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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文件 ─ 香港名單曝光

劉鳴煒劉業強報稱英籍
劉鳴煒確認：不打算放棄

「巴拿馬文件」 令以千萬計的離岸公司的註冊資料曝光，本報在 「國際
調 查 記 者 同 盟 」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 ICIJ）授權下，從資料庫取得多名公職人士的離岸公

劉鳴煒劉皇發申報文件曝光

司文件調查。其中屬政治新星、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以及繼承
父親劉皇發鄉議局主席一職的劉業強，其離岸公司註冊文件顯示二人皆
報稱英國國籍。
劉鳴煒向本報確認擁有英國國籍，亦不打算放棄。劉業強則說，在有需
要向公眾申報的情下，自會申報國籍問題。
特首立會議員須中國公民擔任
《基本法》列明，行政長官、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主要官
員皆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
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換言
之，持有外國國籍者，政壇發展有可能就此
止步。
政治人物的國籍一直備受公眾關注，2008
年有 5 名副局長遭揭發持有雙重國籍，當時
政府曾表示，不應收緊對國籍的要求，否則
不能達至用人唯才的目標，又指個別副局考
慮放棄外國居留權屬個人決定，最終 5 名副
局長先後放棄外國國籍。
據本報取得的「巴拿馬文件」顯示，劉鳴煒
擔任多間離岸公司董事和離岸公司股東，從
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 &
Co.）在 2008 年 9 月更新劉的資料中，其中
16 間離岸公司的董事登記冊（Register of
Directors），顯示劉報稱國籍為英籍。

劉鳴煒：未成年時母親代申請

明報記者

籍。劉皇發去年退位，鄉議局主
席一職由劉業強接棒。劉皇發
今年初突然辭去屯門鄉事委員
會一職，劉業強其後表示，有
意參選龍鼓灘村代表及屯門鄉
事委員會。政界一直流傳劉業
強有意在 9 月循鄉議局功能組別出選立法
會，接替父親任議員。

劉皇發早年澄清只持BDTC

唐英年曾笑言 劉鳴煒特首人選

舉」 （圖），有投票予劉的女觀眾以 「樣、
Package」 較好及 「隻眼真係好靚」 形容劉
鳴煒，成為網絡熱話。

「不記名股票」持離岸公司
無法追查股東身分
根據本報取得的
ICIJ 文件顯示，立法
會議員劉皇發、國際
影星成龍的離岸公司，首個股東曾以 「不記
名股票（Bearer Share）」 形式持有，這是
極隱密的持股方式，無法追查股東身分。會
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解釋，一般情況下，
持有股份權證者即為股東，律師行也不會存
備股東名單，但若遺失該權證，就會失去股
東身分。
ICIJ 統計顯示，2005 年英屬處女群島限
制不記名股票做法，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
將該批採用不記名股票做法的客戶轉戶至巴
拿馬。
另外， 「巴拿馬文件」 揭示多國政商界人
士開設離岸公司，惹來逃稅、洗黑錢的猜

解密背後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在離
岸公司 Beauty Opal Ltd.的董事
登記冊上報稱英籍（右上圖），
他回覆本報時確認自己的英籍身
分。

劉業強（圓圖）以書面回覆本報查詢稱，
有需要向公眾申報的情下，自會申報國
籍，父親的國籍則由他決定如何回應。劉皇
發助理稱劉皇發患病，不便轉達本報查詢，
有關國籍問題早在 10 多年前已澄清，只持
有BDTC（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行會秘書處表示，劉皇發已停止擔任行政
會議成員，基於私隱要求，不會提供相關資
料。本報向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查詢，英領館
以私隱為由，未有透露劉皇發及劉業強現時
是否擁有居英權的英籍公民。

劉鳴煒以電郵回覆本報稱，在未成年之
前，其母寶詠琴已為他及家人申請英國國
本報翻查資料，劉皇發在 1994 年 8 月曾
籍，他並不打算放棄該國籍。本報追問劉是 發 聲 明 澄 清 只 持 有 英 國 屬 土 公 民 護 照
否不考慮擔任特首、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 （BDTC）
，他沒有持有其他國家發出的護照。
及主要官員等職務，至昨晚截稿前未有回 BDTC護照於1997年7月1日起失效，港英
覆。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是新一代 「公職 政府回歸前曾推出「居英權計劃」，讓 5 萬名
王」 ，他擔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亦是策 擁有 BDTC 或英國國民（海外）
（BNO）身分
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及城大校董等，過去有指 的社會精英，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請居
政府有意找他出任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
英權。
劉鳴煒於 2012 年特首選舉擔任唐英年競
劉皇發在回歸後5屆立法會選舉均循鄉議
選辦公室副秘書長開始為人熟悉，唐早前在 局或區議會功能組別進入議會，並於 2009
訪問中點名笑言劉是特首人選。劉於去年 年1月至2012年6月晉身行政會議，出任非
10 月突辭任華置行政總裁一職，聲稱投放 官守成員。《立法會條例》第 37 條列明，
更多時間服務公共事務及其他商務或個人事 除指定的 12 個功能組別外，所有立法會參
務。面對港獨爭議，劉鳴煒曾在港台節目表 選人不得擁有中國國籍外的其他國籍，鄉議
示，做一個香港人完全與中國人身分無牴 局及區議會功能界別不在豁免之列。
觸， 「點解唔可以自豪地認自己係香港人，
任何人參選立法會，均須在提名表格上就
同時間認自己係中國人？」
國籍作出聲明，在有關文件上作虛假陳述，
巴拿馬文件另揭示，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及 屬刑事罪行，可判監6個月及罰款5000元。
其父親 「新界王」 劉皇發，曾擔任一離岸公 本報向行會查詢如何核查成員的國籍資料，
司N.T. Development Limited的董事，二人 以及若有雙重國籍的情會如何處理，但當
同於 2011 年 7 月更新的董事登記冊報稱英 局未有回覆。

現年 35 歲的劉鳴煒被形容為新一代公職
王，2012 年特首選戰，劉鳴煒擔任唐英年
競選辦公室副秘書長，唐早前接受訪問時更
笑言劉是特首人選。去年有報道指在特首梁
振英促成下，劉鳴煒捐款 5000 萬美元（約
3.9 億港元）予取錄梁長子梁傳昕的瑞典卡
羅琳醫學院，特首辦其後否認涉利益輸送。
劉鳴煒早年在傳媒曝光是因為其華人置業
大股東劉鑾雄長子的身分，近年則因其言論
而廣為人知。去年中他與大學生交流時，曾
稱年輕人應少去日本、少看戲以儲錢買樓，
被批評為 「離地富二代」 。今年初，劉鳴煒
與新晉演員游學修參與港台節目的 「男神選

劉鳴煒確認英籍

劉業強：有需要自會申報

疑。梁繼昌不諱言，慳稅是其中一個開設離
岸公司的理由，如何界定是否合法，須視乎
法庭就每宗個案手法的判決，但他強調，若
當事人刻意隱瞞不報資產及收入以逃稅，即
屬刑事。

梁繼昌：離岸公司也有正規用途
梁強調，離岸公司不一定犯法，也有正規
用途。他稱，因離岸公司所屬地區大多是英
國前屬土，行使普通法，若有法律糾紛，英
國樞密院可行使終審權，加上投資者擔心中
國政治局勢動盪，故吸引部分上市公司選擇
以海外公司控制資產。他又稱，名人富商希
望透過離岸公司保障私隱，不欲他人得悉其
資產，因為公眾未能查核相關公司的董事、
股東等資料。
明報記者

劉皇發父子
2011 年申報英籍
劉皇發和兒子劉業強擔任離岸
公 司 N.T. Development
Limited 的董事，於 2011 年 7
月更新的董事登記冊上，兩人
皆申報為英國國籍（圖）。

資料來源：ICIJ提供

明報製圖

劉皇發田北辰任離岸董事無申報
「巴拿馬文件」 香港名單除披露公職人士的國籍身分申報
外，亦發現立法會議員劉皇發和新民黨議員田北辰涉嫌漏報
問題。文件顯示，劉皇發家族在英屬處女群島（BVI）持有
3 間離岸公司，其中一間劉皇發有份擔任董事的公司，曾透
過本地公司投資物業獲利逾 2000 萬元，而劉皇發有向立法
會申報該離岸公司股份，但無申報其董事職。

劉皇發從政及家族離岸公司
時間

事件

1992年4月

BVI 公 司 N.T. Development Limited 成
立，董事包括劉皇發、其妻劉吳妹珠及5名
子女，各人均申報為英籍，股份以不記名
形式持有

1993年9月

BVI 公司 Wing Tung Yick Enterprises Limited
成立，董事包括劉皇發、其母伍英、長子
劉業強及次子劉業光，股份初期以不記名
形式持有，至1999年轉讓予劉母伍英

1997年1月
至今

劉皇發出任臨時立法會議員至 1998 年 6
月，7月起出任立法會議員

2000年9月
至08年9月

劉皇發向立法會申報持有 Wing Tung Yick
Enterprises股份，但無申報任董事

2009年1月

劉皇發出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

2011年7月

劉皇發辭任N.T. Development董事，並轉
讓股份予劉吳妹珠、劉業強、劉麗華及劉
麗芬，劉業光及劉玉蓮則獲發新股；公司
董事註冊文件顯示，劉皇發、劉吳妹珠及
其5名子女在當日前仍為英國籍

2011年8月

一份行會利益申報冊顯示，劉皇發並無申
報持有 Wing Tung Yick Enterprises 股份
及任董事

2012年6月

劉皇發離任行會成員

劉臥病在 劉業強：應由父親決定怎回應
劉皇發助理接受查詢時表示，由於劉皇發卧病在，未能
轉達相關查詢，他本人並不熟悉劉皇發的公司事務。劉皇發
長子劉業強回應，關於涉及父親及家人的問題，應由當事人
決定如何回應。
「巴拿馬文件」 顯示劉皇發家族共有3間離岸公司，其中
N.T. Development Limited 及 Get Nice Holdings Limited 具
體業務不詳；而 1993 年 9 月成立的永同益企業有限公司
（Wing Tung Yick Enterprises Limited， 下 稱 永 同 益 企
業），則在港擁有公司。
文件顯示，永同益企業股份由不具名股東擁有，直至劉母
伍英於 1999 年 12 月承接所有股份，董事則包括劉皇發、伍
英、劉業強和劉皇發次子劉業光；2006 年伍英去世，之後
的股份繼承情不詳。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永同益企
業為本地公司 Gibsland Properties Limited 的大股東，佔
99.8%股份，劉吳妹珠（劉皇發妻子）、劉業強、劉業光及
劉皇發 3 名女兒，6 人各佔 Gibsland Properties 0.01%股份，
伍英則佔0.06%。
Gibsland Properties 曾在屯門花園持有價值逾千萬元舖
位，公司在 1981 年以 2050.4 萬元，購入屯門花園地下商
場、兩間舖位及 1 樓全層，後來於 2004 年至 2005 年出售，
查冊顯示劉皇發有份在轉讓契約上簽名，兩宗交易合共獲利
約2100萬元。
不過，據立法會利益申報紀錄，劉皇發在 2000 年 9 月至
2008年9月，曾申報擁有永同益企業公司股份，但無申報任
董事；劉皇發在 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9 月，則申報持有
「Wing Tung Ying Enterprise Ltd」 股份。

資料來源：ICIJ、明報資料室

田北辰：「不活動公司」 無實質業務

另外， 「巴拿馬文件」 又顯示，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和妻子田梁錦儀，於 1997 年 6 月成立離岸公司 Glorious
Pacific Limited，夫妻兩人各持1股，而田北辰在立法會個人
利益申報冊中無作出申報。田北辰接受查詢時解釋，
Glorious Pacific Limited 一 直 是 不 活 動 公 司 (dormant
company)，成立公司只為購入及持有深圳西麗高爾夫球會會
籍，並無打算作任何商業活動及實質業務，所以採用BVI公

劉皇發曾持股及擔任董事的BVI公司永同益企業，是香港公
司 Gibsland Properties Limited 的最大股東，Gibsland 曾
於 2004 及 05 年出售屯門花園（圖）物業，獲利逾 2000 萬
元。
司運作。他又說，由於人事變動，2012 年當時因財務資料
不齊全而未有申報，而他所佔股份是否超過百分之一須向立
法會申報，有待英屬處女島公司註冊處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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