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0  2017-10-2 日誌分享_認識立法會圖書館及企業股權比例  
截圖 5 張  1) 立法會網上會議紀錄 
自 1990 年進入互聯網時代, 香港政府立法會的紀錄均會電子化, 存放在網上給香港

市民隨時隨地 24 小時瀏覽, 特首職責不是公關, 全天 24 小時報導行踪, 曾蔭權案主

控官 David Perry是英國御用大律師, 相信都知曉立法會有網上會議紀錄, 方便市民

隨時隨地查閱。作為律師, 應該明白傳媒誇張炒作和事實求證, David Perry 如無知人

般, 不停作出沒有根據的指控, 將傳媒的報導當作證據指証被告人入罪, 實為幼稚

行為及浪費香港納稅人的公帑胡亂指控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由於深圳東海集圑附屬

公司並沒有建築設計公司, 是故需要聘請建築設計師負責設計及裝修。口碑是推銷

東海花園行銷策略之一, 深圳東海集圑聘用較知名的何周禮負責, 同時要求使用中

國出產的產品, 並不是什麼昂貴的知名外國品牌產品。 

 

在 2006 年當選十大傑青的何周禮，透過劉秀成介紹認識鄭經翰，鄭經翰當時就家

居裝修事宜請教他。何周禮自稱 2002 年間出席推廣本地設計的官方場合時認識曾蔭

權，其後在鄭經瀚和石禮謙的介紹下，在 2008 年為曾蔭權的 2 名弟弟進行室內工程。

鄭經翰曾叫何周禮接東海工程, 由於鄭經翰是何周禮熟客, 何周禮才答允負責深圳

東海花園君豪閣室內設計工程。 
資料來源: 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港聞/66252/-曾蔭權涉貪案-何周禮稱曾蔭權並非朋友-鄭經翰

推介接東海工程  
關鍵証人: 何周禮簡介 2005 年 當選十大傑青, 在建築界多次獲奬, 包括: 亞太區物業大奬(建築類)、金點

設計奬 2011 年 獲政府頒授 「榮譽勳章」 2015-10-6 廉署針對前特首曾蔭權的其中 1 項控罪, 指他擔任特首時, 涉廉於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間, 曾蔭權 『提名』何周禮授動, 却沒有披露何周禮在

曾蔭權深圳租賃的單位負責室內設計  
立法會圖書館 
圖書館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Bullet  
立法會紀錄 LegCo Records  



立法會圖書館網址 http://library.legco.gov.hk  
例如: 輸入 “數碼廣播”, 便有 568 個搜尋結果 
最新 2017 年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香港數碼聲音廣播發展檢討.  
節錄如下: “…在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 (a) 停止香港的數碼聲音廣播服務；以及 (b) 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日期起計六個月內，或之後盡快在 
切實可行的時限內，終止香港電台(港台)提供的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因應上述 (a) 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不再適宜在《電訊條例》第 13C 條下批出數碼聲音廣播牌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局長(局長)會向廣播處

長(處長)提供下文第 17 段載列的指導原則，以便處長參照並制訂及推行計劃，把

現時在港台數碼聲音廣播頻道播放的節目安排在調幅(AM)／調頻(FM)模擬平台上

播放。……”   2017 年香港數碼聲音廣播發展檢討(中文/英文)連結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search~S10*cht?/Xm%3A%28{u6578}{u78BC}{u5EE3}{u64AD}%29&searchscope=10&l=&m=&Da=&Db=&SORT=D/Xm%3A%28{u6578}{u78BC}{u5EE3}{u64AD}%29&searchscope=10&l=&m=&Da=&Db=&SORT=D&SUBKEY=m%3A(%E6%95%B8%E7%A2%BC%E5%BB%A3%E6%92%AD)/1%2C568%2C568%2CB/frameset&FF=Xm%3A%28{u6578}{u78BC}{u5EE3}{u64AD}%29&SORT=D&1%2C1%2C  2017 年香港數碼聲音廣播發展檢討(中文)連結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95271.290103/1.PDF  2017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IN HONG KONG DOWNLOAD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95271.290102/1.PDF   2) 董事局股權比例 
知名企業創辦人, 人人皆知, 但深入知道知名企業股權比例的人, 寥寥可數, 除非經

過詳細調查的有心人, 曾蔭權案主控官 David Perry 問關鍵證人何周禮，咖啡室閒談

時他是否知道黃楚標與東海花園單位的關係？何周禮起初稱「完全不知道」，其後



又稱是在「答應接下項目首次立約後，經鄭經翰轉述才知道」，在主控反覆詢問下，

才承認「有可能」是在咖啡店閒談期間得悉。David Perry 是不斷迫問何周禮才改口

供, 一般人是不認識黃楚標是什麼人。即使是石禮謙及麥靖宇均表示不認識黃楚標。  
資料來源: 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港聞/66252/-曾蔭權涉貪案-何周禮稱曾蔭權並非朋友-鄭經翰

推介接東海工程  
黃楚標 1. 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2.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東海航空有限公司和東海公務機有限公司三家機構的

董事長 3. 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管理層如下: 1. 黃志祥 主席 2. 呂榮光 非執行董事 3. 夏佳理 非執行董事 4. 王敏剛 獨立非執行董事 5. 黃楚標 獨立非執行董事 6. 王繼榮 獨立非執行董事 7. 黃志祥 執行董事 8. 嚴國明 執行董事 9. 黃永光 執行董事 10. 李民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資料來源: 華富財經 https://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ppId=27780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是由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愛地集團公司合

作組建，於 1994 年在中國深圳市註冊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具有獨立法人資

格，主要從事房地產的開發、經營等業務。  
記者查閱東海集團相關工商資料，“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的投資人為兩名法人

股東 EAST PACIFIC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即東海[聯合]集團)和中

國愛地集團公司，註冊資本 10800 萬元。 



 
頗為蹊蹺的是，上述註冊資本 10800 萬元全部為東海(聯合)集團出資，在中國愛地

集團公司的出資項中數額為“0”。工商資料顯示，中國愛地集團公司法人代表樊采

良在東海集團擔任副董事長。 
資料來源: 商界網  http://www.kanshangjie.com/article/32157-1.html  
深圳東海集圑附屬公司  1. 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2. 深圳市天麒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3. 深圳市天麒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商業管理分公司 4. 深圳東海朗廷酒店 5. 東海航空有限公司 6. 東海公務機有限公司 7. 深圳東海安保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 深圳市港麗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 9. 深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0. 港麗實業（深圳）有限公司 11. 東海俊兆實業（深圳）有限公司 12. 深圳市東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是由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占 90%股份)及
港麗實業(深圳)有限公司(占 10%股份)於 2002 年 9 月共同出資成立，具有獨立法人

資格，註冊資金人民幣 1500 萬元。  
資料來源:  http://www.eastpacific.com.cn/about/Default.aspx?n=5   HKEX 
董事手冊 2017 年 4 月 http://www.hkexgroup.com/-/media/HKEX-Group-Site/ssd/Corporate-Governance/Documents/Handbook_website.pdf?la=zh-HK  
董事的責任及操守 
更新日期: 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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