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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家族辦公室論壇上，
在這次家族辦公室論壇上，筆者聽到最多次數的說話包括企業傳承、
筆者聽到最多次數的說話包括企業傳承、家族財富傳承、
家族財富傳承、富不過三代和
財產安全等。
這幾句說話已經概括了成立家族辦公室的原因及其主要功能。
財產安全等。這幾句說話已經概括了成立家族辦公室的原因及其主要功能
。

內地經濟改革 30 年的其中一個成果是造就了很多創業第一代富起來，
年的其中一個成果是造就了很多創業第一代富起來，現時進入第二
現時進入第二
代接手的階段，
代接手的階段，第二代傳承的不光是家族積累的財富，
第二代傳承的不光是家族積累的財富，還有企業的延續性。
還有企業的延續性。現實是有
些行業的基本因素或市場環境不復存在，
些行業的基本因素或市場環境不復存在，需要轉型和創新，
需要轉型和創新，不是主觀意願要成為百年老店便能
成功的。
成功的。
此時，便需要家族領導和專業人士成立的辦公室來決定方向和執行。如果企業規模龐大或已經上市，
如果企業規模龐大或已經上市，
行業仍有發展空間的，
，便可以制訂家庭憲章、
行業仍有發展空間的
便可以制訂家庭憲章、家庭管理委員會和家族辦公室來執行有關事情。
家庭管理委員會和家族辦公室來執行有關事情。
另外，
另外，成立家族辦公室和家族信託戶口能保障資產的安全，
成立家族辦公室和家族信託戶口能保障資產的安全，香港跟內地富豪對家族辦公室熱中有別
香港跟內地富豪對家族辦公室熱中有別
的想法。
的想法。香港家族財富多數以金融資產為主，
香港家族財富多數以金融資產為主，包括房地產、
包括房地產、股票、
股票、債券或其他金融工具，
債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第二代傳
承的多是金融資產而不是企業營運權。家族辦公室的成本高於金融工具的交易成本也是考慮的因素。

保監局月初去信保險公司，指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IARB)上半年證實
上半年證實 17 宗以不當陳述或虛假學歷，
指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宗以不當陳述或虛假學歷，
以圖申請成為保險代理個案，
較過往數年僅得數宗大幅增加，
當中假內地學歷問題尤為嚴重，
以圖申請成為保險代理個案
，較過往數年僅得數宗大幅增加
，當中假內地學歷問題尤為嚴重
，要求
保險公司審視招聘過程及提升內部監控。
保險公司審視招聘過程及提升內部監控
。
《保險業條例》
and proper) ，最低學歷要求為中五或以上。
保險業條例》訂明，
訂明，保險代理必須為適當人選(fit
保險代理必須為適當人選
最低學歷要求為中五或以上。不
過保監局特別提及，
過保監局特別提及，不少代理學歷證明是由內地教育機構下發，
不少代理學歷證明是由內地教育機構下發，保險公司須嚴格審查真確性，
保險公司須嚴格審查真確性，例如
循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
循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審查，
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審查，或透過公證書，
或透過公證書，甚至是直接向該
院校確認，
院校確認，以防止虛假資料登記。
以防止虛假資料登記。

除學歷真確性
除學歷真確性，保監局發現有些代理以短期課程作學歷證明，參與這些課程本身不需最低學歷要求，
參與這些課程本身不需最低學歷要求，
或提供課程機構本身並非法定，
或提供課程機構本身並非法定，故此保險公司除關注中學學歷真確性外，
故此保險公司除關注中學學歷真確性外，亦須確保其他學歷盡職審
查得宜。
查得宜。
保監局同時要求，
保監局同時要求，合規部主要人員在有需要情況下，
合規部主要人員在有需要情況下，必須收緊招聘程序。
必須收緊招聘程序。保監局發言人補充，
保監局發言人補充，如發
現有保險中介申請人以不當手法獲取學歷認證或虛假文件登記，
現有保險中介申請人以不當手法獲取學歷認證或虛假文件登記，會轉介執法機構跟進。
會轉介執法機構跟進。
為打擊假學歷行為，
為打擊假學歷行為，保監局前身保監處曾表明，
保監局前身保監處曾表明，2017 年 5 月 1 日起內地畢業人士申請成代理，
日起內地畢業人士申請成代理，須提
交學歷證明文件，
交學歷證明文件，8 月 1 日起內地畢業代理續牌時亦須補交。
日起內地畢業代理續牌時亦須補交。現時保險代理續牌為每 3 年一次。
一次。
有代理稱補交內地學歷文件有困難，
有代理稱補交內地學歷文件有困難，保監局發言人說，
保監局發言人說，一些保險代理可能因遺失證書或學校停辦等
原因，
原因，未能於登記期滿前取得所需認證文件，
未能於登記期滿前取得所需認證文件，IARB 已制訂登記延期機制，
已制訂登記延期機制，使受影響保險代理有足
夠時間申請認證文件。
夠時間申請認證文件。
有不願具名的代理主管稱，
有不願具名的代理主管稱，過往數年內地代理是保險公司業務增長動力，
過往數年內地代理是保險公司業務增長動力，現時不少同業「幾頭痕」
幾頭痕」，
因為部份代理無相應學歷，
因為部份代理無相應學歷，在信息網一查就明，
在信息網一查就明，令到部份有生產力、
令到部份有生產力、但不法代理難以續牌。
但不法代理難以續牌。此外，
此外，
保監局稱 IARB 未有就內地保險代理的數目作出統計。
未有就內地保險代理的數目作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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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取締非法以工廈作居住用途的執法工作
為加強取締非法以工廈作居住用途的執法工作，
居住用途的執法工作，屋宇署除根據《
屋宇署除根據《條例》
條例》處理舉報外，
處理舉報外，亦進行一系列
的大規模執法行動。
的大規模執法行動。就此，
就此，屋宇署會向將工廈單位作非法居住用途的業主或佔用人發出法定命令，
屋宇署會向將工廈單位作非法居住用途的業主或佔用人發出法定命令，
要求中止非法住用用途以及糾正危險情況。
要求中止非法住用用途以及糾正危險情況。如有關人士沒有遵從該法定命令的要求，
如有關人士沒有遵從該法定命令的要求，屋宇署會提出
檢控，
檢控，一經定罪，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1 年，並在未有遵從命令期間，
並在未有遵從命令期間，每天另處罰款 5 千元。
千元。屋
宇署亦會就有關處所的僭建物發出清拆令，
宇署亦會就有關處所的僭建物發出清拆令，著令業主拆除僭建物。
著令業主拆除僭建物。如業主沒有遵從清拆命令，
如業主沒有遵從清拆命令，屋宇
署亦會採取檢控行動，
署亦會採取檢控行動，一經定罪，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1 年，並在未有遵從命令期間，
並在未有遵從命令期間，每天另處
罰款 2 萬元。
萬元。
屋宇署亦可安排政府承建商代失責業主進行命令所規定的工程，
屋宇署亦可安排政府承建商代失責業主進行命令所規定的工程，並於完工後向有關業主追討工程費
用，另加監督費及附加費。
另加監督費及附加費。

為了在樓宇設計的階段防止工廈將來被濫用作非法居住用途，
為了在樓宇設計的階段防止工廈將來被濫用作非法居住用途，屋宇署已向《
屋宇署已向《條例》
條例》下註冊的建築專
業人士及承建商發出作業備考及通告函件，
公布屋宇署在審批新工廈（
包括改動及加建工程）
業人士及承建商發出作業備考及通告函件
，公布屋宇署在審批新工廈
（包括改動及加建工程
）的圖
則時，
不會批准與工業用途不相稱的設計及設施，
則時
，不會批准與工業用途不相稱的設計及設施
，以及將工廈處所分間為設有獨立洗手間設施的「小
工廈單位。
型」工廈單位
。

香港一宗國際級
香港一宗國際級
的航空法律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屬於舊政府交通部的中國航空公司
中航)以及中央航空運輸公司
以及中央航空運輸公司(CNAC)(央航
央航)自
（CATC)(中航
中航
以及中央航空運輸公司
央航
自 1948 年起陸續將飛機由上海移至香
港。1949 年 11 月 9 日兩航的屬下二千多名員工宣布起義並準備將其控制的飛機歸屬新政府
架飛機飛往內地，
其中一架飛北京，
架飛抵天津。
，起義飛行員駕駛 12 架飛機飛往內地
，其中一架飛北京
，其他 11 架飛抵天津
。兩航仍停泊
在啟德機場的飛機引發一場中英美的國際法律爭奪戰。
在啟德機場的飛機引發一場中英美的國際法律爭奪戰
。
已遷台的國民黨政府，
已遷台的國民黨政府，於 1949 年 11 月 13 日委任了「
日委任了「中航」
中航」的一名本地職員 Ango Tai 向法庭申請
，
臨時禁制令，限制該公司轉移有關的資產。1949 年 12 月 5 日，兩名美國人陳納德及 Whiting Willauer，
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了一家名為「
民航空運公司」
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了一家名為
「民航空運公司
」(CATI)，
，國民黨政府於 1949 年 12 月 12 日將這
批飛機賣給 CATI。
。
1950 年 1 月 5 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法律上及事實上的政府。
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法律上及事實上的政府。1950 年 5 月 19 日，
CATI 在香港向「央航」
央航」提起訴訟，
提起訴訟，要求法院作出宣告：
要求法院作出宣告：「該
「該 40 架現時停靠於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
架現時停靠於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
以前是被告人的財產……
……現時則屬於原告人
現時則屬於原告人，
或原告人享有獨一的權利管有該批飛機。」
以前是被告人的財產
……
現時則屬於原告人
，及／或原告人享有獨一的權利管有該批飛機
。」 [Civil
Air Transport Incorporated v.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oration (OJ Action No. 269/1950)]。
。
（…… 接下頁）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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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宗訴訟於 1951 年 3 月在首席按察司 Sir Gerald Howe 席前審訊，
席前審訊，他駁回了原告
人的申索，
認為這些飛機屬於新中國政府的財產。
人的申索
，認為這些飛機屬於新中國政府的財產
。因為國民黨政府在 1949 年 12 月 12 日的
地位已使它不能有效地進行這筆交易
地位已使它不能有效地進
行這筆交易，它已經沒有這個權力；英國承認新中國政府為法律上的政府，
其追溯力是從 1950 年 1 月 5 日開始，
日開始，承認的溯及力已使這批飛機在出賣時是新中國政府的財產，
承認的溯及力已使這批飛機在出賣時是新中國政府的財產，國
民黨政府無權進行這筆交易。
民黨政府無權進行這筆交易
。
CATI 提出上訴 (Gould and Scholes JJ) (Appeal No. 5/1951)，上訴庭於 1951 年 12 月 28 曰駁回上訴。
曰駁回上訴。
CATI 向英國樞密院提出上訴 ([1952] UKPC 15)，
，樞密院於 1952 年 7 月 28 日作出終審判決，
日作出終審判決，將這
批飛機判給 CATI。
。樞密院認為，
樞密院認為，在英國正式承認新中國政府之前，
在英國正式承認新中國政府之前，仍繼續承認前國民黨政府是中
仍繼續承認前國民黨政府是中
國法律上的政府。
國法律上的政府。本案所涉 40 架飛機是在國民黨政府仍然是法律上的政府時賣
架飛機是在國民黨政府仍然是法律上的政府時賣給 CATI 的。這筆交
易的效力應按交易成立時的情況而不能以後來發生的情況判斷。
易的效力應按交易成立時的情況而不能以後來發生的情況判斷
。在 1949 年 12 月，國民黨政府還是
一個法律上的政府，
央航是其一個機構，
這批飛機仍然是國民黨政府所有。
對於新政府的法律承認，
一個法律上的政府
，央航是其一個機構
，這批飛機仍然是國民黨政府所有
。對於新政府的法律承認
，
承認的溯及力能使一個後來獲得法律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的行為有效， 不能使前一個法律上的政府
的行為無效。
的行為無效。1950 年 1 月英國承認新中國政府是法律上的政府，
月英國承認新中國政府是法律上的政府，法律上的溯及力必須限於該政府所
控制的領土內所作的行為。
本案涉及在香港的財產
這些財產在出售時是屬於國民黨政府的財產。
控制的領土內所作的行為
。本案涉及在香港的財
產，這些財產在出售時是屬於國民黨政府的財產
。
那些非法控制這批飛機的人的行為不能作為適用溯及力原則的根據。
根據本案的事實，
那些非法控制這批飛機的人的行為不能作為適用溯及力原則的根據
。根據本案的事實
，新中國政府
對這批飛機沒有優先的所有權或佔有權，
對這批飛機沒有優先的所有權或佔有權，也不能根據實際佔有而取得這個權力，
也不能根據實際佔有而取得這個權力，因此不存在溯及效
力的基礎。
力的基礎
。
歷時近 3 年的訴訟審結後，
年的訴訟審結後，勝訴方即以航空母艦，
勝訴方即以航空母艦，將整批 71 架飛機運往洛杉磯(該批飛機當時並不
架飛機運往洛杉磯 該批飛機當時並不
適於飛行)。
冷戰的序幕亦隨之拉開。
適於飛行
。冷戰的序幕亦隨之拉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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