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历史公道，可怜胎儿放下甲流疫苗屠刀向国人赎罪吧！  
致全球华人、传媒及中港各界公开信！(二十四 )  08.2.2010 

中国政府倾力隐瞒敝司曾拯救中港 SARS国难所发明的“洗肺”医疗法已进入第 8个年

头了，隐瞒意味着什么？ 隐瞒带给人类社会的将是更多的死亡，隐瞒也带给不当鼓吹甲流

疫苗的功效，特别是孕妇之怀中胎或幼儿的智力发育的不堪后果无一不为亲人带来永远无法

弥补的悲伤及痛恨并意味着社会的人性及价值观受到了极度的扭曲！ 

今天的主题将立足于流感病理学的角度破解甲流疫苗无害有效之荒廖性！ 在此之前，

各位看官请小安莫燥！ 诚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上述敝司的医学发明能否得到 WHO公开的

应用，随着奥巴马当选后的努力及 H1N1猪流感的扩散⋯中国政府在气候峯会的绞局破坏进

一步激怒国际媒体发出为何还不“处理”中国的呼声，加之奥巴马以诺贝尔和平奘盛装出场

被推上历史的风头浪尖⋯，因此，2010年的中美关系的对抗掀开了 21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正

邪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以下是过去一年的历史事件值得你我重温及三思： 

1. 瑞典的官方公诉人于 2008 年 12 月 18 日向媒体公告了自 2006 年起，中国政府
就多次行贿诺贝尔评选团的这一事实，行贿所针对的正是上述本司 lzm 的医学

发明！在 2006 年 3 月 , 杨振宁被指派前往香港镇压学术界的不满是说出了：
“中国目前无需要诺贝尔奖！”的屁话! 

2. 奥巴马在 2009 年 1 月 21 日就职演讲警告中国政府  [...那些靠着贪腐欺骗
和钳制异己保住权势的人，须知你们站在  历史错误的一边，而只要你们愿意
松手，我们就会帮忙]  

3. 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的伦敦 G20 峯会上，奥巴马籍上述本医学发明人的公开
信劝服了胡锦涛在 2009 年 7 月份的欧州 G8+5 峯会上共同承认上述这一“洗
肺”医疗法的发明对付猪流感，但江泽民以心脏病发急招胡锦涛回国，奥巴马

的帮忙功亏一篑；  

4. 在 2009 年 9 月 24-25 日美国的 G20 峯会，胡锦涛不惜以不入会为胁逼 G-20
不讨论是否让 WHO 应用“洗肺”医疗法以对付 H1N1 猪流感，此情此景尽入
科学界及诺贝尔眼中，为惧怕奥巴马为眼前利益放弃帮助中国从历史错误的一

边下台，诺贝尔于 10 月 9 日特意提前授以和平奖为奥巴马加冠推向历史的风

头浪尖；  

5. 因此，奥巴马在 11 月中的访问中向中国直言非承认上述这一“洗肺”医疗法
的发明对付猪流感，而此时美国 CDC 公布的美国猪流感死亡人数已达 8000
人，因此，奥巴马希望在 12 月 10 日领奖之前一日的国际气候峯会上可以与温
家宝共同向全人类公布这医疗法的发明及应用以圆和平奖面孔，但温家宝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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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日期令奥巴马的努力落空并须面对中国政府在气候峯会末期的搞局破

坏… 

6. 国际气候峯会后的英国首相首先发炮指责中国“挟持”哥本哈根会议并由英国
卫报 www.guardian.co.uk (Mark Lynas) (www.ycec.com/advice/091230.pdf ) 在 22 

December 2009 作出专题报导！此时中国政府马上指引中国最高法院在 21 日驳

回英国毒贩的死刑上诉，英国首相立即写信温家宝求情，但不到一星期的 29

日马上处死该英国人给英国首相颜色看并借此在国际上扮 G-2 恶霸警告各国

政要⋯由此，卫报 Mr.Jonathan Fenby 在 30 December 2009 提出标题为《How not 

to handle China》一针见血！  

7. 随后，就见凤凰卫视的评沦员在中央的指导下讨论如何寻找美国的“软捏”出
击及并“出术”诈称反导弹中段试验“成功”支撑 G-2 自打面孔充胖子志在威

胁奥巴马切勿引领国际社会承认及应用敝司洗肺的医疗法救生，然而反导弹中

段是必须依靠多维度卫星探测系统的，中国有吗？明显的，反导弹中段是基于

预知导弹中段轨迹而试验“成功”的！⋯如此国家级的假大空等诸多造作卒引

起奥巴马在 1月 28日在国会报告时愤怒地说：“...美国不做第二 ...”而让位中国，
随即在隔天批准售武台湾及将接见达赖…从此美中的对抗升级… 

尽管上述的只为这“洗肺”医疗法可否为 WHO 公认应用拯救生命的国际角力仍沉

淀在国际新闻之背后真情尚末浮出台面，但中国政府权力核心领导人付出的何止是台湾

的国防利益，历史罪人的代价正在高升！  到底今天的中国权力核心仍江核心？胡温核

心何在又真奈人寻味的？！⋯敝司不得不谨此再次向各位华人看官、港澳同胞及国内共

产党的忠实捍卫者或同路人包括各级官员发出诚恳的呼吁：现在是你救党救国的时刻到

了！  

现回归今天的主题，以下是敝司在 2010 年 1 月 27 日起向北京各律师事务所发信内

容之一段，中国的卫生部也无可奈何地卒于 2010 年 2 月 3 日被迫  要  公告  吁呼  拟今

年怀孕的女士要事先打甲流疫苗，即卫生部认同了敝司指出的在怀孕期间打疫苗针会伤

害胎儿的呼声！  

请阅如下方框内之段文便知一二：  

然而，为何大多的流感病人  不吃药或吃一些普通退烧药也会好？  对此医学盲

点，古今中外的医学界均不能有准确的定论，现敝司在此进一步公诸于世！如下：  

那是因为细菌在肺腔繁殖的生态尚末建立之时，正如在一杯水面上的蚊子，杯水

一动蚊子就跑掉！   人体肺腔天生本身就有如此的动态本能来抗拒大气中的细菌！ 也



因此，吃药或疫苗只能延长如此本能动态能量的作用时空，但没有任逻辑基础可以证实

吃药或疫苗是有助杀死细菌的！   例如，H1N1 病人的血液中病毒是由细菌在肺部繁殖

的排泄物及尸体进入血液造成的，一概统称为病毒！但病毒是无生命是不会变种的，而

细菌是有生命的动物，大气中的细菌就几万种，不同的细菌感染就可验出不同的基因病

毒，所以，将死亡推给病毒变种是医学界的无知！  所以接种疫苗所诱发的抗病毒作用

不大，另从病理学上也可轻易论证，疫苗的功效远不如在感觉不适之时及时吃上几颗普

通感冒退烧药片！  

又人所共知的是，疫苗就是低含量的病毒用以诱发体内抗病毒机能为原理，一般

健康的人早尚可接受，但对孕妇怀中的胎儿就特别危险，接种的疫苗对诱发胎儿抗病毒

的能力根本毫无用处且有伤害胎儿的脑部健康，伤害的程度将因孕妇对含量病毒疫苗分

解的能力及胎儿大小因人而异，严重者一尸两命或胎死腹中，轻者则会制约胎儿不同程

度的智力发展！  

香港近日就有不少的孕妇或婴儿接种疫苗死亡的个案报导，在中国自 12 月份就

被下令不能报导，还有，正如敝司早几年无向各界发出呼吁的是稚龄的儿童一但高烧超

越 39 度便应主即洗肺，否则当会不同程度的脑损伤智力下降⋯其病理是基于其原有的

共通点的！  

上述可见，中国卫生部或所谓的医学专家，有种的就请他们站出来还反驳！  

因此 ,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敝司洗肺的医学发明的理论面前，疫苗只是政客为

隐瞒出于无奈志在安定人心骗人可耻的把戏而己！  

敝司在此疾呼，请当政者不要再欺骗人民了！  

到底还有多少真正以维权为天责的中国律师？  你是吗？  如果还不连手揭露卫

生部隐瞒敝司洗肺医疗法发明，那么，残害生命的罪孽进一步加深，你会没有罪恶感

吗？！  

上述方框对此医学盲点的分析及破解之后 , 敝司不忍有更多的胎死腹的个案发生

更不愿屡见共产政府的罪孽在加深，并立即在 2010 年 1 月 27 日就开始向北京等法律界

作出传 E,因此，中国的卫生部卒于 2010 年 2 月 3 日公告吁呼  拟今年怀孕的女士要亊先

打甲流疫苗，即认同了敝司指出的在怀孕期间打疫苗针会伤害胎儿的呼声！  可见以

维权为天责的北京律师还是有能量外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不就说明了中国卫生部官

员的人格斤量不足，为何只有在本司不断地揭露隐瞒真相无言对答之下才要吁呼今年打

算怀孕的女士，要先打甲流疫苗，但仍不敢正面地下达通知坦白无误地告知民众针对病

毒的疫苗根本是一大医学史上的一大谬误是无效的骗人把戏，  特别有害孕妇怀中新生



胎儿！   

上述，中国卫生部已经半醒，现聚焦香港曾荫权政府。 在近期，据香港文汇报

2010.01.26 日的报导，打甲流疫苗后死胎死腹中己增至 6 宗！  但报导说曾荫权政府

当局称未逾警戒，也即是说自 11 月份推广接种甲流疫苗至今不足 100 日就有 6 宗流产还

嫌死得不够多呵？！ 明显的，这胎死腹中并非曾荫权或高官子孙才如此“未逾警戒”唾

沫横飞！   但没有胎死腹中而影响将来幼儿成为智障者又会有多少呢？  这责任又该由

谁负呢？  如下：  

早在打甲流疫苗的几个月前，曾荫权政府大耍公帑，并在诱骗市民打疫苗针的同时

还要市民立下自我承担后果不能追究曾荫权政府的合约字据！  对此，显然的，曾荫权

政府真是老谋深算有“先知之明”！  但任何人都知道，被诱骗、欺诈或强迫压力所立下

的合约字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由此，一个奸得如此“出众”令人怒不可遏的反动政

权人物就此在『流感的病因是细菌而非病毒』灿烂无比的阳光底下其幽灵已无可循形了！

 敝司在此提出更严峻的敬告，如果还不停止诱骗市民打疫苗针并告知市民真相，不

要以为将来赔的只是政府，市民将来务必会追究的首先必定是特首曾荫权及各级医官的

个人赔赏责任！  

然而，中国卫生部的手段又是如何呢？  在座的看官当不少为中国法律界精英，敝

司己无须在此数落！  维权不能曲解为维护当权者而应为民权，到底还有多少真正以维

权为天责的中国律师？    你是吗？  阁下有责任敬告当权者就此收手放下隐瞒敝司洗

肺医疗法发明及应用的屠刀立地成佛！    如果中国法律界还不连手揭露卫生部隐瞒敝

司洗肺医疗法发明，那么，残害生命的罪孽进一步加深，你会没有罪恶感吗？！  

如须任何进一步的说明及资料，请联络: 852-36187808/ 86-755-25353546 或者也可联

络 QQ-290619513， 国内人可通过动态网浏览敝司: www.ycec.com & www.ycec.net 两网站。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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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为疫苗孕妇坠胎，不得操控国力逆天而行！ 
致全球华人、传媒及中港各界公开信！(二十五)  10.4.2010. 

自上期敝司在 2010 年 2 月 8 日发表的『还历史公道可怜胎儿，放下甲流疫苗屠刀向

国人赎罪吧！』公开信中揭露甲流疫苗有害及无益论发表之后，即甲流疫苗有效、无害

性的谎言一经揭破，中港两地纷纷杀车及盘点，在内地，截止至 2 月 28 日止累计共有 7948

万人接种甲流疫苗，而香港截止今日为止为 189,094 宗！  但昨天的中国卫生部仍不及时

承认敝司的“洗肺”医疗法，却似阉官般的口吻羞答答地借口说是“因为山西的甲流疫

苗问题”呵才引致了全国各地以疫苗防控的工作进程即基本停顿！ 但香港卫生署防疫中

心的人员在前告诉本人：“是的，知道了疫苗没什么用且有害，但政府政策就如此，还

没发通知疫苗无效，市民上来要打疫苗也只能照打！…”这简直在玩弄市民生命，畜生！ 

实在的是，敝司无须再举例，接种甲流疫苗可以诱发所谓的“病毒抗体”完全是假

的、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首先，病毒只是入侵肺部细菌繁殖的副产品，这早在敝司的专

利发明书中早有界定，是一种有害的有机化学物质，因此俗称为病毒也无不可！  然而，

接种疫苗可产生“抗体”一直在深入及盅惑民心！  在近代的教科书中，抗体 (antibody) 的

概念是指机体的免疫系统在抗原刺激下，由 B 淋巴细胞分化成的浆细胞所产生的、可与

相应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反应的免疫球蛋白！  抗原的定义只是一种有形的大分子蛋白

质，但低量毒素的甲流疫苗可刺激产生如此抗原吗？这简直是医学界的胡说八道？   因

此 , 敝司在此要求中国卫生部不可再为隐瞒敝司“洗肺”医疗法的发明而把那过时的疫

苗理论再拿出欺骗及屠杀人民做历史罪人，尽管，这帮中港卫生部官员只是医学历史殿

堂梁柱上的一只小苍蝇，实在不值得本公在此指名道姓！   

显明的，山西的小童甲流疫苗问题与中港两地不少胎死腹中的孕妇只是冰山之一角！

例如近期的报导中一 13 岁广州学生打新流感针得脑膜炎因此识学生获 11 万医疗费，另

据香港卫生署四月二日报导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一名曾接种人类猪型流感疫苗的 70 岁男子

出现脑神经系统病征的个案！   也就是说，甲流疫苗的危害性远远不止是只在幼儿及孕

妇一族！现在，中港政府最紧迫性的是 , 香港有近 1500 人的孕妇注射过甲流疫苗，若以

2006 年中国 1.209%的出生率计算，中国接种甲流疫苗的 7,948 万人中将达 960,913 即近百

万人的孕妇接种过人类猪型流感疫苗！  

 因此，一个十分严肃性的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没有胎死腹中的可怜胎儿出生后的

智力会否永久性地、不同程度地受损呢？  这答案将是肯定及毫无疑问的！   即是说，

如果中港政府的卫生部不能向公众驳斥面敝司在上期公开信中揭露甲流疫苗有害及无益

的论据，那么就应立即公告天下、动员所有的百万疫苗孕妇立即坠胎、并做出公开道歉

及赔偿！ 否则，百万疫苗孕妇新生儿的额外抚养费的赔偿将更多，且在场观众的中港响

当当的维权律师多得是，赔偿的责任务必首先指向这批有价值观、只会拍马屁唯命是从

的卫生帮官员的个人私产！ 因此，敝司再次在此做出呼吁，特别是中国的法律界，现在

是你为民救党救国的最后时机了！  

上述已民怨四起，不必再夜观天象，南方云南贵州等地又天干地裂千年罕见！为隐

瞒敝司医疗法及力阻 WHO 应用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更是名声狼籍！   何况奥巴马现正

在以售武台湾及起动将中港台共同列入汇率操控国进而对中国制造微税 25%逼中国政府

不得再操控国力继续阻止 WHO 承认及应用敝司“洗肺”医疗法拯救天下众生进而完成

他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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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 4 月 2 日，奥巴马主动与胡锦涛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并

预定在 12 日在美国联合国核不扩散会后与胡锦涛会面解决此事，但见中央核心私生子般

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奉命在误导中国观众转移焦点说美国的将中港台共同列入汇率操控国

是志在为制衡伊朗核扩散取得中国支持！但话音未完，凤凰卫视不得不也要转播了美国

财政部长为发表了声明指将中国列入汇率操控国并非为制衡伊朗核扩散取得中国支持让

中央核心的主事人观阅！   美财长盖特纳更说，如果在联合国核不扩散会议奥巴马与胡

锦涛会面后，如果没有进展， 则美国将在 6 月的 G-20 峰会上提出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 

将中国列入汇率操控国是美国自家事何须在 G20 上讨论？  这显然另有所指，即将六月份

的 G-20 峰会上讨论  要不要让 WHO 公开采用敝司的洗肺医疗法！   

上述已明显不够了，如果让列入汇率操控国，美国国会将会立即立法对中港台的中

国产品抽取 25%关税 , 那就意味着将会有大批的外企退出中国，国家的利益当前，力阻

WHO 应用本敝司医疗法拯救众生更是缺德！  到底这中央核心是胡温核心或仍是江核心

的原班人马呢？  又为何还可以不雇本国人民因甲流疫苗的无限祸害及生命安危并顽固

地操控国力阻止 WHO 采用敝司的洗肺医疗法拯救生命逆天而行？！   敝司不得在此提

醒，隐瞒拯救生命的医疗法就一种毫无人性的弥天大罪！ 尽管仍是江核心的原班人马仍

在左右主政，但难道历史学家还会对现任领导人的职责网开一面吗？   

记得在 08 年的四川大地震 , 温家宝调动不了军队摔电话，胡锦涛出面也只见 10 余名

空降兵出动表演！ 因此，胡温一经连手全国人大常委会 2 月２６日使表决通过了国防动

员法，有了这国防动员法，胡温核心便可有法律依据调动军队了，这就叫针不插中肉不

知痛才会！   再来，就是总理温家宝亲自透露，去年康桥不愉快的被扔鞋事件令温家宝

母亲患脑溢血  ！  外界少有报导真正原因，那是该病因学硕士生杨克深知中国邪恶地隐

瞒  敝司洗肺的医疗法而牵怒中国总理的举动！   以历史的角度平心而论，胡温核心领导

已到了非主导公审隐瞒敝司医学发明主谋才足以洗刷及摆脱当政期间隐瞒医学发明历史

罪孽，否则，就算胡温父母有十条命也不够折损！  因此，敝司切盼胡温能够连手扭

干转坤为民救党救国 , 在位领导人这千古罪人的罪名将千古流传却是代代不好受的，因

此，请有关人等转告胡温领导人：  

1.       请速承认敝司“洗肺”医疗法救民为国；  

2.       请尊重敝司知识产权并赔偿敝司的血汗投资；  

3.       停止以卑鄙手段操控中港法庭掠夺金钱及破坏发明人家庭；  

4.    请公审隐瞒承认敝司“洗肺”医疗法发明的主谋人还历史公道还胡温自身清

白！  

如须任何进一步的说明及资料，请联络 : 852-36187808/ 86-755-25353546 或者也可联

络  290619513-QQ 国内人可通过动态网浏览敝司 : www.ycec.com & www.ycec.net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10 日  

 

本公告网址：www.ycec.com/UN/100410-hk.mht 

主页：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以卡尼丁酵素欺瞒市民，曾荫权政府休想以此推卸杀生责任！ 
致全球华人、传媒及中港各界公开信！(二十九)  15.9.2010. 

 

自敝司的《还历史公道可怜胎儿，放下甲流疫苗屠刀向国人赎罪吧！》及《快

为  疫苗孕妇  坠胎，不得  操控国力  逆天而行！》两文分别于 08.2.2010 及 10.4.2010

向中港各界公开信后，即甲流疫苗有效、无害性的谎言一经揭破，中港两地纷纷杀

车及盘点甲流疫苗存货，香港政府并已宣布要消毁九成多末用剩余的价值 2 亿多港

币的甲流疫苗！  

但十分遗憾的是 , 敝司林哲民(lzm)于 2003 年解救中港 SARS 国难的“洗肺”医

疗法经 2004 年董建华政府批于专利后至今也不能公开为解救流感病人生命！  于九

月六日 , 当一名入住香港屯门医院就读该幼儿园的三岁男童发高烧超过 40℃达 10

多小时，香港医管局的这班  畜生医官 还不立即为该三岁男童“洗肺”卒于在

2 天后的 8/9 深夜去世！  

更不可恼怒的是，但见前天即 10/9 的 TV 新闻，卫生署更找出医界的学者代

言人(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以该三岁男童本身先天的缺乏 卡尼丁酵

素即先天性的缺乏症 替  曾荫权政府  隐瞒  lzm 解救  中港 SARS国难  洗肺医疗法

发明的恶作罪行 开脱罪状！  

今年 ,  前 03 年医管局主席梁智鸿为隐瞒解救中港 SARS 国难的“洗肺”医疗

法的得力干将，领的是公俸，并于今年获取香港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  但干的

却是对市民生命如草木的畜生勾当 , 小畜生如卫生署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近期又在

TV 上欺骗市民，说什么流感季节来临，又将向市民推荐流感疫苗了！  这小畜生嘴

歪歪也欺骗市民胡说什么这是普通流感疫苗非去年那批早就宣布要消毁今年 11 月

份将到期的猪流感疫苗了！ 看这小畜生不能自圆其说的滑稽相，梁智鸿的大紫荆

勋章正是诱惑他面对公众撤谎脸不变色的动力！  

上周五，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为这该三岁男童的失救开脱隐瞒洗肺医疗法发

明开脱杀人责任的理由是什么？何柏良在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日本每年均有逾百

名小童因流感上脑后引发并发症而突然死亡，  当地研究发现有关病童体内均缺乏

「卡尼丁」酵素，  「一般人发高烧会自行调节体温，但此类病童如发高烧超过一

百零四度，并持续几小时甚或十多个小时，脑细胞会散晒，出现水肿，这个时候已

经无得救」。 

明显的是 , 何柏良的言下之意尽是在讥笑该三岁男童及所有香港人的父母：“喺

你哋做父母的唔识生多啲  卡尼丁酵素给你的仔吗，死有余辜！”这与畜生无异！ 为

证明所言属实，何柏良这家伙还假醒醒地建议当局引入普查机制，找出可能因为持

续高烧导致脑水肿死亡的高危儿童，减低死亡风险⋯ 

紧根着, 香港的一众报社马上群起向全港市叫吹嘘卡尼丁才是杀害 流感病人的

祸首而非曾荫权政府！ 这就是香港早已沦丧社会道德、沦丧一国两制众生相一景！ 

例如，新报以 《儿童缺「卡尼丁」酵素易高烧亡》为标题；星岛日报以《缺

卡尼丁童患流感 易丧命》为标题；苹果报以《流感死亡儿童缺「卡尼丁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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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报的醒日标题为《夺命童疑缺酵素猪流打散脑细胞》, 文汇报 的标题为《先天

缺酵素儿童 流感易上脑》; 明报更醒以《卡尼丁酵素缺乏症 属遗传病》为标题；

成报的标题更醒以《流感童猝死 寻获真凶⋯》,⋯.由此可见，港报全沦为隐瞒 lzm 

洗肺医疗法发明当权者跟班者，正如 2003 年 8 月 , 当董建华于心不忍地 批予 lzm

洗肺医疗法发明的专利权后得罪了中国当权者，也就是这班跟班者连手造议论全城

起哄逼董建华自动辞职下台换上曾荫权，现在，一众报社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又

依样画葫芦欺骗及戏弄全港市民并草管人命 , 当正香港人全喺傻瓜！  

什么叫卡尼丁酵素呢？ 普通市民是难以理解的！  

卡尼丁真是流感致死的凶手吗？答案是否的。  卡尼丁只是使脂肪变成能量人

体所需胺基酸之其中之一种而己，卡尼丁的高低因人而异而不构成生存之障碍足己，

一众报社可采访那三岁男童的父母，三岁男童生前必定活泼可爱！  就算体质因卡

尼丁偏低有所积弱，只要在发高烧 39℃之时之立即为该孩童洗肺消除流感病茵 , 那

么，那三岁男童岂会不治？ 现在，要追究的是隐瞒 lzm 解救 中港 SARS 国难 洗

肺医疗法发明的当权者 , 即曾荫权政府！  

相关的报导见敝司：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人命关天望一众报社

莫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告知市民真像！  

曾荫权应去查询下界的国家主席或共他未来的领导人，不必如 05 年那样遥望南

天看那季鸟南飞令禽流感不断来沉思、权衡江办的一面“中央密令＂下隐瞒 lzm 解

救 中港 SARS 国难  洗肺医疗法发明可持继多久来权衡自己得势及向 lzm 下毒手的

利弊，曾荫权也应评估一下胡锦涛在今年的 4 月 12 日到底答应了奥巴马什么，奥巴

马为估会那爽地承认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再干预？   难道胡锦涛不

是承诺会在上海世博会展示 lzm解救  中港 SARS国难 洗肺医疗法发明以让奥巴马

完成他提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尚未完成的历史史命吗？  君不见胡锦涛的食言令奥

巴马恼羞成怒重提并压迫人民币升值及在黄海军演及搞剧南中国海吗？请莫再执

迷而不悟，以为“中央密令＂可以永世得势不倒，那天理何在！   

又难道美国可以像中港各主要城市可以指定两医院 偷偷摸摸、贼头贼脑地 应

用林哲民发明的洗肺医疗法应急、而不能惠及曾荫权口中常朗朗出口的普罗大众吗！ 

因此，望医管局各级医官及学者切莫再被利用来愚弄市民并藐视生命犯下的是不可

宽饶的反人类罪，这是简直是行尸走肉不齿于人类社会的行为，有报应是肯定的，

请即收手，否则迟早也会一同被推上历史的绞刑台！  
 

 

  香港日昌电业公司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5 日  

 

本公告网址：www.ycec.com/UN/100915-hk.mht 

主页：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请参阅如下 08.2.2010及 10.4.2010 向中港各界发表的公开信！  



王道逆天横行中港, 反动医官曾浩辉续继推广流感疫苗！ 

致全球华人、传媒及中港各界公开信！ (三十)  24.10.2010   

王道逆天横行中港 , 反动医官的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的曾浩辉不怕 注定会有的报应 

全力地在 支持一个 藐视生命可耻的 王道政权  进一步为  隐瞒  林哲民 (lzm)于 2003 年拯救

中港 SARS 国难“洗肺”医疗法的发明， 在昨晚的港视 TV上, 曾浩辉又再次面对全港公众 极

尽浪费公帑之能事 一再欺骗香港市民，并声称在十一月展开推广  流感疫苗！  

全球华人、传媒及中港各界决不会对  敝司 10.4.2010《还历史公道可怜胎儿，放下甲

流疫苗屠刀向国人赎罪吧！》及 10.4.2010《快为疫苗孕妇坠胎，不得操控国力逆天而行！》

的两封公开信熟视无睹的！  在当时，  中国卫生部也停止了甲流疫苗的接种计划 , 香
港政府更宣布  要消毁仍没过期  价值 2 亿多、九成以上的甲流疫苗！  

在上述两封公开信中，普通流感疫苗  与  甲流疫苗  其过往错误的医学根据完

全无异，这里已无须重述！  中港的传媒有人道的责任告知国人，普通流感疫苗与

甲流疫苗同样是有害而无益的！   

但为何曾荫权政府还要在昨天牵出一反动的医官曾浩辉 续继推广流感疫苗呢？  

请见随后  敝司 lzm Sep. 22, 2010 向WHO及各国的公开信，主题为：The flu vaccine was a 
ignorant products, WHO is a hoaxer that deceives mankind society nearly one century yet!  本公开信
深入浅出地 指出流感的病因  为在肺部繁殖的“细菌＂而非“病毒＂，而疫苗的起源正是

来自  流感的病因为“病毒＂的错误假定，即如果 WHO承认了这一流感病因的解释，那么，

WHO也就不得不 也要承认 lzm“洗肺”医疗法的发明了！  

因此，上述已引起了西方各界极力的反响！  即 WHO 为协助中国政府隐瞒 lzm

“洗肺”医疗法发明不得不也要避免承认引起流感的病因为“细菌＂而非“病毒！   

因此，WHO 必然会要求中国的王道政权  垂帘听政  强迫香港政府  重起“流感疫苗”

这一荒唐、无知且有害无益的产品以安定人心！  

由上述可见，香港政府在明知  甲流疫苗  已伤害了不少无辜的市民，否则港府还会

公然宣布要销毁剩余的甲流疫苗作贱公帑吗？   从而不难发现，到底一众港府官员全被

阉了？  或是中国政权核心自毛邓掌航后早已变种的中央核心在垂帘听政、不分是非地在

背后指手画脚着的一国两制？   

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愿中港各界的正道人仕特别是港澳媒体可以告知港澳市民

及国内同胞  “流感疫苗”有害无益的真相！  本人也同时在此呼吁港澳及国内同胞  

抵制  隐瞒医学发明  倒行逆施下的  流感疫苗！   

而今天，香港社会的有关人仕务必要清楚，曾荫权政府藐视生命的倒行逆施、只是在

配合 WHO 及国际社会仍  屈于中国王道政权在世界经济秩序的破坏力的惊恐中  重拾撑起

“流感疫苗”这条死鸡以修补、蜛延惨喘隐瞒 lzm“洗肺”医疗法发明被揭穿的漏洞！  

另者，隐瞒医学发明者就等如人类的战争罪犯！  但喜见  今年 7 月初明言不愿保  
江泽民到底  的  习近平  也  刚补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正式进入接班轨道， 这显然已

给  堕落为  隐瞒医学发明历史罪人的共产党政权带来明天的希望！   更但愿  胡温近

期的政治改革呼声会得到尽快的落实⋯ 试看那  倾尽国力也要隐瞒本人 2003 年拯救

中港 SARS 国难“洗肺”医疗法发明的邪恶王道政权还能逆天横行到何时？  

Lin Zhen-Man  
www.ycec.com/UN/101024-cn.pdf  or mht                 Oct.2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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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政权续继逆天横行中港推广流感疫苗，看中港医官面孔各异！ 
致全球华人、传媒及中港各界公开信！ (三十一)  03.11.2010 

见前天的 HKTV， 曾浩辉这家伙  续继为王道政权推广流感疫苗！ 面对着本人

08.2.2010、 10.4.2010 及 24.10.2010 的公开信对流感疫苗有害无益、  WHO 及中外医

学界蒙骗全人类百余年的最大骗局深入浅出的揭露，并不见有任何官方主导下来医

学界异议可以否认流感的病因正为在肺部繁殖的细菌及由病毒传播的慌谬性，中港市民

也已大多心知肚明，特别是孕妇及幼儿小童无一不对疫苗的接种惊恐有加，  但为何前

天的 TV 所见， 为何曾浩辉这家伙改不了奴才相、转而安排老年人接种疫苗的视频

镜头愚民为乐且妄自尊大地继续欺骗市民说“流感疫苗是有根据的”！   

到底“流感疫苗”是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为何不见医管局有进一步的解说？  这

显然志在打官腔藐视生命！  因此，本公有责任再次在此揭露疫苗大骗局的的真相，

让这班没良知、唯命是从的狗崽子更加狼狈不堪！  

在当今错误未改的医科书上、或中港医官曾多次也在 TV 欺骗市民吹嘘流感疫苗

根据及妙用如下：  

1.  流感是由病毒传播，而病毒在血液中是以复制的形式繁殖存在；  

2.  流感疫苗是由低含量病毒的液体构成，  疫苗是可以诱发人体产生“抗体”
可避免传染流感对人体是绝对安全的。  

上述正是“流感疫苗”所谓的“科学”根据！  但这所谓的“科学”根据是不能

自圆其说的！  为何？  如下：   

  见上述 1.,  如果说病毒在血液中是可以复制繁殖的话，这不就表明流感病毒是

有生命的，那么，难道由低含量病毒构成的流感疫苗不会自行复制繁殖而增加

病毒含量达致危险人体吗？    

见上述 2.,  如果说疫苗是可以“诱发”人体产生“抗体”可避免传染流感可以

成立？  那么， 同理，难道流感或感冒全愈的病人不会再感冒发高烧？  否则，

流感或感冒全愈的病人身体上的“抗体”哪里去了？  

由上述可见，“流感疫苗”有科学根据  简直不值得一驳！  又难道老年人接种

疫苗就没有风险吗？  答案是否的！  并且，低含量的流感疫苗仍存在可令体弱低抵

抗力的老年人一群产生病变而含冤风险，因此，本人在此呼港府应为安老院增设紫

外光杀菌及在空调的进出口广设杀菌过滤窗，而对那些不幸犯上流感发烧超过 39℃

不退的不论老幼妇孺都应立即使用“洗肺”医疗法！  

每个香港市民有权致电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周一岳 ,  其热线为 (852) 1823，  

或卫生署长  林秉恩  医生，其热线  为 (852)2961 8989 或  (852) 2961 8991, 或  马前

卒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  这家伙，其电话为  (852) 2961 8889, 如果这般他们不

敢在 TV上面对全港市民回答上述 1.及 2. 的  质问他们为何仍不停上浪费公帤一

再地愚弄市民，那么，在历史的绞刑台上他们这一群将会无一不幸免！  

本人在此呼全港市民，若流感或感冒发烧超过 39℃不退而不能得到使用“洗肺”

医疗法而命丧黄泉向本人举报，电话是 36187808/ ycec_lzm@yahoo.com.hk   

下图为疫苗有害无益的最好证据，早在中国大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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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所见，  凤凰卫视刊登的湖南在线来自长沙市以  假胳膞接种  流感疫苗的  
宣传图片，由此可见，湖南在线记者  用心良苦  只得以此对中央政权阳捧阴违了！

而中国的各级官员更是奇招尽出令流感疫苗缺货以免伤害民众！  反观港府官员及
本港媒体却奴才相十足，连国内官员及媒体也比不上，还耻谈什么一国两制！如下： 

 

 其网址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10/31/2953680_0.shtml  

 

Lin Zhen-Man  

www.ycec.com/UN/101103-hk.pdf  or mht                Nov. 0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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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申请 
 

申请人 :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 

   林哲民      ) 

申请 号码 : 031408257     )第一次答辩附件 

申请日      : 2003 年 6 月 7 日    )    

发明名称 : 肺脏非典病菌感染的表面处理  ) 
           

申请人致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处 

北京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号 
 

王景川局长: 
 

     贵局安排光电技朮审查部审查员张潇对本医学专利申请审查本身就是一个包藏恶杀知识

产权动机的决定，从审查意见可见审查员张潇本身就是不俱备专业知识的医学文盲，更由于可

能是有关人仕的安排，审查员张潇也只能十分苯拙地指着本专利申请的权力要求说是“涉及”

医疗法便就属于“医疗法”因此属于专利法第25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因此否定申请。

审查员张潇更出言不逊说轻狂下笔：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且本申请的说明书中也没有发现其它

任何可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本申请也不具备被

授予专利权的前景。」 
 

    摆出审查动机的决定非要恶杀曾于2003年5月15日后拯救北京近仟非典病人本发明专利申

请！请王景川局长阅读本档案第一次答辩书，一切便会真相大白。 
 

    由于如此的审查动机与2003年前国家主席以“中央秘令”要香港政府隐瞒林哲民医治

SARS(非典)发明一脉相承，虽然该“中央密令”早己由胡锦涛新中央下令并在2004年国庆前朱

育诚进一步析意解除，但“中央密令”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现附去本专利申请在香港获批之

后，与香港政府卫生局谈判使用本人医治非典的发明书信中就存在的困难需要由中央人民政府

驻港联络办公室 高祀仁主任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杨文昌特派员将争论转交江泽民办公室

的相关文件，要求江泽民批示解铃或澄清，请参阅！ 
 

现在王景川局长阁下也可能存在同样的困难，因此也希望将此事要求江泽民批示解铃或澄

清，要求针对林哲民如此对人类医学史有如此重大发明隐瞒的“中央密令”是否他发出，更重

要的是，还要不要隐瞒，还要不要责令审查员张潇如此包藏恶杀知识产权动机的决定！ 
 

     了草谨此！ 
                    
2005 年 1 月 23 日   031408257 专利申请人：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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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天津视窗·新闻中心－我国已经募集4200万元为20万尘肺病矿工洗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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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

· 未来十天江南华南天气晴

朗 西南西北有雨雪

· 卫生部执法监督司称我国

食品安全面临五大问题

· 我国已经募集4200万元为

20万尘肺病矿工洗肺

· 上海市政管理局因收取外

埠车辆进沪费被起诉

· 广西北海缉私警察闹市撞

死6人案11月1日开庭

· 北京奥组委:奥运吉祥物将

于11月11日正式发布

· 三部委1日起打击手机违法

短信 针对五种行为

· 杨柳青获中国魅力名镇 4直

辖市惟一殊荣(图)

推荐新闻

· 市政协委员建议改善中小

学生读书生活

· 创建平安天津春节治安稳

定

天津视窗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字体：大 中 小】 

我国已经募集4200万元为20万尘肺病矿工洗肺

    在矿难频发引发各界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的同时，全国至少20万名尘肺病煤

矿工人的职业健康同样应当引起关注。记者10月31日从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

会了解到，目前已经募集到4249.5万元为尘肺病矿工洗肺。

    “自由呼吸”是几乎每个尘肺病煤矿工人的渴望。记者了解到，由于在产煤过

程中长期吸入煤尘，在肺内滞留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尘肺病矿工均有不同

程度的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通过洗肺能够有效缓解这些症状，顺畅呼

吸，恢复体能，提高生活质量。

    基金会计划明年完成600名煤矿工人的洗肺治疗，在3到5年时间内，将肺灌洗技

术推广到15家至20家尘肺病治疗机构，争取每年治疗量达到6000人到8000人。

    这4200多万元资金主要来自国内18家大型煤炭企业。 

《新华网》 2005年11月01日 （责任编辑：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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