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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市长                                                         
王荣先生阁下：                                                             

许宗衡在位之时敝司曾多次向他捉出申诉，在2006年12月，许宗衡市长也曾下令沙

头角田心社区的赵福义警长向敝司收集了敝司资产被违法拍卖的资料，但至今音讯全无！ 

江泽民是促成敝司灾难的唯一领导人了，因为我司就在2007年10月12日行驶中国法

律给予的权力将最高港澳领导人曾庆红为第一被告人及退休的江泽民为第二被告人告上

深圳市中院但不敢受理，后来，第一被告人的最高港澳领导人曾庆红反而不生气，反而

批评了江泽民又非开国君主，有何不可认错不改？  

特别是隐瞒敝司2003年承救非典国难洗肺医疗法的发明更是不该！2003年小汤山那

1700多的非典病人都是敝司的医学发明所救的！医学发明是不容隐瞒的，因为涉及拯救生

命！ 特别是中国的今天，几乎90%以上的流感为H1N1的猪流感，据卫生部的公布有13.7%是

一尸两命的孕妇，而且卫生部公布的是大大被缩小的数字，阁下是苏州调耒任市长的官

员，中国第一宗猪流感就在那里，阁下应比谁都清楚，是有部门拿出95万人民币收买杭州

第一例猪流感死亡者家属承认是被电热水器电死，否则没得赔！ 但电热水器接水落地是永

远电不死人的，这显然是基于隐瞒我司洗肺医疗法发明引发的赤裸裸谎言，又尽管深圳市

最少也有两间医院绝密拥有类敝司发明并生产的洗肺的PFCO制药机设备，但这只能减少死

亡，因为，不公布敝司的如此医学发明，医学教科书不改，医生盲然不知依旧仍在处方退

烧药或达菲，民众更不懂，当39℃不退烧还在家里“熬着”不懂得要立即入院洗肺了，因

此，目前的死亡者尽是此等病人！ 另者，卫生部也承认并派员通过凤凤卫视的世纪大讲堂

节目向公众解释很多流感死亡者并无验证是否猪流感，都当成是重症肺炎，似乎认为可以

此的遮眼法、就可将死者的责任推出隐瞒我司洗肺医疗法发明罪孽之圈外是蠢笨的，还有

更多的重症肺炎得不到洗肺医疗法引发的其它器官并发证更是造就了不计其数的亡魂！ 

因上述，敝司资产被违法拍卖一错不改，不作退还或赔尝保护外资将是一句空话且

是牵连引发政府对猪流感病人见死不救一错再错地隐瞒敝司医学发明的漩涡点，更是是

人民及国家的最大不幸，政府势将成为历史罪人！ 因此，一亇执政党再有多高的功劳，

在历史上也将会被一笔被勾消，因此，希望阁下拿出勇气事先清除这漩涡点为开始，现

在是你救党救国的时侯了！ 

另请阅附件，江泽民核心手下人马众多围起本人10年了，也搞到本人在新加坡的家庭

也支离破碎了！现在竞又真的玩起谋杀本人此等坏事了，简直太邪恶太不像话了吧，真是

家仇国恨了！ 现特此向市长报案要求人身保护及尽快处理归还敝司投资离开此地的！  

深圳市长办公室 
wangr@sz.gov.cn 
Tel: 82100999   

Fax: 
 

请各市局市各领导代转 

此信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林 哲 民 

2009 年 12 月 22 日 

C.C. 深圳市規划局  王芃局長      Tel: 83949000 Fax: 83949002 
由于找不到市长的传真号码，请详阅后再代传本信给市长，救党救国您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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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信访办 
福田区同心路统计局大楼 A座 
办理处吴处长及 
李少凌副处长： 

在之前最后一次给阅见去信的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10 日，所谈之事为

敦促敝司在深圳投资设厂的资产被东莞、深圳法院违法洗劫的不幸遭遇务必

要及时得到纠正，只因是江泽民下令的吧！ 

本信要求详阅本人附件的给沙头角派出所及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江

捍平主任的信件等，敝司在 99-2000 年起便一无所有，多年耒信访办不处理敝司

由香港驻粤办事处转递的投诉，盐田区工商局综合管理科再追年检，而工贸局又

不批予停产，且企图谋杀本人！ 希望两位处长与盐田区工商局综合管理科及工

贸局协调！ 

叧外，希望两位处长关注及跟进到底哪一位中国领导人是下令隐瞒敝司发

明的洗肺医疗法拯救 2003 年 SARS 国难的真正凶手？ 因为隐瞒敝司的医学发明

己导致当前数佰 H1N1 猪流感病人失去生命！ 因此，也请信访办立即介入到底又

是哪一位中国领导人涉及在幕后指挥唆使沙头角口岸医院沙头角门诊部牙医王陆

英企图借打麻醉谋杀本人的事件！ 

须知，隐瞒敝司洗肺医疗的发明藐视人民生命价值是天下间最邪恶的历史

罪人，现是你救党救国的时侯了！否则，一个执政党再有多高的功劳，在历史上

也将会被一笔被勾消，并永远失去民心！ 

谨此! 

 

信访办 
Tel : 8210 3845Fax: 8210 3227 
Am: 11:45 
C.C.市贸工局办公室 

陈海康先生收 
Tel: 8200-2065   Fax: 8200-2057 
C.C. 盐田区工商局综合管理科 
Tel/Fax: 2525-1298 

Fax: 2525-1240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9 年 12 月 18 日 

am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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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办公室                                             Tel: 755-8200-2065 

陈海康先生：                                                                    Fax: 755-8200-2057 

在之前最后一次给阁下去信的时间为 2009年 2月 19日，要求贵局

批予停产免年检批文，现再次重提 2008年 4月 30日信中向贵局捉出的要

求，因为信访办办理处至今搁置处理敝司的所有资产招东莞及深圳法违

法洗劫案件的申诉，敝司早就停产，阁下又拒绝批予停产，盐田区工商

局综合管理科又老是追催年检，现恳请与他们联系协调！ 

     现，请关注下令洗劫敝司资产案件的江泽民也同时下令隐瞒敝司

拯救 2003 年 SARS 国难洗肺医疗法的发明、且不理会无辜不少的 H1N1 猪流

感病人且 13.7%是一尸两命孕妇失去生命！  更不用说还有无数禽流感、

肺结核或被改称是重症肺炎病人死得不明不白令无数家庭破碎，目前，其

爪牙更干起谋杀本人的勾当来了！  

共产党政权真的是如此邪恶的吗？ 须知，隐瞒敝司承救非典国难的医

疗发明就一可耻的历史大罪！  政府如果不尽快向全世界公布敝司这一医疗

法，死的国民会越多，共产党政府再有更大的功劳也将在历史上被一笔勾

消，因此，现在是贵局救党救国的开始！ 

谨此! 

 

 

深圳市贸易工业局 

传真：8200-2057 
webmaster@szbti.gov.cn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市民中心 C区三楼  
2009 年 12 月 18 日 am 12:00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副件抄送深圳市政府信访办 
吴处长及 

             李少凌副处长收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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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盐田区工商局综合管理科                                                        Tel/Fax: 2525-1298 

彭建雄副科长：                                                                                            Fax: 2525-1240 

         兹有收到贵局挂号信催促敝于12月18日之前要补办年检，但在过的一年，敝司与

去年一样，敝司董事会早于2008年4月25日决议完全停产，并于2008年4月30日向市贸易

工业局传真及邮件申报要求批核，及于2008年11月24、25、26日三天分别有致信阁下，

现随本信为附件，请评阅附件并与工贸局陈先生及信访办理处沟通是盼。 

       其实，敝司的所有机器设备早在1999-2000年分别为东莞及深圳横岗法庭违法地全

判决拍卖掉，因此，自此以后敝司伫产全都是零申报的，政府是一清二楚的，因此，

希望贵局应敦促市府信访办办理处尽快处理由香港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所转交的敝司申

诉，退回资产或以国家赔尝法做出赔尝是体现保护外资的当务之急！ 也因此，在目

前，敝司连个空壳零申报的资本都没有了，现只好停业冻资、耐心地等得市长处理敝

司冤情有望之日，因此，请工商局免予年检，更希望贸工局批予停业冻资 3年为期。 

       另外，911时，我司发明的《航空安全三措施》被布什采用托市，但其后的 10

月，在上海反恐怖宣言大会上，江泽民把朱容基排挤到广州看清官宰相受屈受辱片，

而这一厢就默许美国售武 8艘潜艇给台湾换取布殊不要承认我司的专利！敝司在中国

专利局的专利被违法违心地被驳回，现又被违法地搁在北京第一中院；再来是 2003

北京香港非典，又是我司发明的洗肺医疗法救了小汤山医院那 1700多 的 SARS病人

的命，江又用中央密令 要香港及全国隐瞒，我司就在 2007年 10月 12日将江告上深

圳市中院，但不敢受理。 但目前，H1N1猪流感又在滥杀无辜人民，卫生部前天证实

13.7%是一尸两命的孕妇，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全为不实！例如，有部门拿出 95万人

民币收买杭州第一例猪流感死亡者家属承认是被电热水器电死，但电热水器接水落地

是永远电不死人的，这显然是基于隐瞒我司洗肺医疗法发明引发的赤裸裸谎言！  

近日，奥巴马在前住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前不能与温家宝在气候峯会上承认敝司

的洗肺医疗法救美国人受辱已在发恶，所以在 9号就公布将出售给台湾的 8艘攻击潜

艇加到 10艘并转售 4艘德国潜艇现货，如此一来，出卖国防利益默许美国售武 8艘

潜艇给台湾换取布殊不要承认我司上述专利的卖国证据将永久地载入史册！  因此，

处理敝司冤情关系到国家统一及拯救国民生命，更要说明的是，隐瞒敝司承救非典国

难的医疗发明更是历史大罪！政府如果不尽快向全世界公布，死的越多，共产党政府

再有更大的功劳也将在历史上被一笔勾消，因此，现在是贵局救党救国的开始！ 
 

致盐田区工商局综合管理科 
Tel/Fax: 2525-1298 

Fax: 2525-1240 

C.C.市贸工局办公室 

陈海康先生收 
Tel: 8200-2065    
Fax: 8200-2057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9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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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 

沙头角派出所 

报案室： 

现请派出所长或报案室立即查阅附件的敝司给沙头角口岸医院沙头角门诊部何光

榜主任的一封及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江捍平主任的质询信件，到底是哪位国家

领导人除了下令在1999-2000年违法地拍卖敝司在东莞、深圳的工厂设备，此事在2006

年12月，贵下属沙头角田心社区的赵福义警长捧市长之命向敝司收集了敝司资产被违

法拍卖的资料，但至今音讯全无。  

但此事越闹越大，911时，我司发明航空安全三措施布什总统采用，911后的10

月，在上海反恐怖宣言大会上，该国家领导人就默许美国售武潜艇台湾换取布殊不要

承认我的专利，请见这10天的的国际新闻，奥巴马马上就要批准售武潜艇台湾了，

卖国的动机和后果是极奇严重的！ 之后，到底是哪位国家领导人自2003年5月15日

后偷偷地应用了敝司洗肺医疗法的发明解救了北京小汤山医晚1700多名非典病人的

命，SARS国难才能消除，但该领导人又于2006年起多次收买诺贝尔评选团不给予这洗

肺医疗法发明的诺贝尔医学奘于本人为瑞典公检人于2008年12月18日公开给国际传

媒，但该领导人只会下令出动中国国企采购团紧急扑欧州挍尽国有资产为掩口费，卖

国行为升级了！ 

另，当前H1N1猪流感在全国已夺数佰人命，且13.7%是一尸两命的孕妇！是公

开承认这个敝司洗肺医疗法 救民为国才对！但该领导人只不愿为1999-2000年违法地

拍卖敝司在东莞、深圳的工厂设备事件认错而已就带领着整个国家走向历史的反面！

因为，一亇执政党见死不救隐瞒洗肺的医学发明势将成为历史罪人，再有多高的功

劳，在历史上也将会被一笔被勾消，并且，该领导人还时时欲对本人下毒手为快！为

免一错再错， 现敝司正式向您报案，到底沙头角门诊部牙医王陆英打的是什么毒针？

其幕后人又是谁？ 请报案室立即跟进，由此开始，是你救党救国的时侯了！ 

 

盐田区 
 

沙头角派出所 
Tel:  2555 9994  
Fax:  8446 0830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9 年 12 月 17 日 

pm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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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Tel: 8210-5157   
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Fax: 2560-0980 
江捍平主任：                                             

         在过往，前卫生局长阁下您，曾收到敝司不少申诉信，现事情越搞越大了，

请详阅背附的本人给沙头角口岸医院沙头角门诊部何光榜主任信件，到底是哪位国

家领导人除了下令隐瞒敝司拯救SARS国难的洗肺医疗法，还时时欲对本人下毒手

为快！现请阁下立即跟进！ 

       另，当前H1N1猪流感在全国已夺数佰人命，且13.7%是一尸两命的孕妇！且此

数佰人命是大大失实的统计，比如，在7-8月间，有部门拿出95万人民币买起杭州

第一例猪流感死亡者家属，要他他承认是被电热水器电死才有得赔，但电热水器接

水落地是永远电不死人的！这显然是基于隐瞒我司洗肺医疗法发明引发赤裸裸谎

言！ 锺南山也严重质是国家卫生部如此的失实统计！  

又请见附件本人给内科主治医师何光榜的信，他医学常识完仍全停留在对抗病

毒的怪圈之中，不知细菌在肺部繁殖才是流感作怪之源头，不懂得体温超过39℃不

退不洗肺便有生命之危，民众及医师不懂，因此，很多医生仍以旧常规给病人派发

退烧药或达菲什么、高烧不退还在家里熬着，一但熬不住了再送院，即使再转到国

家暗中指定像香港一样也只有两家医院暗中设置有敝司发明的洗肺设备也来不及

的，这就是隐瞒我司洗肺医疗法发明的重大恶证！ 

又因为，对抗病毒感染与细菌感染是有着不同的防治方法的！所以疫苗根本对

细菌感染不起任何防治功效的，是存心在玩弄政治权术下以为隐瞒敝司的发明让疫

苗可以暂时安定人心那是蠢不及的！因此，现在是江主任你务必要出手阻止政府不

可见死不救一错再错地隐瞒洗肺的医学发明成为历史罪人，否则，一亇执政党再有

多高的功劳，在历史上也将会被一笔被勾消，是你救党救国的时侯了！ 

谨此 ！ 
 

C.C.深圳市长办公室 
 xuzh@sz.gov.cn 
Tel: 82100999  Fax: 

及各市局室领导办公室 
 

沙头角派出所 
Tel: 25559994 Fax:  84460830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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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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 /www.ycec.com & ht tp: / /www.ycec.net    lzmyc@singnet .com.sg lhj@ycec.com  
Tel:852-3618-7808   Fax:852-8168-2860      Tel/Fax:(755) 2535-3546 

 

深圳市沙头角口岸医院                                                                Tel/Fax: 0755-2536-9320 

沙头角门诊部 

何光榜主任                                              

         自2009年5月31日 pm3:55在贵办公室拜访过阁下之后，本人又多次至电阁进一步要

求您详解及处理贵沙头角门诊部、牙医王陆英在为本人牙齿做医疗时的一些非医理、极

不寻常的行为中暴露出有人指使她借需要打麻醉针企图下毒伤害本人，但您老是不回

话，现一恍半年有多，此事不能再拖，王陆英的一些非医理不寻常的行为如下： 

1. 2009年3月22日，本人右下巴方有两颗在多年前就做过根管治疗并装上钢瓷套
的假牙断落，该两颗大牙也裂成4个部份，其中各有半个牙松动但拔掉即可，

另两半个牙仍受力，可为一新牙桥做中段承力点。本人因此找上已挺熟悉的牙

医王陆英，王陆英也同意只要拨掉两根松动可掉的半边牙，再拆除后一颗假牙

及车磨前一颗犬牙做一牙桥就可，所有的医疗工程也就只有这么多！ 但牙医王

陆英竖起三角眼、认为下毒的机会来要通知幕后人，先胡说强调没有做过根管

治疗，当天只做一做消炎处理收费￥223.50元便通知4天后再来； 

2. 2009年3月26日，牙医王陆英就又胡说有没有做过根管治疗要检察一下，紧跟
着就强行、手忙脚乱地挖穿了裂开两半四个牙尖小孔了，再插入只细铜针再催

促本人去拍片；这显然违反牙医规则，根管治疗是不得挖穿牙尖小孔的，当日

收费是￥112.-，显然是岂有此理的，用我的钱，制造我的疼痛，玩得我团团

转？其动机又何在呢？ 

3.  2009年3月26日，当本人王陆英拿着我盐田区人民医院于4月6日所拍的牙齿图
片却口歪歪油嘴滑溜溜地指：“牙尖生得弯弯的哦，要去市人民医院治

疗！”，其目的何在？王陆英的初衷显然不愿亲自下毒！但当本人指的牙尖生

得弯是天生的，人大多也如此，都用了几拾年了，还要去治疗什么的？ 此时的

王陆英无话可说，卒又嘱咐本人 4月24日再疹，当日收费￥71.50；而人民医院

于4月6日所拍的牙片成为了最好缺医德的最好证据！ 

4. 2009年4月8日，本人又准时就疹，王陆英准备车磨右下巴前一犬齿做牙桥前墩时
立即诈说车磨牙齿会痛要打麻醉针，本人阻止地说：“以前你都帮我车磨配牙套

从不打麻醉针的，为何要打？真正痛的话再打不迟吧！”，但王陆英自持熟落，

边说：“会痛的、会痛的, 要打听我的！”边急走回小仓房取出一储备的针药不

由分说地一针就扎进了牙床嫩肉，本人急坐了起来手摸着右下巴顿觉奇怪地说：

“怎么麻醉针没有冰凉感觉的？”，王陆英反而进一步说：“还要打多一针，你

不打就找其它牙医吧！”，因此，本人结账离开心中有数了，再也不能随意踏入

沙头角口岸医院门诊一步了，当日收费￥135.-人民币； 

        上述就是王陆英的变态医德行径。显然的，为收入打多一针麻醉针对她的收入并

无什么益处的，但其目的何在呢？  在当日，本人就告诉何主任您说香港及北京小汤山

医院1700多非典病人的命是我发明的洗肺医疗法救的！ 但江泽民以“中央密令”逼香

港政府隐瞒而在两家主要医院偷偷应用为前香港卫生署长陈冯富珍当 “圣旨”派用无

人不知！而董建华出自良知批予本人医治SARS的发明专利后半年的2005年3月便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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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密令”纠集全城媒体起哄辞职下台！ 本人还告诉何主任你，在2004年11月14日

傍晚7:00，就有一高一矮穿长袖衫两人，高的有1米7有多且带眼镜的、均胸前系挂个牌

的自称是盐田区某局工作人员上门欲查敝司工商注册文件，本人开门见山地说：“政府

老是要隐瞒我的医冶非典的发明，但我不服要宣传，那政府会如何呢？”，该两工作

人员说：“那就没办法，我们只好杀了你！”！ 

         上述就是要王陆英背后嗦使者的背景，在当时，何光榜主任您当然说不会！但从

你非常紧张本人后来到哪里去配好瓷牙？ 显然你必已知情，王陆英背后嗦使者已没下

天罗地网指示所有沙头角的牙医不为本人造牙桥，包括金融街及盐田区人民医院口腔

科！  在我们面谈之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一个50多岁脸尖尖带眼镜的男人，相信是

其背后嗦使者窃听了我与阁下会面的电话跟踪而至，本人多次追问您却称是下属职工，

这显然不实，希望你告知此人来自何方！ 

紧跟着，你话音一转就说：“我是内科主治医师，先讲讲你是如何解除病毒的，

你的发明是什么！”，本人说了两句话，即：“非典及当前的H1N1猪流感或任何感冒均

为细菌感染并非病毒感染，病毒是由跑进肺部繁殖的细菌其新陈代谢物进入血液产生，

病毒是无生命的，是空气中的细菌进入肺部繁殖产生的衍生物，所以，细菌才是感冒源

头，所以，任何药物或疫苗是无助杀灭细菌的无稽之谈，所以我发明了 洗肺医疗法配以

PFCO药水杀菌，⋯”也就这么几句就令主任您恍然大悟，但希望你明白，江泽民以“中

央密令”隐瞒我这个医学发明，不要以为如深圳市也有两间医院配备及偷偷地使用我的

发明就可以减低罪孽！  例如，何主治医师你，如果不是本人的解释，一有猪流感病人到

你手，你也只会派些退烧药派多几颗达菲或吊盐水中和病毒，但此等处方只有功用以维

持人体血脉平衡志在推动肺腔天生的动态本能排放细菌而己，可以肯定，而你或现代医

科书中对此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例如肥胖者为何较易成为流感的重症者的原因也就在

其肺腔的流动通道因肥胖而狭不利排放细菌所致！须知，如果病人运气好的话几天就会

退烧，请不要得意，这并非阁下的用药之功！但仍有1-2%的流感病人一旦因进入肺部的

细菌繁殖过快施放病毒的能力越超了前述处方中和病毒能力时，其体温肯定上升如超越

39℃，医院此时再不应用本人的洗肺医疗法，那病人将危在旦夕，如果国家再听任江泽

民瞎指挥继续隐瞒此洗肺医疗法的应用，大多的医生也像您一样孤家寡闻，相信有人会

冤死在您的手上，难道你不觉你已轮为刽子手无异吗？   

因上述，你必须知道，江泽民 10年前下令违法拍卖敝司工厂算了！不感谢只有本人

的医学发明才可结束 SARS国难也算了，2006年起至今多次收买诺贝尔评选团成员不给

本人诺贝尔医学奘也可不提，今天还想谋杀本人？所以不能坐以待毙，现要求你立即做

出解释，也因此要此信公开给如下相关单位跟进！  而且，现在也是你出手阻止政府不

可见死不救一错再错地隐瞒洗肺的医学发明成为历史罪人，否则，一亇执政党再有多高

的功劳，在历史上也将会被一笔被勾消，是你救党救国的时侯了，谨此 ！ 

 

C.C.深圳市卫生局 

江捍平局长 
Tel: 25503933  Fax: 25607967 
 

沙头角派出所 
Tel: 25559994 Fax:  84460830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9 年 1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