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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檔證溫家寶婿擁BVI公司
轉售股份涉溫家好友 曾向摩通收千萬顧問費

2014 . 01 . 22 星期三 編輯方曉盈 美術胡春煌要聞 A2

女婿劉春航現銀監會高層
根據中國銀監會網站，劉春航現為銀監會統計部兼研究局負責

人。與 ICIJ合作調查的《明報》記者，去年 11月向總部位於北
京的銀監會辦事處，發信給劉春航查詢有關Fullmark的詳情，但
經過兩個多月，劉春航沒有回覆。明報曾多次致電中國銀監會，
也無法聯絡上劉春航，記者亦未能找到溫如春的聯絡方法。

根據 ICIJ獲得 Fullmark離岸公司的一份紀錄，Fullmark的原來
唯一股東兼董事劉春航（LIU Chun Hang）於 2006年 3月 16日，
把 Fullmark全部股權（發行股本僅為 1股），轉售給一名叫張玉宏
（ZHANG Yuhong）的人，而這文件又顯示 Fullmark於 2004年
10月成立，而劉春航也於同年 10月取得全部股權及出任董事，
反映劉春航創立Fullmark大約一年半後便把它售給張玉宏。

有關秘檔顯示，劉春航是透過一間名叫 Equity Secretarial的香
港秘書公司，以及一間名叫 「保得利信譽通」 （英文名稱
Portcullis TrustNet）的中介公司，成立上述離岸公司。

劉操控一年半 轉予溫同鄉張玉宏
《紐約時報》去年11月報道，摩通與常麗麗（Lily Chang ）經

營的顧問公司 Fullmark Consultants簽訂顧問合同，而 「常麗麗」
正是溫如春的化名。報道指出，摩通在 2006年至 08年間，總共
向Fullmark支付 180萬美元（約 1400萬港元）的顧問費。可是在
整篇報道中，《紐時》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證明溫如春如何擁有
Fullmark，僅在文章尾段提及 「溫如春與 Fullmark的文件保持了
一定距離，她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合同上，不過在終止與摩通的
合作關係的那封信函中，她（溫如春）的確簽名了」 。ICIJ的最
新發現填補了這片空白，證明了Fullmark和溫如春之間的關係。

張玉宏究竟是何許人？《紐約時報》自 2012年發表有關溫家
寶家族報道中，一再提及一名叫張玉宏的女子，稱張是 「溫家的
老朋友，曾一度在平安保險間接持有大量個人股份，還幫助控制
溫家在其他行業的資產」 。根據 ICIJ 取得涉及 Fullmark 公司於
2009年 8月的往來電郵，附帶了該公司股東兼董事張玉宏的中國
護照和身分證副本，註明張玉宏於 1955年生於天津，與溫家寶
的籍貫相同。明報於去年 12月發信至張玉宏位於北京的住址，
惟至今一直未獲回覆。

根據 ICIJ 的文件，張玉宏自 2006 年控制 Fullmark 後，直至
2010年中仍控制該公司，其間Fullmark的公司狀態仍是 「營運中
（active）」 ，而介乎 2006年至 2008年間，正是《紐時》報道指
摩通向Fullmark支付巨額顧問費的時期。

公司電郵副本抄送溫如春
ICIJ 根據上述秘檔發現，一封由 Equity Secretarial 在 2009 年 8

月發給 「保得利信譽通」 的電郵中，雖然此時Fullmark已由張玉
宏控制並出任董事，然而此電郵同時 「副本抄送」 （英文簡稱
Cc）給一名叫Chang Lily的人，名字跟《紐時》報道的 「常麗
麗」 英文名字完全相同。

紐時指Fullmark為摩通「提升中國業務」
《紐約時報》去年 11月報道曾指 Fullmark負責為摩通在中國

「提升業務活動和地位」 ，並指美國監管當局已就事件展開調
查。摩根大通香港發言人當時回應稱，摩通正 「與監管當局全面
合作」 ，但拒絕進一步置評。

ICIJ獲得的機密文件顯示，溫家寶女婿劉
春航成立的離岸公司 Fullmark Consultants，
除了與美資摩根大通有商業往來，另一歐資
投行瑞銀集團曾於 2005年索取 Fullmark離岸
公司的 「現况良好證明書」 （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法律及金融界人士表示，
索取此證明書，反映瑞銀與 Fullmark存在商
業關係。

瑞銀索Fullmark現况良好證明書
ICIJ密件顯示，為劉春航成立 Fullmark的

中介公司 「保得利信譽通」 ，曾於 2005 年
10 月向瑞銀寄送一份帳單，收取簽發
Fullmark公司 「現况良好證明書」 的費用。

換言之，此帳單顯示瑞銀曾應本身或監管機
構的要求，索取反映 Fullmark營運狀况的證
明書。據 ICIJ密件，劉春航於 2005年 10月
是 Fullmark的唯一股東兼董事。瑞銀就 ICIJ
的查詢沒正面回應，只是稱瑞銀處理與政治
敏感客戶關係的程序是 「業內最嚴格的」 。

瑞銀：處理程序業內最嚴格
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表示，若銀行索

取離岸公司的 「現况良好證明書」 ，顯示該
離岸公司有可能受聘於銀行去提供服務。他
說： 「若銀行向某離岸公司支付費用，遠超
過合理市場價格，稅局或監管機構發現後，
可能懷疑銀行報大開支，就會要求銀行提供

有關離岸公司的各種文件，包括 『現况良好
證明書』 。」
銀行聘離岸公司 稅局或要求證明書
律師梁永鏗表示： 「銀行若聘用某離岸公

司提供服務，也可能會調查這離岸公司的背
景是否 『乾淨穩陣』 。」 此外，若離岸公司
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也會要求對方出示
「現况良好證明書」 及擔保文件，以證明該

公司有還款能力。
梁繼昌續稱，若離岸公司向銀行借貸，費

用自然由離岸公司支付，相反，若銀行因本
身的信貸調查或回應執法機構要求而索取證
明書，費用才會由銀行支付。

另揭公司與瑞銀有商業關係

美國非牟利新聞組織 「國際調查記者同
盟 」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 ICIJ）成立於
1997年，主要靠民間捐款營運，總部設於首
都華盛頓，成員來自60多個國家及地區，共
160多名記者及特派員，駐港代表是香港大
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ICIJ專
門報道跨國犯罪及揭發各國政府腐敗行為。

ICIJ於 2012年初收到一個電腦硬碟，裏面
儲存了兩間中介公司截至 2010年合共 250萬
份的離岸公司秘檔，相關公司大多在英屬處
女群島（BVI）成立。2013 年 4 月，ICIJ 開

始根據這資料庫發表多篇報道，揭發歐美和
韓國多國政要及家屬，如何透過離岸公司隱
藏財富。最終觸發英、法、德等五國政府宣
布，彼此交換銀行和稅務資料，追蹤國民在
海外的資產。

中國媒體遭政府警告退出
2013年中，ICIJ因應上述資料庫，共儲存

2.2萬名內地和港澳投資者，以及 1.6萬名台
灣投資者的離岸公司資料，因此針對大中華
區展開調查報道，最終選定與香港《明
報》、台灣《天下雜誌》、德國《南德意志

報》和一間中國媒體組成合作團隊。不過，
ICIJ最新表示，該中國媒體已於去年 11月退
出團隊，因為該媒體表示受到中國政府警
告，不得發表有關離岸公司資料庫的報道。
為免記者遭到打擊報復，ICIJ決定不公開該
中國媒體的名稱。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專揭政府腐敗事

根據ICIJ的離岸公司秘檔資料，Fullmark是透
過一間名叫Equity Secretarial的香港秘書公司
成立的。Equity Secretarial 在 2009年 8月發
出一封談及Fullmark的電郵（圖），該電郵 「副
本抄送（Cc）」 給一個名為 「Chang Lily」 的
人。美國《紐約時報》曾報道指，溫家寶女兒溫
如春，另有化名叫 「Lily Chang（常麗麗）」 。

根據ICIJ獲得的一份Fullmark離岸公司紀錄，Fullmark於2004年10月成立，溫家寶女婿劉
春航（LIU Chun Hang）是唯一股東兼董事。直至06年3月16日，劉春航將全部股權轉售
予一名叫張玉宏（ZHANG Yuhong）的人。

美國《紐約時報》去年11月報道，前

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曾透過一間名

為 Fullmark Consultants 的離岸公司，

向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收取約1400萬港元的巨額顧問

費，但《紐時》一直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溫如春與這離岸

公司有關係。然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簡稱ICIJ）從

兩年前取得的一套儲存了逾12萬間離岸公司的秘密檔

案中，終於發現Fullmark的蹤影，秘檔揭示此離岸公

司原來是由溫如春丈夫、溫家寶女婿劉春航，於2004

年在英屬處女群島（英文簡稱BVI）創立。

明報記者

資料來源：中國銀監會年報、ICIJ、明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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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吉道27號神秘買家曝光
BVI持有 反對建酒店組織擬聯絡

股東公司
Winsome Year Ltd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董事公司
Ashley Pacific Ltd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陳天生等人
持有*

Chan Tin Sang
（陳天生）、

Kwok Siu Ping, Joanna
（郭小萍）**

山頂盧吉道27號新業主架構圖

御冠有限公司
（香港註冊）

資料來源：
*御冠執董邱騰達披露，陳天生等人是盧吉道股東及策略投資者，間接證實Winsome
Year由陳天生等人持有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離岸公司密檔庫 明報製圖 山頂盧吉道27號大宅有近百年歷史，屬二級歷史建築，去年獲城規會批准活化改作酒店，引起社區關注組織反對。（李紹昌攝）

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山頂大宅 「盧吉道27號」，前年售

出後，新買家打算改建為酒店，並獲城規會批准，但這

計劃惹來社區關注組織的不滿，而 「盧吉道27號」新業

主是一間BVI（英屬處女群島）離岸公司，外界欲向新業主反映意

見，也近乎聯絡無門。

不過，本報根據非牟利新聞組織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簡 稱

ICIJ）取得的離岸公司秘檔庫，發現新業主是香港紡織商人陳天生。

關注組織 「美港聯盟」表示，得知買家真正身分後，正打算向陳天生

直接表達訴求。 明報記者

大宅歷史建築 准建酒店
盧吉道 27號大宅 1916年建成，是山

頂最古老大屋之一，並獲評為二級歷
史建築。2012 年 8 月，購入盧吉道 27
號的新業主，是透過香港註冊公司
「御冠」 購入的，而 「御冠」 的股東

和董事皆為 BVI 公司（見上圖），外
界根本無法知悉誰是新業主。

股東陳天生 助手邱騰華弟
《明報》去年中與 ICIJ 合作，集中

分析 ICIJ 手上離岸公司密檔庫的大中
華公司，過程中發現，御冠背後的董
事公司Ashley Pacific Ltd，原來由陳天
生及郭小萍控制（各持一半股權）。
同時，記者發現大宅的借按揭文件，
由陳天生簽署，另由得力助手邱騰達
（即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之胞弟）簽署
臨時合約。
邱騰達上周五接受本報訪問時確

認，陳天生及郭小萍是盧吉道 27號的
股東及策略投資者，但問及郭小萍是
否陳天生的親人時，邱騰達沒有回
應。資料顯示，陳天生家族多年經營
「東亞紡織」 ，在本港及內地均有大

型紡織廠。

料酒店房租可達8000元
盧吉道 27號去年獲城規會批准 「活

化」 ，改建成文物酒店，共提供 17間
房間，未來擬收取的房租，可達 8000
元一晚。盧吉道所屬的港島徑，獲國
際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列為亞洲第一
城市行山徑，每日有數以千計市民行
經，而盧吉道最窄位置只有 1.7米闊，
若未來出入車輛大增，或危及行山人
士及造成污染，因此社區關注組織美
港聯盟於去年 10月起，開始蒐集市民
簽名，反對盧吉道改建酒店，現已收
集近7萬個人簽名支持。
美港聯盟主席梁戴月琴表示，他們

一直不知道誰是業主，曾有不少市民

問他們業主背景，他們只能回覆 「有
傳與邱騰華的弟弟有關」 ；現在知悉
是陳天生，他們稍後或直接向陳天生
發信表達意見。

BSD前簽臨約 「省」稅半億
本報另外發現，邱騰達簽署臨時合

約，協助陳天生等人以 3.83 億元買入
盧吉道大宅的日期是 2012 年 8 月 16
日，與政府首度開會討論買家印花稅
（BSD）的建議，相距 7天。事實上，
陳天生等人購入盧吉道物業的時機甚
佳，簽訂臨約後兩個多月，買家印花
稅便於同年 10月 27日實施，陳天生等
人變相省掉 5745 萬元買家印花稅
（15％）。

邱騰華：從沒與弟講樓市措施
邱騰達表示，購入大宅前，絕對不

知道買家印花稅的政策，也絕對沒有
和兄長邱騰華討論這方面事情。他表
示，由於各有各忙，且為了避嫌，近
年與兄長接觸、傾談的機會愈來愈
少。此外，邱騰華回覆本報表示，他
的胞弟從未就上述交易與他有任何溝
通，亦從來沒與胞弟就樓市措施作任
何溝通。

倡高球車接送酒店客
邱騰達說，運輸署原先同意酒店使

用一款比普通私家車為窄的電動車，
且每小時只可來往盧吉道兩次，並禁
止於假日大部分時間行車，但他們最
新建議採用更輕巧的高爾夫球車代
替，在盧吉道接送酒店住客，正等候
回覆，若獲批，便是除了愉景灣外第
二個可用高球車行走的區域；另外承
諾酒店會派人長時間於盧吉道站崗，
確保車道暢順才行車。邱騰達現時在
港管理多間酒店，絕大部分都由離岸
公司控制。邱表示，這絕對不是故作
神秘，但承認此舉與稅務安排有一定
關係。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在
2012 年初收到一個電腦硬碟，載有大
批離岸公司的秘檔，當中包括約 2.2萬
名內地和港澳人士開設的離岸公司資
料。而《明報》與 ICIJ 合作調查這資
料庫，便發現不少本港政商界人士的
蹤影。

鄭家純任百離岸公司董事
例如，特首梁振英早年曾經持有一

間與戴德梁行有關的離岸公司 「HK
Millennium Limited」 ，他當時為戴德

梁行亞太區主席。
不少本港富豪亦設有離岸公司，例

如新鴻基地產郭氏兄弟、長實主席李
嘉誠的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等，均出
任多間離岸公司的董事。新世界發展
主席鄭家純更擔任上百間離岸公司的
董事。

持離岸公司 助隱藏身分慳稅
開設或持有離岸公司本身不代表有

問題，而這些離岸公司的資料，無論
是股權結構、股東或董事身分，都較

隱秘，外界難以查閱，故透過離岸公
司擁有資產或業務，便可輕易隱藏股
東的真正身分。
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表示，持

有離岸公司，也可幫助節省稅務開
支，因為持有香港註冊公司，在轉變
股權時，須繳交 0.2％印花稅；相反，
離岸公司的股份轉讓，通常毋須支付
印花稅，這對於大公司而言，每每可
以節省大筆稅款，例如涉及 5 億元的
股份轉讓，可以 「慳稅」 高達 100 萬
元。

離岸公司秘檔 見梁振英地產商蹤影

偵查
報道

盧吉道買賣紀錄

離岸公司紀錄 根據ICIJ獲得的離岸公司紀錄，盧吉道27號新業主的董事公司，是一間名叫Ashley Pacific Ltd
的離岸公司，此公司由Chan Tin Sang（陳天生）、Kwok Siu Ping Joanna（郭小萍）控制。

左圖為盧吉道27號的臨時買賣合約，由陳天生助手邱騰達（最右方）代表簽署。而右圖的
按揭借貸文件，可見陳天生簽署（右方）。

明報根據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 ICIJ）提
供的離岸公司資料庫，發現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許曉暉的母親，生前曾與中

共開國名將粟裕的長孫粟志軍，在英
屬處女群島（英文簡稱BVI）聯手成立
公司，該 BVI 公司也曾與上市公司保
華集團（0498）合組聯營公司。

民政局：許曉暉無參與
民政事務局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

據許曉暉向家人了解，該間離岸公司
為許母於生前成立，以嘗試拓展外地
業務，許母其後抱恙，逐漸停止參與
有關公司事務，強調許曉暉並無參與
家人的商業事宜，亦未有成立或管理
任何離岸公司。

本報在 ICIJ 的資料庫搜索港府高官
及其親屬有否開設離岸公司，發現許
曉暉母親曾敏麗在 2006 年 6 月，與一
名叫粟志軍（Su Zhijun）的人，合組
BVI 離 岸 公 司 「Glorious Crown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Limited」 ，兩人各
持一半股權。本報同時發現，Glorious
Crown 原來曾與保華集團共同持有一
間 從 事 物 流 網 絡 的 「Feeder Port
Holdings Limited」 公司。

根據保華 2009 年 5 月發出的通函，
披露 Glorious Crown 持有 Feeder Port

12.5%股權；而在保華 2010年年報則透
露，截至 09年 12月，保華持有 Feeder
Port其餘 87.5%權益。保華其後增持股
權，至 2012 年持有 Feeder Port 全部股
權。粟志軍和曾敏麗控制的 Glorious
Crown則退出Feeder Port。無綫電視大
股東、有 「殼王」 之稱的陳國強，是
保華大股東兼非執行董事。

曾與保華集團共持物流公司
粟志軍 06年曾加入保華出任投資總

監，現為保華中國投資顧問。粟志軍
背景大有來頭，祖父粟裕是解放軍前
總參謀長。國共內戰後期，粟裕參與
指揮淮海戰役，擊潰國民黨 80 萬大
軍，迫使國府撤離大陸。粟裕其後被
列為10個 「開國大將」 之首。

在福建廈門出生的許曉暉，4歲時與
家人來港定居，08年起出任副民政局
長至今。許母曾敏麗 2010年去世，其
父許宏全曾任福建寧德市工業局幹
部，其後在內地設廠經商。有報道指
許宏全與中共幹部熟絡，不過，許宏
全年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否認自己是共
產黨員。

許曉暉母開國名將後代合組BVI

粟志軍（圖）現為
保華集團的中國投
資顧問；其祖父粟
裕是解放軍前總參
謀長，1950 年代
被列為 10 個 「開
國大將」 之首。

（網上圖片）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許曉暉（圖）的母
親曾敏麗，生前曾
與中共名將之後粟
志軍齊成立 BVI 公
司。

許曉暉

盧吉道是行山熱點，但最窄位置只有約1.7米闊，未
來若有酒店開業，附近居民擔心交通流量大增會致人
車爭路。圖為去年10月政黨號召遊行，在盧吉道鋪
上一幅印有私家車的大海報，以顯示行人只剩餘很狹
窄的路面空間。 （資料圖片）

邱騰華弟弟、御冠執行董事
邱騰達（圖）說，剛向運輸
署建議以高球車代替原方案
的電動車，以接載盧吉道27
號酒店客人。 （李紹昌攝）

本報根據ICIJ密檔，證
實盧吉道27號新業主是
現任育智中心會長的商
人陳天生。（網上圖片） 盧吉道27號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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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集訓比賽租用
香港滑冰聯盟發言人回應時證實，近兩年安排

港隊前往東莞 「冰星真冰」 滑冰場集訓。 「本會
看到葉小燕自 2011年起，每年有向有利益衝突申
報要求的政府部門做出申報……滑冰場 100%股權
屬於其女兒葉丹丹。」 不過，當本報追問，葉小
燕究竟向哪個政府部門申報其母女的關係時，冰
聯表示不會再回應。記者昨致電及發短訊到葉小
燕的手機，但至截稿前均未有回應。

不用深圳場 稱東莞場「距港最近」
冰聯發言人表示，選用東莞 「冰星真冰」 滑冰

場，因為它是 「離香港最近、常年保持結冰狀
態，符合國際滑冰聯盟規則……」 本報及後追
問，深圳最起碼有兩間國際標準的滑冰場，距離
香港更近，甚至離羅湖關口僅1公里（見另稿），
為何捨近取遠？冰聯就上述提問至截稿前沒有回
應。

記者向資助冰聯租場的康文署及香港體育學院
查詢，康文署沒有回應葉小燕曾否向該部門申報
利益衝突關係，也拒絕將發放給冰聯的《撥款指
引》公之於眾。署方表示，過去兩年，共向冰聯
提供約240萬港元資助，用於本地的訓練活動。
一名冰聯會員的家長向本報投訴稱，其女兒近

兩年曾參與東莞 「冰星真冰」 的訓練營，她說：
「其實每日上冰（練習）都是兩個小時，下午便

回酒店睡覺，但我特意要請假一個多星期到東莞
陪她，試問 10 多歲女，你放心她自己在那兒
嗎？」 她表示，2011 年東莞 「冰星真冰」 啟業
前，花樣滑冰訓練營都在香港 MegaBox 或深圳
「世界之窗」 舉行， 「若在深圳舉行，我照樣可

以返工，放工後才到深圳接她也可以」 。

港辦大賽移東莞受質疑 冰聯：遵指引
這名家長質疑，冰聯將 「2011年亞洲花樣滑冰

錦標賽」 移師東莞舉行並不適當， 「香港爭得主
辦權的大賽，以往在MegaBox舉行，轉去東莞比
賽，香港媒體甚少報道，完全推動不到香港滑冰
運動」 。冰聯回應稱，選擇東莞曾經公開詢價，
並遵守政府指引，經冰聯執委會通過決定的，主
席葉小燕亦遵守了避席的原則。
立法會議員、民政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家洛表

示，冰聯 「利益衝突很明顯。深圳至少有兩個合
適的場地，為何要捨近取遠，選用葉小燕至親的
場館？招標、問價的細節如何？由於事件涉及公
帑，性質屬相當嚴重」 ，會提交立法會跟進。陳
表示，冰聯 「無詳細解釋葉小燕怎樣避席，若只
於投票時避席，就是 『假動作』 。最重要是整個
過程都要避席」 。
曾任廉署總調查主任的大律師查錫我表示，冰

聯受公帑資助，若深圳有租金相若，甚至更低的
場地出租，冰聯便要充分解釋，並記錄在案，
「這個涉及利益衝突的決定，必須知會政府，否

則即屬自己批自己」 。

議員律師學者促交代「捨近取遠」
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認為，冰聯選用訓

練場地時 「捨近取遠」 ，就要仔細羅列原因供隊
員參考， 「冰聯要解釋，為何將香港爭得主辦權
的亞洲花樣滑冰錦標賽，選擇於東莞舉行？港人
希望觀賞都不方便啦！」
香港花樣滑冰女代表馬曉晴的母親表示，女兒

多數在東北及華北訓練，回港期間曾往東莞參
賽，但距離香港 「好遠」 ，寧留港訓練，或往世
界之窗、羅湖萬象城的滑冰場訓練，而曉晴曾在
萬象城跟隨駐場名將世界冠軍陳露深造。
香港冬奧短道速滑代表呂品韜的母親向本報表

示，平時兒子多數在長春訓練，除了今屆冬奧前
備戰在東莞 「冰星真冰」 訓練外，過去從未在
「冰星真冰」 練習， 「他小時候則大多數選擇在

香港又一城訓練」 。兩名家長對於葉小燕母女的
利益衝突問題，均表示不太了解。

「香港滑冰聯盟」（下稱

「冰聯」）近年屢次未有採用

深圳滑冰場，改往車程較遠的

東莞滑冰場集訓及舉辦比賽。本報偵查發

現，冰聯選用的東莞滑冰場，原來由冰聯主

席兼董事葉小燕的女兒葉丹丹全資擁有，而

這對母女，是前總理李鵬的媳婦和孫女。

此外，廉署向體育界發出的《防貪錦

囊》，清楚指明若租用董事親屬的場地訓

練，便會涉及利益衝突，故須盡量避免及向

董事會申報。有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及體育

學者均表示，冰聯須清楚交代事件。

明報記者

冰聯租主席女兒冰場涉利益衝突
李鵬孫葉丹丹擁有 冰聯：有申報政府

針對香港體育界的防貪工作，廉政公署特別發
出了一份《防貪錦囊》，《錦囊》當中列舉一項潛
在利益衝突的例子，「例如董事會成員的一名親
屬把所經營的私人體育場地租予總會作訓練用
途」（見圖），恰恰與香港滑冰聯盟的情况類似。

《錦囊》又指出，董事會成員須避免任何會導
致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况，另要填寫指定表

格向董事會申報，如主席作出利益衝突的申報，
其主席職務應由副主席或另一董事會成員暫代執
行。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表示，該《錦囊》屬

指引，不遵守並不等於違法，但若真的不遵守，
要有充分理由並記錄在會議紀錄，以及要向資助
機構如政府等匯報。

體界防貪錦囊 指或涉利益衝突

中外網站及媒體廣泛流傳多張前總理李鵬家族的合照，其中一張
刊登於內地 「中國信息網」 的圖片稱，李鵬（中）與兒子李小勇
（右一）、媳婦葉小燕（左一）、孫女葉丹丹（左二），於
2007年在深圳合照。

名義上由香港主辦的 「2011年亞洲花樣
滑冰錦標賽」 ，實際上被冰聯安排在葉丹
丹（冰聯主席葉小燕的女兒，圖）全資擁
有的東莞 「冰星真冰」 滑冰場舉行，她當
時在微博上載自拍照，宣傳這項賽事。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左二）上月底，向冬奧
參賽選手呂品韜（左一）、領隊兼冰聯主席葉小燕
（右二）及教練呂碩（右一）授旗出征索契冬奧。
呂品韜賽後一度指未有隊醫隨團，影響出賽表現。

（資料圖片）

（廉署刊物）

李鵬
國務院前總理

妻

朱琳

長子

李小鵬
山西省長

二女

李小琳
中電國際
董事長

幼子

李小勇

媳婦

葉小燕
香港滑冰
聯盟主席

孫女

葉丹丹
東莞「冰星真冰」
滑冰場東主明報製圖

李鵬家族圖

葉小燕名將之後
葉丹丹花滑曾摘銅
香港滑冰聯盟主席葉小燕的丈夫李小勇，是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的幼子（見圖），兩人育有
女兒葉丹丹。李小勇曾化名朱峰，於10多年前
在香港與葉小燕以聯名或以公司名義買賣物
業。葉小燕本身亦大有來頭，她是解放軍創建
人之一、北伐名將葉挺將軍的孫女，她於 2003
年開始擔任香港冰聯主席。

本報昨向葉小燕發出短訊，查問她與李鵬的
關係，至截稿前未獲回覆。葉小燕和女兒葉丹
丹均持有香港身分證。葉丹丹曾是香港滑冰代
表隊成員，2005年為香港歷史性首奪亞洲花樣
滑冰錦標賽銅牌。

2013年12月23至29日

2013年12月6至8日、13至15日、20至29日

2013年9月2至5日

2011年8月23至26日

2011年8月15至21日

*香港體育學院資助 資料來源：香港滑冰聯盟

花樣滑冰訓練營*

短道速滑訓練營*

2013年亞洲公開短跑道速度滑冰錦標賽

2011亞洲花樣滑冰錦標賽

花樣滑冰訓練營

冰聯在東莞 「冰星真冰」的訓練營/賽事

深圳 「世界之窗」
「阿爾卑斯冰雪世界」滑冰場
開業年份：2007
距深圳羅湖車程：約30分鐘
一般包場費用：時租約數千至1萬元人民幣不等

深圳萬象城
「冰紛萬象」滑冰場
開業年份：2005
距深圳羅湖車程：約5分鐘
一般包場費用：時租約5000至6000元人民幣

東莞 「冰星真冰」滑冰場
開業年份：2011 距深圳羅湖車程：約1小時40分鐘 一般包場費用：時租約6000元人民幣

香港滑冰聯盟（冰聯）曾經租用位於深圳世
界之窗、華潤萬象城等地方的滑冰場，但冰聯
主席葉小燕的女兒葉丹丹經營的東莞 「冰星真
冰」 滑冰場開業後，冰聯便改往 「冰星真冰」
訓練和舉辦比賽。記者日前前往 3個滑冰場觀
察，發現深圳的兩個場地，距離羅湖關口車程
僅 5至 30分鐘，而前往東莞則需 1個多小時；
各場地時租相差不多，每小時收費由 5000至 1
萬元（人民幣，下同）不等。

本報記者早前從深圳乘坐包車，約 1小時 40
分後抵達冰星真冰滑冰場。記者以顧客身分入
內滑冰期間，一名駐場滑冰教練向本報記者承
認，港隊成員經常到該場集訓，而一般包場費
用約為時租6000元。

深圳冰場 稱世界冠軍作導師
至於離香港最近的 「冰紛萬象」 滑冰場，位

於深圳羅湖區華潤萬象城商場內，距離羅湖口

岸僅 1公里，從羅湖乘地鐵 5分鐘便可抵達。接
待記者的經理李志欣聲稱，無論師資、設備、
地點， 「深圳（萬象）都是東南亞最好的，導
師包括中國第一位花樣滑冰世界冠軍陳露，也
有冬奧雙人花樣滑冰銀牌得主丹尼斯（Denis
Petrov）。冰場設備是奧林匹克標準，60 米乘
30米」 。

李志欣續稱，如果香港隊前來集訓，一般可
安排於早上或晚上的時段訓練，（萬象）時租
約 5000至 6000元， 「我們會封鎖場地，用小路
錐圍出內圈，讓運動員練習短道速滑」 。

另一間深圳的 「阿爾卑斯冰雪世界」 滑冰
場，位於南山區 「世界之窗」 內，面積比萬象
滑冰場更大。在東莞冰星真冰開業前，香港隊
便是在此處集訓。記者向 「阿爾卑斯」 詢價
時，該公司推廣部稱租場費用視乎時段及季
節，一般來說，每小時介乎數千元至 1萬元不
等。

深圳冰場車程更近 費用相若

內地3滑冰場資料 （明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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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澳洲、日本甚至台

灣等發展地區，對主要官員

財產申報的要求甚為嚴格，

必須披露配偶資產；然而，本港主要官員

毋須披露配偶資產，本報調查各主要官員

配偶的資產狀况，發現特首辦主任邱騰華

的妻子，曾透過隱蔽度極高的英屬處女群

島（BVI）公司，投資股票和債券；與發

展局長陳茂波 「外家」關係密切的BVI公

司，曾伙同台灣前首富郭台銘的長女郭曉

玲，越洋投資美國土地。

有議員認為，配偶是枕邊人，易惹利益

衝突，BVI公司隱蔽，促官員申報配偶資

產，特別是透過BVI公司持有的資產（見

另稿）。 明報記者

邱騰華妻藉此買股6年 前年賣出
邱騰華上周五透過特首辦回覆本報查詢，承認

太太黃雪兒持有一間BVI公司的 4.6%股權，但稱
太太在 2012年初已轉售相關股權。邱稱，該BVI
公司的主要業務是 「投資本地及海外股票、債券
及外匯」 ，強調太太從沒參與投資決定及日常營
運。

陳茂波：夫婦子女未投資美地皮
陳茂波上周六透過新聞秘書回覆稱，陳茂波本

人、太太和子女並無以任何形式，投資本報提及
的美國土地；不過，陳茂波並無回應土地是否與
他的 「外家」 有關。事實上，陳茂波的劏房及囤
地風波，牽涉多間BVI公司，陳茂波亦一直拒絕
披露有關BVI公司的詳情。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簡稱 ICIJ）兩年前取得大
批離岸公司資料，本報與 ICIJ合作調查，發現邱
騰 華 妻 子 黃 雪 兒 曾 持 有 BVI 公 司 Crow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簡稱CI）。本報
獲得的 BVI密件顯示，CI於 06年成立，黃雪兒
持有約 4.6%股權。根據邱騰華的回覆，黃雪兒在
2012年初轉售股權，當時邱正出任環境局長。CI
近八成半股權由信託持有，大股東真正身分未
明。

陳外家關連公司 伙郭台銘女買地
除了邱妻之外，本報翻查公司註冊處文件，發

現與陳茂波 「外家 」 關係密切的 BVI 公司
Fidelity Management Limited（簡稱 FM），與富
士康創辦人郭台銘的長女郭曉玲，共同持有本港
註冊公司 「鴻新發展有限公司（Pacific Sun
Development Limited，簡稱PSHK）」 。

PSHK 於 1998 年成立，初期由 FM 及另一間
BVI 公司 Excellent Assets（EA）各持一半股權；
郭曉玲於 05年入股，EA於同年退出。FM及EA
均是去年陳茂波囤地風波的核心公司，陳茂波當
日回應時曾表示，FM及EA是以代理人身分，代
他的 「外家」 持有新界古洞農地。本報去年 8月
曾報道，多名專家質疑 EA與陳茂波本人關係密
切。

本報追查之下，發現 PSHK 在 08 年曾斥資約
1435萬港元，購入美國加州馬利布市一幅面積約
5萬平方呎空地，一年多後蝕讓土地，帳面虧損
約78萬港元。

疑相關美公司 旗下3地欠稅30萬
本 報 又 發 現 ， 一 間 名 字 同 為 Pacific Sun

Development Limited 的美國加州公司（簡稱
PSUS），早於 1986年購入美國蒙大拿州喀斯喀
特縣 3幅空地，一直持有至今。根據本報取得的
美國土地買賣契約，PSHK 和 PSUS 不僅名稱相
同，聯絡地址亦一樣，反映兩者極可能有關連
（見圖）。

蒙大拿州的 3幅土地，每幅面積 5英畝，現市
值共約 17萬港元。3土地位置偏僻，環境荒蕪，
附近盡是荒地或農地。令人關注的是，當地縣政
府以電郵回覆本報，指 PSUS一直就 3幅空地拖
欠稅款，累計欠稅連罰款合共逾30萬港元。

去年中，本報運用 ICIJ的BVI資料庫，查核特
區政府主要官員，發現了有關官員配偶的BVI公
司及香港公司資料，而 ICIJ則協助本報翻查有關
BVI公司和香港公司在美國持有什麼資產，直至
今年 2月，ICIJ查得有關美國土地資料，而蒙大
拿州政府則於 3 月中才回覆有關土地業權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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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沒有強制要求主要官員披露
配偶資產，不過，本報發現，多名高官
如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長陳家強、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
宗，都有主動披露妻子名下物業。有議
員認為，主要官員得悉大量機密消息，
故應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看齊，申報配偶
甚至受供養子女的資產，以提高透明
度，防止隱藏資產。

議員倡看齊外國 子女資產亦須報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謝偉俊

認為，官員配偶的確可以有自己的投資
及資產，但若公眾要求更高透明度，他
認為立法會應可討論主要官員的利益申
報，應否擴展至配偶及近親。

本報翻查特首及主要官員的申報，特
首 梁 振 英 曾 申 報 擁 有 一 間 名 為
Wintrack Worldwide 的 BVI 公司，其他
官員則沒有申報持有BVI公司等離岸公
司。

謝偉俊表示，港人透過BVI投資相當
普遍，主要是轉名手續費 「較平」 ，同
時可隱藏持有什麼資產，以至股東、董
事的身分。

陳家洛：要求自律不如規定申報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表示，若主要官員

的近親以BVI公司投資，市民便難以監
察。他認為， 「利益」 可以是直接或間
接的，亦可以是延後的，難以界定何謂
「實際利益」 ，而主要官員得知大量機

密消息，與其要求官員自律，不如規定
主要官員必須申報配偶及子女的資產和
投資。

本報翻查各地官員財產申報的要求，
發現美國、澳洲、日本、台灣等地，均
嚴格要求主要官員申報配偶及受供養子
女的資產，內地亦在去年開始以個別縣
市作 「試點」 ，計劃公開官員家人的資
產；反觀本港主要官員，目前則毋須申
報配偶資產。

港高官兩制度 同毋須報配偶資產
本港現行共有兩套適用於主要官員的

利益申報制度：（一）各司局長、副局
長、政治助理、特首辦主任，須按照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登記利益；
（二）各司局長身為行政會議成員，須
同時按照行會制度，另行登記利益。公
眾可於網上查閱相關登記，但兩套申報
制度同樣沒有要求官員申報配偶的資
產。

然而，不少海外國家及地區，均要求
主要官員除申報自己的投資和利益之
外，還須一併申報家人的資產。例如，
美國和澳洲均要求內閣部長申報配偶和
受供養子女的資產；日本的國務大臣、
副大臣、政務官以上官員，同樣須公布
配偶和子女的資產；台灣《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更要求，凡是公職人員，均
須申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資產，包括
不動產、一定金額以上的現金及存款
等。

內地選公開資產「試點」
內地去年亦開始增加官員資產的透明

度。目前，江西、遼寧、廣東等多個省
份，已挑選個別縣市作 「試點」 ，要求
新上任的領導幹部，公開自己及家人的
資產。

曾德成陳家強張建宗
主動申報妻物業

美澳日台高官
須報家人資產

明報製圖

現年36歲的郭曉玲為前台灣首富、鴻
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之長女，她在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畢業，2004年起出
任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國際（2038）
（現稱富智康集團）非執行董事，以及
由郭台銘創辦的慈善基金 「永齡基金

會」 的董事長。
郭曉玲處事作風與父親相似，一度被

視為郭台銘的接班人，但她在2011年辭
去上述富士康國際和永齡基金會等職
務。於2007年結婚的郭曉玲，育有兩名
兒子，現與家人長居美國。

郭台銘長女 曾被視富士康接班人

陳茂波「外家」關連BVI公司內情

兩公司均有投資美國土地

Pacific Sun
Development

Limited
（簡稱PSUS，
美國註冊公司）

鴻新發展有限公司
（Pacific Sun Development
Limited，簡稱PSHK，

香港註冊公司）

◀▼除了名字相同，香港公司PSHK
（左圖）與美國公司PSUS（下圖）
買賣美國土地的地契聯絡地址也
一樣，反映兩者極可能有關連

邱騰華妻關連BVI公司內情

投資本地及海外股票、
債券及外匯

（投資期介乎2006至2012年@）

郭曉玲
（郭台銘長女）

Fidelity Management Limited
（簡稱FM，跟陳茂波「外家」有關連，BVI公司*）

49%51%

*陳茂波解釋，FM曾以代理人公
司身分，代陳茂波外家持有新
界東北的古洞農地；BVI公司
為英屬處女群島註冊公司簡稱

資料來源：
香港公司註冊處、
美國蒙大拿州、
加州政府相關地契文件

信託持有
（受益人不詳）**

邱騰華妻子

黃雪兒
其餘4名股東

84.9%4.6% 10.5%

Crow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簡稱CI，BVI公司#）**由DBS Trustee Limited

透過另外兩間BVI公司
持有

#BVI公司為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公司簡稱

@邱騰華書面回覆確認

資料來源：
國 際 調 查 記 者 同 盟
（ICIJ）的 BVI 公司資料
庫、香港公司註冊處

相同
聯絡地址

▲鴻新發展有限公司Pacific Sun Development Limited（簡稱PSHK）在購入美國加州一幅
土地的買賣契約中列明，PSHK是香港註冊公司（registered Hong Kong corporation）。

發展局長陳茂波（左二）先後捲入家族「經營劏房」和「擁有
古洞農地」等爭議，涉事物業及地皮都由BVI公司持有。
圖為他與妻子許步明（右二）及子女合照。 （資料圖片）

前台灣首富、富士康（現稱富智康）創辦人郭
台銘的長女郭曉玲。

（資料圖片）

邱騰華（左）及妻子黃雪兒
（資料圖片）

據本報獲得的Crow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簡
稱 CI）密件，邱騰華妻子黃雪兒（Wong Suet Yee）曾持有
4.6%股權。邱騰華回覆稱，太太2012年初已轉售相關股權。

郭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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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直通車」公布前一年

戴相龍婿億元買港股

救被綁伙計
港商沙巴車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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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要聞

戴掌天津時 獲選直通車試點
記者上月中到訪辦公室設於中環國

際金融中心高層的 Ever Union，負責
接待的職員承認車峰在該處上班，但
稱： 「車總剛剛出去了，不知道什麼
時候回來。」 另一女職員聞訊步出，
一見記者，即語氣緊張地說： 「你們
怎麼進來的？你們是絕對不能進來
的！我一定會投訴保安！」 幾經交
涉，職員終願意向車峰轉交本報的書
面提問。記者 6 月中再把補充提問傳
真至 Ever Union 辦公室，但至截稿前
仍未獲回覆。

港交所權益披露的資料顯示，Ever
Union持有高陽科技、MI能源、數字
王國等股權或可換股票據，現市值約
14億元（見圖）。根據港交所資料，
Ever Union 由一名叫 「車峰（CHE
Fung）」 的人全資擁有。

車峰買賣港股 9月賺2.4億
其中，車峰透過 Ever Union 在 2006

年 3 月底斥資 9636 萬元，以每股 1.46
元購入高陽科技 6600萬股；一個多月
後，高陽隨即宣布將股份一拆四。至
06年 12月下旬，車峰出售手上三分之
二的高陽股份，套現 3.36億元，減去
成本，他不足 9個月便勁賺 2.4億元。
交易後，車峰手上仍然持有拆細後的
9000萬股。

07 年 8 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以
天津濱海新區作試點，批准內地居民
直接投資港股，即坊間稱的 「港股直

通車」 ，而當時的天津市長正是車峰
的岳父戴相龍。

持貨年半 股價實質升8倍
港股直通車消息甫出，即時刺激港

股V形反彈，一日內暴升逾 1200點，
恒指同年 10 月升穿 31900 點創歷史新
高。車峰持有的高陽科技股價亦水漲
船高，一度攀升至 3.5元；換言之，車
峰持貨僅一年半，計及期內一拆四因
素，股價實質累升逾 8倍。直至 07年
1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開
腔，暗示要 「煞停」 港股直通車，港
股升勢才告終。車峰之後再趁低吸納
高陽科技股份，現持有 12.04%的高陽
股權（約3.34億股）。

美國《紐約時報》上月初報道，一
間內地影視公司在 2012年收購由著名
導演占士金馬倫創辦的美國電影特效
公司Digital Domain，幕後出資人正正
包括戴相龍女婿車峰。本報追查發
現，Digital Domain在去年再度易手，
由 「數字王國 」 （前稱 「奧亮集
團」 ）斥資收購，當時的交易公告披
露，Ever Union正是Digital Domain的
大股東；換言之，這間手持 14億元港
股的 BVI 公司 Ever Union，其股東
「車峰」 正是《紐約時報》所指的戴

相龍女婿。車峰透過這宗交易，獲發
數字王國 47.6億股可換股票據，按現
股價計算，市值約達4.23億元。

議員促證監主動偕內地查疑案
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表示，內地高官

掌握不少能令港股波動的機密資料，
身邊人也有可能得悉，隨着 「滬港
通」 （允許港滬兩地投資者，通過券
商買賣對方股票的機制）將於今年 10
月落實，內地政策對港股影響將更為
直接，故香港證監會須主動與內地監
管單位合作調查可疑個案。

詹培忠：覺得只是巧合
立法會前金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

稱，與車峰僅有數面之緣，並不稔
熟。對車峰在內地宣布推出港股直通
車前一年多買入近億元港股，詹培忠
表示： 「我覺得只是巧合，亦可能是
車先生投資觸覺好吧，最重要是最終
『港股直通車』 都無 『通車』 。」
ICIJ 在兩年多前獲得一套儲存了逾

12萬間離岸公司檔案的硬碟，本報去
年中與 ICIJ合作調查，並於今年初開
始報道調查結果。

本報與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簡稱ICIJ）合作調查

離岸公司，發現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車峰，透

過全資控制一間名叫 Ever Union 的英屬處女群島

（BVI）公司，多年來活躍於本港股壇，現時透過這間BVI公司持有

3間本港上市公司股權或股債，市值約達14億元。其中，車峰在

2006年3月斥資最少近1億元購入港股；及至07年8月，國家外匯

管理局突然決定，不選擇上海或深圳，反而挑選了天津作為首個試

點，研究推出 「港股直通車」，刺激港股V形暴升，而戴相龍當年

正是天津市長。 明報記者

戴相龍在 2003 至 07 年出任天津市
長，被視為港股直通車的主要發起
人。2007年、即戴相龍市長任期快將
屆滿之際，天津「爆冷」獲選為「港股直
通車」首個試點，但計劃最後胎死腹
中。戴相龍卸任天津市長後，仍對港
股直通車構思念念不忘，他在 2011年
仍公開力撐港股直通車 「沒什麼問
題，可以通起來」 ；去年 12月接受內
地傳媒訪問亦舊事重提，稱人民幣倘
要國際化，便應啟動港股直通車。

朱鎔基愛將 率人行禦金融風暴
戴相龍 1967年畢業於北京中央財經

金融學院會計系，歷任農業銀行副行
長、交通銀行總經理，長年於財金系
統工作，屬典型技術官僚。戴相龍是
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的 「愛將」 ，93
年6月，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開始兼任
人民銀行行長，同年7月即提拔戴相龍
出任人行副行長，當其 「副手」 。

朱鎔基在 95年 6月卸任人行行長，

戴相龍隨即「坐正」接任，當年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戴的評價是：「思想解放，
顧全大局……作風正派，為人樸實，
關心群眾，廉潔自律。」戴任人行行長
期間，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衝擊，
並頂住日圓貶值對人民幣構成的壓力。

戴相龍在 02年底卸任人行行長，翌
年出任天津市長，至 07年卸任，08年
獲委任全國社保基金黨組書記，掌管
當時資產達 5000億元人民幣的社保基
金，至去年以69歲之齡退休。

被視港股直通車發起人 戴卸任後仍提倡

車峰任11 BVI股東董事 5曾投資港股

本報記者6月中前往車峰全資控制的公
司Ever Union時，女職員承認車峰在該
處上班，又接過記者的書面提問信件，
聲稱會轉交車峰閱覽。 （明報記者攝）

偵查
報道

車峰持股架構圖

車峰相關股權現值（上周五收市價計算）：約14億元

Harmony Energy Limited（BVI公司）

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BVI公司）

100%股權

100%股權

7.08%股權
（市值：逾2.65億元）

24.26%行使可換股票據後股權*
（市值：逾4.19億元）

車峰（戴相龍女婿）

*可換股票據：市值按現價（上周五收市價計算），股權比例按擴大股本後計算，並假設車峰行使可換股票
據轉持為股權去計算
#另有0.08%MI能源股權由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直接持有

資料來源：港交所 明報製圖

數字王國（0547） MI能源（1555）# 高陽科技（0818）
入股日期：2013年3月27日 入股日期：2010年2月5日 入股日期：2006年3月31日

曾任中國人民銀行
行 長 的 戴 相 龍
（右），在 2002 至
07 年擔任天津市
長。天津在 07年 8
月獲選為「港股直通
車」首個試點城市，
時任天津市長的戴
相龍被視為港股直
通車的發起人，但
計劃最終遭時任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叫
停」擱置。圖為前行
政長官曾蔭權（左）
在07年 6月訪問天
津 時 與 戴 相 龍 合
照。 （資料圖片）

人行前行長
戴相龍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的離岸公司資料庫顯示，戴相龍女婿車峰（CHE Fung）在 2002 年 9 月成立一間 BVI 公司
「Worthope Innovative Company Limited」 ，報住地址為港島富匯豪庭（Regency Royale）2座一高層單位（左圖紅框
示）；與此同時，一名叫DAI Rong（譯音戴蓉）的人，在同月亦開設另一間BVI公司 「Thousand Emperor Limited」 ，報住
地址（右圖紅框示）與車峰相同。

根據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的離岸公司資料庫，車峰出任最少11間英屬處女群島（BVI）公司的股東或董事。其中，在07
年4月成立的BVI公司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可謂是車峰的投資旗艦，現持有的本港上市公司股權或可換股票據，市值
高達14億元。

本報翻查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簡稱
ICIJ）的機密離岸公司資料庫，發現戴
相龍女婿車峰擔任最少 11間英屬處女
群島（BVI）離岸公司的股東或董事。
另外，本報發現，車峰曾與一名叫
DAI Rong（譯音戴蓉）的人，曾經報
住本港中半山同一豪宅單位。

曾與DAI Rong報住同一單位
DAI Rong 於 2002 年 9 月開設一間

BVI 公司 Thousand Emperor Limited，
並報住中半山 「富匯豪庭」 2座高層一
單位；車峰則於 02年 9月開設一間離
岸公司沃和創業有限公司（Worthope
Innovative Company Limited），他報住
的 「富匯豪庭」 單位，跟DAI Rong的
同層同伙。人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姓

氏，官方翻譯亦為 Dai，跟 DAI Rong
的拼音相同。

記者翻查 ICIJ 的 BVI 資料庫，發現
車峰最少擔任 11間BVI公司的股東或
董事，有關公司申報的香港身分證號
碼跟車峰的完全一樣，其中 5間BVI公
司曾投資港股及與本港上市公司買賣
資產。

車峰的港股投資旗艦為 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下稱 Ever Union），根
據 ICIJ資料庫，該公司於 07年 4月 19
日於 BVI 成立，車峰於首日起便擔任
唯一股東及董事。根據MI能源2010年
發出的招股書，MI能源股東之一正是
Ever Union，招股書並介紹Ever Union
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主要業務為投
資電訊、能源、商業及金融行業。

車峰的投資總部設於中環國際金融
中心 2 期高層，面積約 3300 平方呎，
08 年 5 月起由車峰以 Ever Union 名義
租入，他並親自簽署租約，現時月租
達 70萬元。車峰租入的單位為全層景
觀最優質的單位，俯瞰尖沙嘴市容及
維港全海景。

租國金辦公室半山豪宅 月花百萬
根據本港的註冊資料，車峰在港一

直租用豪宅，且對半山區情有獨鍾，
曾於 07至 08年報住中半山 「譽皇居」
中層，單位面積 3020方呎，但自 2010
年起，他更上一層樓，遷往高層一個
面積 6250方呎單位，市值月租約 40萬
元。換言之，每月單是以上兩項物業
的租金開支，已逾100萬元。

12.04%股權
（市值：

逾7.22億元）

酷熱驟雨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