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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深圳海关关長 
陈小颖关长: 
Dear Sir: 

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 2006号
Tel：86-755-12360
 Fax: 755-      

 

     本司林哲民及另一女职员昨晚由罗湖关入境 , 又被贵下属检疫之 5389810- 
5377360- 5357500 之官员非法扣留已熟的魚蛋、2 条魚及猪骨头合共还不到 5 斤的
食品 , 由随后附件 1.图片可见 , 或贵随时可查阅的 H0646068502 证件号却乱称全为
“肉”,本人也在当事清楚吿知上述检疫官员 , 由於回深多天只好将冰箱关闭带回剩
余食品 , 因还沒晚餐且已熟的魚蛋、2 条魚回沙头角一吃也所剩不多！  

本且更告知【海关验放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原则】，且如此已熟

可吃的食品更非在贵【海关法及旅客通关的规定】下 7类之禁止进境物品或在申报范围中!  
由上可見，必然是上述检疫官员目睹那已熟的魚蛋、2 条魚流了口水又不敢说 , 

否则本人就送给他又何不可 , 是否？！ 但尽管本那小包 3类食品属 禁止进境物品 更可
销售之大量食品须检疫 也该如上法规之 【不要擅自开拆或者损毁海关施加的封志】及务必

根据检疫总局第146号令出据不截留不超7天的凭证通知旅客予出境时可领取带回, 如过期才

可由海关自行销毁, 但上述检疫官员为何还可变态违规如小土匪，請教是否？！  

不仅如此，上述检疫官员且又在检疫单上备注“根据相关规定, 一年内携带禁
止入境物名录所列物品进境逃避检疫两次以上的可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显然的, 上述检疫官员更企图以此 刑事立案 为恐嚇手段伏笔才有利稍后随

时找人上门勒索金钱，现請教是否？！  

也请见附件 2. 本人于 2016.7.26 日给贵前仼之严楠关长信再次列举事实反驳了他于

2016.6.24 日的传真信已不当地庇护了当年沙头角海关行劫之投诉后就此哑口無言且言信

全無，有关的争论是非从 www.ycec.com/CN/customs.htm 主頁中或贵办公室也有原档
可查！   现尽管贵前仼已不在,后仼者也当问责与如上罗湖关今天的更违规犯法案件

同时跟進, 否则也同样有违《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  

附件3.同样重要, 本人于2016.8.18 日的去信深圳边检李长友总站长信, 至今还不回答, 

即在贵海关关员面前之出入境 e通道仍为本人之专利发明不得再公开侵权应用, 尽管e通道並

非海关属下如前严楠关长信中所言，但也该敬请阁下通知李长友或另有后仼站长都好也不该再

拖延作答, 才可免教坏如上的贵海关人员有样学样令阁下的管教无方再令共和国蒙羞！ 

本信包括附件共 8页, 稍后可下载于 : www.ycec.com/CN/190929.pdf  

谨此！ 

Tel： 8388-6079 
Tel： 8339-5998 
Fax:  8339-5997 
及烦请 福田南路 10 號口岸指揮中

心代转 

傳真：0755-83394409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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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 
严楠关长: 

针对本人在王克光仼关长之时的投诉，阁下于 2016-6-24 的回复传真却签署于

2016-6-12，又似乎与阁下无关，阁下之下属真会做戏，贵办公室 2559-4530传真及口岸

指揮中心之前 83394352 的传真号码都改了！  

就因中国的行政腐败已到难以置信地步，如 20 年前致今的沙头角海关，如早已闻名

天下自下而上私分暗中放纵走私每车￥1500 并集体分配“黑钱窝案”仅一副科长一月就分得

4万元，王克光关长或许有份，难怪他在调仼特派员前就不敢处罚并在还继续放纵流口水

海关人员！ 

也就因阁下上述回复不敢确认有海关总署有『旅客入境通关指南』这回事从而

进一步令沙头角海关的山寨土匪面孔无以为惧！ 

还好，中纪委的《问责条例》已在 10 天前出炉，这将是反腐最有力工具且终身制！

即沙头角海关早在 96年底針对敝司 www.ycec.com/sz-2/SZ-customhouse-means.htm粗
爆的强抢銀俩手段也将不因当年关长或已退休就可逍遥事外！   

现，尽管阁下新仼才月余，《问责条例》也同样问责有效， 不因那是王克光干

下的就可免责不处理！ 

如本人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的传真信所请，即请首先书面告知『旅客入境

通关指南』是否仍然有效？！以免沙头角海关再现流口水小壁虎有违国格！  

谨此！ 

传真： 2559-4530 

及烦请  
福田南路 10 號口岸指揮中心  
傳真：0755-83394409  代转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7 月 26 日  

本文: www.ycec.com/CN/160726.pdf  悄后可阅！主页: www.ycec.com/CN/custom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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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边检总站 

李长友总站长： 
贵总站之自助通关e通道自2005年6月就开始应用至今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贵边检 

系统还见在之后曾获公安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导，但从敝司网站之

www.ycec.com/cn-Patents.htm 可见，那还远在敝司于2003年4月9日，由专利局
公开出版专利 01143081.8申请号后，如附件1., 或于 2002年 11月 3日之申请号
021617066 但延至2005年9月14日才出版的《單人員核准室保安系統》，如附件2. 
   贵总站之 “自助通关e通道 ” 使用的正是上述两附件之两权力要求即《單人員核准

室保安系統》或两道门程序措施！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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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非敝司或发明人可控范围，详情由www.ycec.com/cn-Pate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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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站在应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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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愿听其详！  

另，本信将挂号寄出，稍后可下载于: www.ycec.com/cn-patent/160630.pdf    
谨此！ 

此致:李长友总站长收阅 

包括附件共 5页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 1006号  
邮编：51801 szbjdcc8250@126.com 
投诉电话：755-82321000 Fax： 

联系电话：0755-84499999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6 月 30 日  

 

李长友总站长： 
    本挂号信已寄出近 50 天，仍不见有所
回复，贵秘书办又老是沒么有人听电话，如

同空设！ 
    现传真到 82321000，就因共和国的面子

比什么都重要，希望尽快有所书面回复！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8 月 18 日 

 
 

 
2016-9-6 pm5:100 去电 联系电话：755-84499999 转总站办公室田先生听，同意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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