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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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3111-0137  3618-7808  Fax: 852-3111-4197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深圳海关 
王克光关长: 

本人分别于 2016.4.22 日及 26 日经传真向阁下投诉沙头角海关关员藐视贵官网

之『旅客入境通关指南』可携带带少量食品及新鲜水果的存在，竟与检疫局勾结出示以 

“没经检疫” 或干脆以“禁止入境” 单据扣留实为私抢不假，又以往经验，如禁止入境也
该暂扣海关改天带出境岂可借口“归公”私用？但至今还没得到书面回复本人是否有权根

据『通关指南』携带新鲜水果及非疫区食品？  以及如此滥权关员如何处置？ 

在经上述的投诉后，沙头角海关乖了几天，昨天晚 8:30 起又见连本人的小腰包也要

如上飞机般折腾？  好在本人没带可口食品或新鲜水果，否则又要匪心突起了！ 

有见及此，本人上月26日投诉信中也提及的贵深圳各海关已用拾年有多的『自

助出入境检查闸机』正是敝司本发明人于2002.1.09去专利申请号 011430818及于
2002.11.3申请号02161706.6两份专利成果之一！  
从敝司网页  www.ycec.com/cn-Patents.htm 可见，该两份专利至今只是北京

中院-签收不立案及专利局信复审委员会收费后也不立案冻结至今，均非敝司或本发明人
可促进之能力范围！   

该发明在 911 后的 2001.09.19，美国的股市已崩溃在眼前，本发明人通过美国驻港

领事馆将“航空安全三措施”的发明稿文传真给了布殊。 此后，布殊于 2001.09.26 pm 4:00

透过驻港总领事馆的一个名叫Mr. Tomy Liu 的 高级职员打电话代表布殊政府：“Mr.Lin 
Zhen Man, 我代表布殊总统向你表示感谢，保证你在美国的专利申请。⋯”！ 也就在第 2 天，

布殊就在芝加哥机场发表“ 航空安全三措施” ， 布殊并对三措施其一之“ 两道门的驾

驶仓” 表现特别兴致勃勃， 并当场宣布拨款 5 亿美金给波音公司改造飞机⋯ 事实证明， 

这是最有力的反恐武器， 但为何布殊却甘违背承诺于一个帮他渡过 9 11 危机的香港人？ 

内情从 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k.htm 可见！ 
因此，现根据中国专利法第13 条，本发明及申请人有权要求贵深圳海关在应用本发

明后所能节省的人力资源以合适且双方同意的百分比支付令本发明及申请人赔偿了事，愿听

其详！ 不止书面答复直言可显君子风度，更因若有争议发展到要司法解决的，不书

面答复解决纠纷一方均可不论输赢均要支付讼费，因此，请在5个工作天内有所书

面回复，谨此告知！ 

另，本信将如前信传真后包括前两信一同挂号寄出，或也可在如下网址下载:  
www.ycec.com/cn-patent/160511.pdf    
谨此！ 

传真： 12360仍难转传真 

烦请  
福田南路 10 號口岸指揮中心  
傳真：0755-83394352  代转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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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 
王克光关长: 
    于 2016.4.22 日，当本人向阁下经传真去信投诉后，贵海关自称 12360部门一

女职员来电告知：“⋯这与海关无关, 要向检疫局投诉。”, 但本人告知在该信最后第

2段就有『沙头角海关人员与检疫局勾结』之描述，也为贵关之廉政监督 2559-2259

电话自称唯一负责人反称有“诬告”可起诉敝司提供了『重要物证』！ 

本人再次于 2016.4.24 日晚上 8 点左右再次根据贵官网之『旅客入境通关指

南』捷带少量食品及新鲜水果即两个菠萝，但沙头角海关人员仍与检疫局勾结做案，

见下图: 

   上述可見，如禁止入境也该由沙头角海关人员出据『扣压充公』凭证也不该找
检疫局出手, 一般而言，检疫局只可出据检疫有问题凭证让海关人员扣查，但『旅客

入境通关指南』之《禁止进境物品》明列“新鲜水果、茄科蔬菜、活动物（犬、猫）

除外” ，除非 “有碍人畜健康的、来自疫区的以及其它能传播疾病的食物” ，但香港又
非疫区？因此，请参阅附件向检疫局之再次投诉信，但沙头角海关人员主导勾结检疫

局抢劫旅客饱私欲已表证成立！  

早在20年前，当年的沙头角海关早就如此与土匪无弃，96年承诺半年退还1万保证

金不还，详情从 www.ycec.com/sz-2/SZ-customhouse-means.htm 可见！ 97年更干脆

不绐敝司报关再罚敝司不报关2万，如阁下是见义勇为者仍可还敝司公道！ 

   阁下又可从www.ycec.com/cn-Patents.htm 可见，贵海关已用拾年有多的

『自助出入境检查闸机』正是本人于2002.1.9申请号011430818及于2002.11.3申请号
02161706.6两份专利成果之一，专利局违法不批，北京中院-签收不立案及专利局信
复审委员会收费也立案！   



 

 ２

更国耻的是，本人解救非典的医学发明专利申请，专利局违法不批后，北京中院

竞以临要求你补充非必要资料后再以你过期不予立案拖延至今！   
而一边又要可怜相地在每一城市两医院暗中设立 “洗肺室” 偷用，更可耻的是还要

高举 “流感疫苗” 迷惑公众以对抗本发明导致死亡无数…，可进 www.ycec.com  9. 之
公开信目录自可一清二楚！ 

如此的国耻可怜相尽管不在阁下权力范围，但阁下也应进 www.ycec.com 点击李
克强头像，本人不强调要你学总理懂得自重，或进14. 之马航370…事件， 也更不强调
你学习近平向本人致敬！ 
即敝司的血汗外资工厂早在17年前及后的知识产权均也在此被抢光光，但总不拿要

放仼沙头角海关连本人带上的两个菠萝及小食品都要被拦路打劫，就因这是国恥，並

请无条件向习核心靠拢！ 

现共和国蒙羞事大，沙头角海关人员早就滥权无度不如罗湖海关，非上飞机也

要学足航空公司小腰包也要“过机”並将私人隐私文件也要看才过瘾！  

如阁下另有见解，本人愿意恭听，並请书面答复直言以显君子风度，可

传真或发电邮如信头所列！ 

谨此！  
传真： 12360 转 

要求转传真近一小时只 2次有人

听，但传不了 
烦请  
福田南路 10 號口岸指揮中心  
傳真：0755-83394352  代转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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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检疫局  
赵振拴局长:                                               Tel：8388-6079 
      2016.4.22 日，当本人向阁下经传真去信投诉后，贵局设沙头角海关部门一自

称范姓的先生于 2016.4.24 日来电本人到海关欲当面向本人解释，本人要求传真贵局授权法

规，但他声称要上司同意，本信因此搁置至今。 

本人再次于 2016.4.24 日晚上 8 点左右再次根据海关『旅客入境通关指南』捷带少

量食品及新鲜水果即两个菠萝，但贵检疫局在沙头角海关人员教唆下更离谱做案，下图: 

   上述可見，如禁止入境也该由沙头角海关人员出据『扣压充公』凭证也不该
找贵检疫局出手扮劫匪！ 

一般而言，检疫局只可出据检疫有问题凭证让海关人员扣查，但『旅客入境

通关指南』之《禁止进境物品》明列“新鲜水果、茄科蔬菜、活动物（犬、猫）

除外 ” ，除非 “有碍人畜健康的、来自疫区的以及其它能传播疾病的食物 ” ，但
香港又非疫区？  

因此，请书面告知贵检疫局权限规定以免本人认定贵检疫局人员上述行为与

劫匪无异並将在法律程序中表证成立！ 

請参阅今也向深圳海关王克光关长再投诉附件！如阁下另有见解，本人愿意

恭听，並请书面答复直言以显君子风度，可传真或发电邮如信头所列，谨此！ 

Tel： 8388-6079 
Fax： 2529-0141 

盐田局恵转 
赵振拴局长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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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 
王克光关长: 
      见下图右的香港超市收据及图左被贵沙头角海关检疫显示的以”未经检疫”没收凭证，做
为一常出入沙头角海关的普通当地居住者或旅客来讲，买 10种不同的食品，有的冰冻，有的
即可熟食总共也才 5.3公斤，即每种食品才 500克左右，足显个人私用准备为晚餐用，不足以
大批货的入口商须经“检疫”程序，但不幸的是，昨天晚上 8点左右即被没收！ 

 
   上述，如贵海关人员想吃大可向本人暗示一下即可，又何须以”未经检疫”没收手段？
这明显滥权侵犯个人权力事小，但已令共和国蒙羞事大！   

为此，本人上午去电贵关之廉政监督2559-2259电话，该自称唯一听电话的男子

拒告知名字，更不愿听投诉並告知上述没收手之检疫局非贵海关下属，但本人吿知贵

海关人员本不该将如此私用小量食物要求检疫局出马没收在先，本人还告知，就因本人就见

贵沙头角海关人员将上述小袋食品递交给检疫局有眨眼暗示状，但该廉政监督反而认

定本人有诬告並收线不听，本人还想告知， 当检疫科长以”未经检疫”没收后还

用手机告贵沙头角海关该人员：“⋯你要求我处理的已完成，但他还在研究法规不走呵!...”!   

明显的，贵海关该人员犯规在先並有私通检疫科长之嫌，现请阁下立即追查，！ 

见附件，那是 2014 年 5 月 15 日向沙头角海关董杰关长之投诉信，但没什么效果，滥

权侵犯如故，沙頭角海關放縱走私每車￥1500 並集体分配“黑錢窩案”僅一副科長一月就分

得 4萬元早闻名天下，显然有受贵关廉政监督庇护有关，谨请阁下切莫竖之高搁並与检

疫局合作破案並赔偿道谦，  谨此！  
传真： 12360 转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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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头角海关 
董杰关长 

     于 2014-5-2日晚上近 8点，当本人由香港进入沙头角海关回 20小区时，由于本人沒行

李只一文件手提包随身，又见有大包小包行李者排队等候检验机过关，如往常一样，本人不欲

等候打开手提包让在场海关人员查看过关。 

不料，执勤的正是上图的 5317920 科长！  该科长接过手提包不见

有仼何物品在内本该立即放行，但科长瞄准一文件夾内之书信並拿出翻阅，

本人立即告知那是书信文件、有隐私权不得阅读，但该科长不理会继续阅

读，在本人再三敬告无效后也就不客气地当场发火。 
此时，右下图的 5332260主任科员之即加入为之辩护，她拿走了本人

的通行证查了又查后说：“你不是免查人员，查看是正常的！”，本人当气

愤地指出：“不错不是免查人员，但不见得你们有权阅查有隐私权文书！”。 5317920-科长 
     难道 5317920科长不懂什么是隐私权？ 不是吧，这就是无度滥权之
风早在沙头角海关成风，无度滥权的目的另一面孔不外是企图为接纳走私行

贿立威加筹码！  
 难怪今年初贵前仼的海关吴关长及专职党委副书记陈某某涉嫌受贿于

1月 10日被刑拘，此前贵关 5名工作人员被盐田区检察院也同样以涉嫌受

贿罪名立案侦查！ 

因此，5317920 科长可能是漏网的受贿之鱼！现特此要求董杰关长下令追查两关员是

否财物及生活水平是否与收入不相称，以及 要求务必要责成 5317920科长务必登报 3天
道谦否则以赔款 20万人民代替！ 正如习近平在年初(1月 14日)参加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

会上时声称，“反腐败斗争＂ 复杂、艰钜，要对腐败“零容忍＂、“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另付去附件 1-8记载有关敝司于 1997年间遭遇有关贵海关以不予报关为手段诈称敝司
不报关强行罚款 2 万事件详情，特别是附件 8.本人的处罚复议书至今没有书面回复，可見该
欺诈性罚款事件 沒完，虽敝司在 98-99年之后遭受江核心的逼害无暇分身跟进，敝司遭遇从
敝司 www.ycec.com 点击江泽民头像及 www.ycec.com/UN/130515-cn.pdf 可下载或附件 9.
可见，现因贵司 5317920 科长的野蛮行为不端更觉须要重提，现本信以挂号信件寄出，贵关
仍有法律责任书面回复处罚复议书！ 

      谨此！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4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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