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 向平機會投訴高盧人安盛 (1) 以慣性蓄意虛假陳述壓制阻嚇言論、意見表達及出版自由 (2) 恃
財雄攬法自照顧影自憐、粗暴扼殺公眾免於恐懼自由的權利 (3) 嚴重野蠻強暴剝奪公眾及一小眾（特
別是包括已明確以書面或言語表明已有此等資訊特別需要者）知情權

尊敬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
香港香港島黃竹坑香葉道 41 號 16 及 17 樓

eoc@eoc.org.hk

Aug 05, 2019

韓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則嗚”
本人及公眾（包括多位現職於高盧人安盛代理及經理級人士）現投函貴會，投訴 (1) 悲鳴飲泣指控 AXA 安盛保
險多宗笑視人權千鈞如髮的蓄意壓制言論、表達及出版自由權利；(2) 特區公民與生俱來免於恐懼自由的合法言
與行； (3) 嚴重粗暴無理剝奪並蓄意蒙蔽旗下代理知情權。
現舉實例實事實証以支持我等長久受高盧人安盛恃財雄野蠻爆暴無視人權打壓的一小眾指控如下：
1. 高盧人 AXA 安盛於其網站裡，各方各界惡評無日無之，已是公眾及受其害者長久共知共識。
實例案証參考: 9.25.0 May 29, 2019 投函保監正視公眾及保險業內人士投訴檢舉高盧人安盛惡行，無日無
之 -- 行使公權力及盡公民義務打擊違法犯罪份子（包庇高盧人安盛及保險業界），人人有責
http://hkonline.com.hk/shownews.php?id=20872
安盛則屢屢對其向屬劣質服務及以虛假陳述經營不良手法作出批評者，從不作針對性答覆，但顧左右而言其它
以掩飾醜態惡行，祇以以下單一屬性文字「無差別」不斷重複回應打壓批評者，毫無專業道德操守且極具威脅
威迫恐嚇威脅成份。

此單一重複性「無差別」對公眾恐嚇言詞已自約半年前至今，而最值得垢病的是 AXA 安盛根本就沒有轉交警
方跟進，純屬一貫虛假陳述恐懼威脅威迫、壓制言論出版自由手法而已。

http://hkonline.com.hk/gx/guoxing/U
ploads/181181-1182%20(2)(1).pdf
上例錚然一葉，天下已知秋。AXA 安盛甚至囂張強橫無法無天至公開公然指鹿為馬，說保監書面証明、
証據確鑿的調查追究其代理涉及大規模走資洗黑錢行為言詞為失實言論，囂對政府監管機構，恃財雄胡
作非為驕橫態勢躍然紙上。其中不可勝數之証據及証人如下：

2. 另高盧人安盛面對公眾各界的長久不斷惡評指駡，則屢屢宣稱已進入法律程序而拒回應，明顯有恃財雄濫用
法律恐嚇威脅威迫公眾投訴人的免於恐懼自由的權利。証人如下：

針對以上 1. 及 2.兩點，本人及投訴高盧人安盛的公眾，要求貴平機會要求高盧人安盛出示有曾經報警或法庭案
件編號，以証其此兩項極具威迫威脅恐嚇言詞，並非一如以往之慣性並為保險業界垢病甚重之「虛假陳述」。（高
盧人安盛過往曾有蓄意報假案之刑事犯法行為，輕佻蔑視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中國莊嚴法律如一己之玩物，向為業
界惡評垢病，也普遍被視為拖累保險業界名聲之嘔吐穢物之一。）
3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人權中之「言論及出版自由」中，主旨為 “Freedom

of Speech & Expression

and Liberty of Press/Publication.... this is endorsed by God and every sane people as an Universal

truth and right if one is strictly acting on the basis of not intending to mislead or defame, but seeking to
enlighten others with what his own reason and conscience, however erroneously, have dictated to him as truth,
may be allowed to address to the public to point out the distinctive errors and defects, examine and publish the
wrong doings of some people who used to admire themselves in the mirror, to prevent re-occurrence of those
evil things that are so injurious to to the society order, so detrimental to the Country...., and all these every
subject of the society has right to do...... ”

本人及香港新城財經電台聽眾及公眾曾以以下分別於 Jul 18, 2019 向保監及 Aug 03, 2019 向新城財經台，以英
國政府權威 FCA Apr 18, 2018 對本人之前之投訴調查結果為根據，對高盧人安盛屬下之 Swiss Privilege 種種投
資詐騙作出公開投訴為例，向貴會投訴高盧人安盛野蠻無理剝奪旗下代理之知情權。

5.6.2 Aug 03,

2019 致：Metro Broadcast 新城財經台總經理 公開信 強烈要求貴台追回頒與 Swiss
Privilege 之名不符實獎項

http://hkonline.com.hk/shownews.php?id=20898

5.6.1 Jul 18, 2019 致函香港保監鄭慕

智張雲正 引述前証監總裁 現任英國 FCA 總裁韋奕禮發通告警告投資者 須嚴防高盧人安盛之
Jeneration-Swiss Privilege 欺詐訛騙
http://hkonline.com.hk/gx/guoxing/Uploads/5_6_1%20Metro%20Fianance%E8%8B%B1%E5%9C
%8BFCA%E5%89%8D%E4%BF%9D%E7%9B%A3%E7%B8%BD%E8%A3%81%E9%9F%8B%E5%A5%95%E7%A6%AE%E7
%99%BC%E9%80%9A%E5%91%8A%E8%AD%A6%E9%86%92%E6%8A%95%E8%B3%87%E8%80%85(1).pdf
基於民眾公權力及社會道德責任驅使下，本人及公眾間有以電郵及書信向其代理們以副本知會方式給他等作參考
權威機構調查結果資料，讓公眾有所警惕外，也應之前他等之要求，好讓高盧人安盛之代理清楚知道所處所任職
之境及其公司的真正面目行為及專業表現，值得褒彰或貶謫的有理由相信是事實的事情事件，從而決定自身前途
方向，明白君子淑女皆不立危牆之下也。
實例實証實事為高盧人安盛在網站內的不可勝數投訴、Swiss Privilege 與國內江西幫走資洗黑錢團伙的違法行
為、經本人投訴及英國政府屬下之 FCA 金融管理局核實無誤之 Swiss Privilege 訛詐行為等等。惟高盧人安盛畏
罪畏公眾責難及恐怕罪行被揭露，故以行政手法強行集體封殺本人及一眾社會有識之士與代理們的電郵資訊溝
通，以自知但欺旗下代理不知拙劣手段繼續惡行，嚴重違反剝奪最需要此等資訊的代理們權利。其事未審，已可
論定蒙蔽剝奪知情權之名之實。

本人及公眾之所以作出此投訴，乃因本人及公眾在電郵副本中，皆有不時明言，若不願再接收本人及公眾之電郵
資訊者，可以電郵回覆，本人及公眾即會馬上刪除他們的電郵地址。事實上，本人及公眾在過往與高盧人安盛代
理之溝通中，有多人表示不抗拒、甚至歡迎並致謝本人網站調查組員及其它公眾提供之事實為本資訊，足證高盧
人安盛是以極不民主的驕橫野蠻低劣手段，強行剝奪旗下代理的知情權。
更重要的是，從來沒有一位高盧人安盛代理表示拒絕本人及公眾的此等有價值資訊，故若貴會漠視本人及公眾以
上三項之投訴，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法制將是一紙空言，廢紙一張矣。
最後，對香港政府體制不很清晰的本人及公眾，懇請貴會對本人及公眾作出適合的啟蒙：若貴會在財雄霸道的高
盧人安盛面前下，負責守關者的平機會有所顧忌而不語不問不前，本人及公眾又應向那一個機構求助呢？
本人及網站調查組及公眾謹此順祝貴會工作無私無阻無畏權勢，強權弱者一視同仁對待，毋令知法守法的本人及
公眾不致無助而失卻所依，其它渴求有關資訊的代理們也不至被強勢豪強無視人權任意打壓知情權而心有不平但
難嗚之嘆，並靜候示覆。

李重德及新城財經台聽眾及金融保險業界公眾及高盧人安盛代理
Contacts:
c/o MMS Momentum Marketing Services
Add: Suite 33, Enterprise One, Tower 1, 7/F., 9 Sheung Yuet Road, Kowloon Bay.
Off DID: 3469-5703

Cell-phone: 90824495

Email: stleemms@gmail.com
P. S. 至於貴會 Jul 22, 2019 發出之問卷調查平機會之工作，本人及公眾會視貴會處理此一投訴態度及進度，作
為作出評價的依據而填交後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