电子在中国投资 的辛酸史也www.ycec.com/hcec.htm 中清楚可见！ 

而这“中央密令”一直被港府形容为“深沉次矛盾”苦而不敢直言！

另请贵秘书由 www.ycec.com/HK/190526.pdf & www.ycec.com/HK/190709.pdf 下载详阅
及存档，这“深沉次矛盾”並非本40年前在港工业界早就出名的林神童为政冶人物，而是： 

『本人也自1983年便买下在永兴工厦本单位，更全球独有比日本设备更高效5-10倍的全自

动空心线圈机也立即在此面世但自用不卖且独霸本港的电子市埸！ 就因江泽民也刚于

1984 年任职工业部长马上眼红要其下属公司上门购买也为本人所拒，江核心对本人的全

面围剿之起点也始于此！』 

也即深圳市长许宗衡的被谋杀以及本投资深圳近600万专用設备被扣压借口拍卖再关闭深
圳及东莞中院之前因也始于此，而抢劫本外资工厂手段尽在 www.ycec.com/hcec.htm 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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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自2009 年后， 本 www.ycec.com 网站便被拒绝进入中国， 直到正直可敬的胡锦涛主
席在离职时仍无力处理是似乎心有遗憾就下令解除，但一年后又被拒绝！

但最主要的主题更在如本于2019.10.29 日给林郑特首信即如上首段所述“只为保留以疫苗

为愚民工具”屠杀无数国民也非隐瞒本“ 冼肺” 及“ 冷冻”两大医疗法不可？是否？ 

如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为何会于2018.10.20 日无辜坠楼身亡？ 但见有报导指，习近平将
于3天后到澳门为港珠澳大桥剪彩之时郑晓松声言非面见习近平不可，难道就可撒谎“因患抑郁

症自杀”一句话就可释众疑？ 或习近平剪彩之时为其留下个空座椅就可心无余悸？ 

但郑晓松非见习近平不可的因由何在？ 就因本人人必用千年不变且平均年龄可达120岁以

上之四大发明已在2018 年8月初就令葡萄牙各大学尽知后必有官方去电郑晓松质问为何要隐瞒？

而正义不疑的必然非面见习近平非问清楚不可也必由此而来，因此，郑晓松被邀上天台商談阻止

无效被杀如深圳许宗衡市长被谋杀的绝技重演也就由此而来，是否？ 

特别是本四大发明而今也已全球尽知，连以301 医院为托的“981首长健康工程”也於

2019.9 .16日广告“中共高层将以150 岁订为延寿目标”， 但报导指就因中共高层特权的不满此广

告在次日马上被屏蔽！也即如没有本“冼肺”及“ 冷冻”医疗法特别是“饱和盐水”之家用保

键疗法这三大发明少一个都不行，301医院还可吹牛吗？

中共高层特权又何在？ 难怪又如于2019.10. 31日的去信阁下又再让深圳海关起动了谋杀

本发明人程序！是否？ 

更特别指出的是， 也即在习近平新时代, 总不该让保护外资的囯际承诺再度成为空话，而

全中国“e通道”的侵权使用也该对本发明人有所交代！ 

由上可见， 本人相信阁下决不会为澳联办郑晓松被屠事件被吓脚软不敢面对习近平质疑！ 

也即何时向国内民公开本“冼肺”及“ 冷冻” 医疗法？ 否则，被屠杀的国内民众也必高

升， 中华民族的灾难也在此，敬请不得再拖而不決、並及时书面回复本人！ 

更不得一再以“中央密令”插于香港政府以屠杀香港市民为乐成为历史罪人！ 

本信 2 页可從 www.ycec.com/HK/191119.pdf 下載, 及包括如上述两信将以掛号信寄出！
謹此！ 

2019 年 11 月 19 日
) 

林哲民

D188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