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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头角恩上路20小区1栋C-207  Tel: 755-25353546 Fax: 25550197   

Website http://www.ycec.com  http://www.ycec.net  Email: lhj@ycec.com  
 

沙头角田心社区赵福义警长  
转相关政府部门  
负责人：  
 

    在本月的 23 日，通过您逐一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的只是敝司在横岗
的不幸遭遇一例，现提供敝司在东莞同样是不幸的过去案例，事实证明，

东莞政府的公检法完全瘫痪，显然是有一高高在上的人在指挥，这腐败

是由上而下的，是不可原谅的，相应的证据文件如下：  
 

甲. 2002年前的行政申诉文件清单，共 28页； 

乙. 司法投诉文件清单(致广东省检察院)，共 88页； 

丙.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审讯的活页夹目录一及二两册，共 936页； 
 

     在行政申诉文件中涉及广东省高院审监庭、最高人民法姜兴长副院长的

投诉，涉及前市委书记张高丽、前深圳市长于幼军，更涉及了朱容基、李瑞环

等 6位政治局常委，最后包括了江核心，可以说已申诉无门了！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在行政申诉文件中 1-7向前总理朱容基的申诉在初时
是有成效的，樟木头的前庭长在审讯中有准备发还我司被扣资产并尊重香港的

司法管辖权，但当敝司原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深中法房终宇第 219号一案

的代表律师洪群军一再不明为何东莞樟木头法庭拖延判决，本人不慎坦言向朱

容基投诉泄密，而此君被香港过来的“核心人员”说服转軚是有迹可寻的，后

来樟木头的前庭长马上被调换并仓促在 2000年 11月 13日赶在香港的审讯前判

决！ 也就是说这“核心人员”力道远在朱容基之上！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敞司在甲.乙.丙三个系列的对东莞公、检、法罕见的
集体违纪乱法检举的事实根据是一致无误的！  有什么根据？ 因为在香港高等
法院上诉法庭审讯的活页夹目录一及二两册中，东莞公、检、法支持的当事人

林志滔即香港高等法院CACV362/ 2004 的被告人在他的答辩书，在第 500-600
页的书证及被盘问的审讯口供誊本(第 701-870页)亲口承认或默认了这些指控： 
 

一. 林志滔默认敞恒昌电子 
所有指控 

 

    也就是说，当事人林志滔默认了补充上诉通知书续(第 631-700页)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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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滔默认指控的证实”对原告人 1999年 6月 22日截止的备忘录列举的事实，

更不用说敝司有蔡宗进及陈嫣两位职员为证人前往香港法庭出庭的口供同样证

实备忘录中的事实，而林志滔并无再盘问证人的口供表示任何质疑！ 
 

二. 林志滔供称是东莞法官 

侵吞撬盗恒昌资产  
 

也就是说，东莞的公安对林志滔以黑社会打、诈及抢的手段视而无睹，

而东莞的法院也就不经审讯地倚借着当事人林志滔“虚拟的欠租单”判决

将非法私扣的敞恒昌电子近 400万设备资产的不到 1/4拍卖， 并顺手将余下的

320万设备资产也一并私吞， 而林志滔当庭口供称是东莞法官撬(撬开铁闸门)

：“⋯东莞法院去查封系东莞法院人去搞⋯”请见证据文件丙 .另 686

页第 9 行或第 841 页的口供誊本 141M 行！   
 

也就是说，林志滔当庭口供称 东莞的法官狼过黑社会分子，侵吞恒昌电

子资产的当事人正是东莞的樟木头法庭法官！    
 

三 . 东莞市检查院向黑社会分子  
提供终审假证  

 

另一面，从证据文件乙. 『司法投诉 文件清单』的第 72页，东莞市中院

立案庭梁罗申庭长亲笔署了上诉申请却音信全无，广东省及东莞市检查院也都

看到了东莞市中院剥夺了敝恒昌电子的上诉权，再请见证据文件乙. 第 85-86

页， 为什么东莞市检查院会 那么爽快地 应 黑社会分子林志滔要求于 2002

年 12月 3日出具书面证明被编为林志滔在香港上诉庭CACV362/2004 一案
的第 25 号证物(证据文件丙 .第 563-564 页 ) 向香港法庭证明，东莞的这一
案检查院不会提出抗诉，也就是说此案已经终审香港法庭不得干涉！   
 

四. 黑社会分子林志滔终在  
   香港的法庭承认在东莞法庭的  
   索款单是虚拟的  
 

1. 但不管樟木头法庭的判决理由是如何鬼话连篇或冠冕堂皇都好，

樟木头法庭判决的根据终归是要  凭借  黑社会分子林志滔  在
1999 年 6 月 16 日勒索￥93,089 元人民币的所谓“欠款单”见
文件丙 . 活页夹目录第一册的第 299页 或 由此款伸延到在东莞法

庭起诉状的￥95,295.50 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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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志滔到底提供什么证据给东莞樟木头法庭？！   这索款是否
虚拟呢？  只须由证据文件丙 . 活页夹目录第二册的第 631页 『补
充上诉通知书续目录』入手； 

 

3. 林志滔首先承认￥93,089.-人民币索款单中四项中的 宿舍租金错的

及砖头钱、窗口费三项 无一真实！ 请见证据文件丙 . 活页夹目录第

二册的第 680-682页，完全由林志滔在审讯中亲口承认！对于 1800
元工人宿舍租金，林志滔认错之余又在暂委法官杜溎峰面前承诺

要计算赔偿畀无理驱赶工人出宿舍敝司的赔偿！ 
 

4.  也就是说，￥93,089.-人民币索款单一下子就只余所谓的“租金欠款”

￥65,538.- 了，即 由 98年 6月至 99年 5月厂租，面积 993平方米，

每平方米 5.50元计算的总和； 
 

5. 林志滔又承认了厂房检收不合格，林志滔 承认 起租日 为 1999年 3

月份起，请见文件丙.的目录第二册的第 677页第十一节 154G, 或第
854页的誊本 154的盘问，林志滔答到爽“冇”一声，即 没有反对 由

99年 3月份 起租， 并且由于林志滔也承认了收取了林哲民交付 3-4

月份租金(支票)并给予了林哲民的私人租金收据！ 

 
6. 林志滔初时狡辩支票是空头支票与东莞判决书一致，在主审法官见

到文件丙.的目录第二册的第 305-306页后，证实支票户头有足够现金，
主审法官当场责问林志滔指“支票是空头支票”是“欠缺证据的”，

请见文件丙.的目录第二册的第 674页最后一行(或第 814页 114M)， 而
5月份是 林志滔毁约的搬迁期，根据一般民约及常理，搬迁期不

仅免租，违约的业主还得赔偿搬迁费！ 在前 3.段林志滔认错之
余承诺交付驱赶工人出宿舍的赔偿及又在文件丙.的目录第二册的第
682-683 页承诺赔偿电话防盗窗及顶手费， 由此可见，租金欠款”
的￥65,538.- 一下子 只剩下 厂房检收不合格 前的 建筑拖延期的租

金 ￥49,513.50了； 
 

7. 林志滔如何反面不认人地要虚拟  勒索  厂房检收不合格 前的 建
筑拖延期的租金 ￥49,513.50？  林志滔俱黑社会野蛮的个性面孔

在第 638 页 五. 亳不隐饰蛮横及狡诈的本色，持的正是东莞公、检、
法在后支持！  

 

8. 见第 636 页，林志滔是有计划地将敝司诱骗进东莞的，林志滔
除了保证按图纸间隔厂让敝恒昌电子可以准时于 1998 年 5 月
19 日开始搬入，从林志滔向香港的法庭提供了第 15 号证物即
文件丙.的第 538 页显示在 98年 4月初， 林哲民前往东莞视察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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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林志滔拉出建筑工头保证厂房最迟都会在 7 月份可用，
但当敝司数拾车重型机器搬入之后，林志滔就诈称无法支付建

筑费故意拖延施工停止装窗，第 638 页的五. 就显示故意违约并制
造事端，第 649 页的第 12行 083 N显示主审官质问：“…「10月你
先至装窗，11月先拆棚架，12月先至装水管，咁你个厂房根本就冇办

法用得到。」你系咪想讲咁样呀？” 但见林志滔支唔不答，请见

第 651 页，林志滔无法否认及反驳敝司的两位现场管理人员的
作证，即是说在 98 年 12 月之前“个厂房根本就冇办法用得到”，
直到 99年 2月份，林志滔出租给林哲民的厂房才验收合格！  

 

9. 东莞的判决书(第 551页) 的最后一行作出了无良的介定： 
 

           『⋯被告已于 1998 年 5 月 20 日将机械设备搬入原告的厂

房，开始使用原告的厂房；⋯』  
 

             东莞的判决书并无显示林志滔提供“使用原告的厂房”的任何证据，

足见东莞的判决定蓄意性地偏帮林志滔！ 
 

10.  但究充竟该建筑拖延期的 ￥49,513.50 要不要交租呢？ 值得一提

的是，见丙.的目录二册的第 677页第十一节，当东莞公、检、法支持
的当事人承认了“厂房检收不合格， 林志滔承认起租日为 99年 3月

份后， 又见林志滔力图狡辩，但所言语无伦次说不到主题！ 又从第

678页所见，主审官质到林志滔口呆呆，除了租金收据更多了一由 1999

年 3月份起为“起租日”的默契，那就是林志滔收到林哲民 1999年 2

月 8日那封信(文件丙.的目录第一册的第 285页)谈及的由 1999年 3月
份起交租，因此，该 建筑拖延期的 ￥49,513.50由 1998年 6月至 1999

年 2月并不在双方口头租约中，因此，林志滔虚拟了“租金欠款”

￥65,538.-由他承认了； 
 

11. 再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的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当然包括法定“出

租”权， 亦即是说林志滔在没有竣工证之前，建筑商尚末将厂房交吉

给林志滔，林志滔并没有收取任何租金的权力！ 东莞法院更不得使违

反第三十三条规定合法化！ 更莫说敝司被骗进马上可完工又拖延迟迟

不完工的建筑中 根本无法使用 的所谓“厂房”！ 因此，东莞法庭拿

当事人林志滔“虚拟的欠租单”违法判决在此进一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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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莞公、检、法支持的当事人林志滔不仅“虚拟的欠租单”更当庭承

认了“虚拟厂房面积”，见丙.的目录二册的第 679页第十一节，林志
滔当庭拍心口：“119 V 答：...错改咪得啰，有咩问题？”， 也

就是说林志滔“虚拟的欠租单”后又当庭承认“虚中更有假”！  
 

13. 林志滔不仅承认“虚拟厂房面积”，东莞法院法官不也在 2000年 3

月 24日为该“虚拟厂房面积” 仗量建筑面积？ 见证据文件丙.的
目录第一册的第 326a-c页，有东莞法院法官审判员在场签署，显示只

有 886平方米，离林志滔虚拟的 993平方米相差甚远？ 为什么？ 请

看丙.的目录第一册的第 547页的倒数第 8行： 
    

              『⋯原告诉称被告租用的厂房面积为 993平方米，被告有异议，但

经实地勘测，双方确认被告所使用原告的厂房第一层面积为 201.6

平方米，第二层为 768.6平方米，两层共计 970.2平方米』 
 

14.  东莞法院法官就是如此的一群吃人不露骨头的家伙，有审判员叶焕根

在场的笔录在，怎么可以说“双方确认”呢？  这就是贪腐法官的丢
人现眼掠夺敞司资产技俩， 林志滔在目录第二册的第 680页倒数第 7
行答曰：“咁点知法官会咁样判，⋯”但在前之 二.『林志滔供称是东

莞法官侵吞撬盗恒昌资产』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

林志滔争议中￥93,089.-人民币索款单中金额有误，司法公正的判罚将

是林志滔当事人，那么林志滔必然要为扣压资产行为负责，但东莞法

院法官也就无从施横手侵吞撬盗我恒昌电子资产了！  
 

15.  证据文件丙.的目录第一册的第 551页的倒数第四行显示，东莞的判
决书的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本院认为，原告东莞荣丰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恒昌电子(深圳)有

限公司厂房租凭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志滔与

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哲民协商厂房租凭达成口头协议，⋯』 
 

16.   首先，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并不能直接在东莞营运， 恒昌电子

(东莞)分公司尚未成立！ 第二，由于林志滔及林哲民均不只代表一间

公司的法人代表； 第三，厂房一楼由准备由敝恒昌电子(东莞)分公司

使用， 而二楼则是由林哲民私人的福建民盛电子厂占用； 因此，东

莞的判决书只是简单地从林志滔是东莞荣丰表业有限公司法人，而林

哲民当时是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法人而如此简单定论，明显的，



林哲民自 1999年起，林哲民已非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法人； 
 

17.   证据文件丙.的目录第二册的第 632-636页证实了林志滔及林哲民均
只代表个人自已，林志滔给予的租金收据写上林哲民便是一个铁证一

个当事人林志滔的承认的铁证，租人是林哲民而出租者是林志滔本

人，口头租约的地点也在香港林志滔家中，东莞法院的判决抢夺香港

的司法管辖权，东莞法院的腐败有目共睹！  
 

以上 1-16显示，但不管东莞法院以什么名目判决，当事人林志滔已在香港

的法院承认虚构所谓的在 1999年 6月 16日勒索￥93,089元人民币的所谓
“欠款单”，就算东莞法院你判得对都好，东莞中院阻止上诉，并籍判决“拍

买”程序侵吞我恒昌电子另外 320万的其余资产都是令人痛恨的事！这是现任政

府要勇于承认前界政府的错误过失，及赔偿敝司无辜损失！ 
 

还有东莞检察院也何也要“落草为寇”助长腐败！但本司决不相信整个东

莞市的公检法如此腐败， 这显然是当年有来自江核心的上层人员在指挥，这同

样关联到在 2003年非典的国难期，是我恒昌电子的发明解救了国家的危机并改

写了人类社会的医疗历史，但国家没有感谢我们的发明还以“中央密令”逼香

港政府隐瞒这一医治 SARS禽流感的发明，这与上述东莞这一案 整个东莞市的

公检法对我恒昌电子的敌意是直接关联的！  请见本目录 19, 于 2005年 2月 28

日，我恒昌电子的林哲民去函通过香港的中联办 要求江泽民解释 为何要以“中

央密令”隐瞒 医治非典的发明？但没有回复！有香港的司法也与东莞一样受到

破坏，曾庆红为主管港澳最高领导人对此是有直接责任的。 
 

我們不明白江泽民會對敝恒昌电子或林哲民有什么深仇大恨？！ 
  

创建和协社会是当前中央行政主题，在东莞、在横岗这两案的资产是我

恒昌电子的命根，我们企业需要生存，政府要立即与我司对话发还这两案资产

并作出赔偿，以避免执行我司董事会决议对江泽民及曾庆红提讼留下历史污点！ 
 

谨此！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6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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