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德意志報》和
ICIJ 取得逾 1150 萬份
文件，資料橫跨近 40

年，當中大多是註冊離岸公司的中介機構與
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電郵，內含公司註
冊資料、董事股東名單及當事人的證件副
本，文件上的簽名、住址往往成為主要追查
線索，但要揭開背後的利益及關係，還要配
合本地查冊。

文件簽名地址成主要線索

舉例成龍開設離岸公司龍泉，惟大批文
件只顯示其股東名字及簽名，未有其他證件
確認當事人真正身分。本報先鎖定一批關鍵
人物，再在本地公司註冊處查找附有相關者
簽署的文件，以對照巴拿馬文件的簽名，兩
者脗合才可確定與成龍合作的是內地多名富
豪，當然少不免的是向當事人查詢，肯定資
料無誤。

澳門大亨吳立勝早年在港投資，公司註
冊處只能找到部分資料，其申報住址一直是
尖沙嘴寶勒巷的辦公室，難以聯繫當事人。

巴拿馬文件揭示吳妻潘暖荷在港的真正住
址，記者再透過土地查冊翻查資料，方能拼
湊吳氏家族在港的資產版圖。

偵查過程仍不時碰壁，巴拿馬文件只透
露部分政商人物關係，但未有透露離岸公司
更多細節，記者嘗試翻查剪報及港交所等資
料，均未見偵查對象的離岸公司蹤迹，離岸
公司的業務及所持資產往往成謎。

私隱為由 行會拒提供成員早年申報

政府同樣設限，本報曾分別以市民及記
者身分向行會秘書處查閱早年申報，惟對方
以私隱為由拒絕提供資料，中央圖書館亦沒
存檔，記者最終只能依憑明報資料室及舊日
剪報確認當事人的申報紀錄。

政府早年修訂《公司條例》，擬限制查
閱董事住址及身分證號碼，遭新聞界、工會
及法律界等反對，終暫緩修訂。惟私隱專員
公署去年稱個人資料登記冊的保障不理想，
促檢討做法，記協當時發聲明反對重新考慮
限制公司查冊。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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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右）6間離岸公司部分由妻子林鳳嬌
（中）、兒子房祖名（左）和成龍前經理
人陳自強任董事。 （資料圖片）

解密背後

巴拿馬文件 ─ 香港名單曝光
專頁 A6

成龍佔大股 與4內地富豪開公司
擁6離岸公司 部分由妻兒陳自強任董事

國際影星成龍與內地富豪的密切關係在最新一批 「巴拿馬文件」 曝光。據
本報向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取得的成龍離岸公司密件，顯示成龍註
冊了最少6間離岸公司，其中一間更是成龍與4名內地巨富，包括第11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泰投資創辦人沈國軍，耀萊集團創辦人綦建虹，中
國嘉盛興業董事長于明芳，及中國動向集團主席陳義紅共同注資，惟文件
無披露公司資產，其業務成謎。 明報記者

公司業務成謎

成龍的6間離岸公司，分別為：
1）Jumbo Jaz investment Ltd；
2）Jackie & JJ International Limited；
3）Jackie Chan Limited；
4）Dragon Dream Services Limited；
5）Jackie’s Java Company Limited；
6）Dragon Stream Limited。
6間離岸公司部分由妻子林鳳嬌、兒子房

祖名（本名陳祖明）和成龍前經理人陳自強任
董事。

註冊資本達 210 萬美元（約 1640 萬港
元）的龍泉有限公司（Dragon Stream
Limited，下稱龍泉），股東名單最惹人關
注。巴拿馬文件揭露，成龍等10人於2008
年首先透過香港一間秘書公司向巴拿馬莫薩
克‧馮賽卡律師行的香港及亞洲分行聯絡，
同年底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龍泉，並委
託律師行為註冊代理人和註冊辦事處。

龍泉委任了成龍、陳彬、陳義紅、于明
芳及成龍業務處理人蘇志鴻為公司董事，不
過公司具體業務不詳。股份比例方面，成龍
為公司最大股東，持有 50 多萬股，佔
27.75%。其餘股東則 「星光熠熠」 ，最少4
人為內地知名富豪（見圖）。

記者逐一翻查資料，發現近年與成龍關
係密切的耀萊集團創辦人綦建虹，亦有入股
20萬股龍泉。綦為 「成龍品牌」 在中國的
獨家代理人。2010年有傳媒報道，成龍投
資成龍影城，在中國大力發展電影產業，根
據中國上海交易所的公開資料，成龍影城公
司註冊名稱為耀萊成龍影城，屬於文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旗下子公司，而文投控
股第二股東是綦建虹旗下的耀萊文化產業股
份有限公司。

耀萊現時在內地共有36間成龍影城，獨
家擁有「成龍品牌」，更與內地酒商合作生產
成龍茅台等商品；耀萊航空於去年3月更擬
與成龍簽訂代言合同，任耀萊航空的形象代
言，兩年合約代言費合共5000萬人民幣。

其中一富豪身家逾200億
除綦建虹外，記者比對龍泉註冊文件上

各股東的簽名式樣及個人資料，確認其餘股
東身分，包括 2015年胡潤百富榜中第 101
位、身家達202億的銀泰百貨（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沈國軍；香港上市公司、市
值約90億的中國動向集團主席陳義紅；及
上市公司百麗集團創辦人、現時嘉盛興業董
事長于明芳，各人在港均擁有公司及擔任董
事。

本報上周五分別向各人查詢有關龍泉有
限公司在英屬處女群島的業務性質及範圍、
涉及業務的國家等，惟未能聯絡上成龍。
于明芳於北京芳晟股權投資基金董事助

理電話回應表示會轉交有關問題，但未必會
回覆；沈國軍在北京銀泰新聞中心的發言人
電話回應表示有關問題敏感，或會考慮回
應，在截稿前未有回覆。本報曾聯絡中國動
向陳義紅的助理，並以電郵查詢，惟本周一
再多次致電北京助理，均未取得聯絡。香港
耀萊集團發言人表示， 「關於我方單一股東
綦總的私人投資問題，我方並沒有進一步消
息」 。

成龍原名陳港生，1954 年生於香港，
1970年代拍攝《新精武門》而崛起，1998
年憑電影Rush Hour（《火拼時速》）打入
荷李活，成為世界著名武打影星，2013年
獲委任為第12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在近10
年活躍內地，除影圈外更在商界大展拳腳。

伙綦建虹投資耀萊成龍影城

成龍2008年成立北京成龍慈善基金會並
任會長，基金被中國民政系統確定為4A級
質量認證。成龍生意上與綦建虹關係密切，
2010 年與綦在北京合作投資耀萊成龍影
城，成為內地一線院線，並在廣州、杭州、
瀋陽、西安等16個省市開設分店，影城更
設有成龍的禮品店及成龍茅台等周邊商品。

除合作影城外，耀萊集團亦有份投資成
龍多部電影。

耀萊集團任第二大股東的文投控股，前
身為松遼汽車，經重組後改為經營文化娛樂
業務，本月初在上海交易所改名，成龍、馮
小剛、李冰冰、黃曉明、曾志偉等以股東身
分出席重組儀式。

2015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
訪英期間，出席中英創意業交流活動會晤威
廉王子夫婦，綦建虹及成龍在活動上亦陪同
在側，雙方更合照。

耀萊集團2015年的年度報告表示，將專
注投資成龍國際影城，為觀眾提供一流的影
視體驗，並積極製作及發行一線明星陣容的
高品質電影。

獲委政協 近10年活躍內地商界

如何拆解ICIJ密件

成龍離岸公司曝光

陳義紅（58歲）

持股量：200,000股(9.75%)、
龍泉董事

簡歷：本地上市公司
中國動向（集
團）（3818）
創辦人、主
席、首席執行
官兼執行董事，意大利品
牌 kappa 的中國獨家代
理。他亦為北京李寧體育
用品有限公司前行政總裁
及執行董事

「巴拿馬文件」 顯示，成龍等10人透過莫薩克
．馮賽卡律師行，於2008年10月成立龍泉有
限公司，由成龍出任大股東。股東名單（紅
框）順序為成龍、陳彬、陳義紅、綦建虹、冀
松、沈國軍、李軍、于明芳、趙小東及蘇志
鴻，惟文件無披露公司資產，其業務成謎。
龍泉的註冊文件顯示10名股東的股份及簽署，
本報對比其簽名式樣及個人資料，確認多名股
東屬內地知名富豪。

綦建虹（49歲）

持股量：200,000股(9.75%)
簡歷：影音品牌Bang &

Olufsen（B&O）
大股東，耀
萊集團創辦
人，中國代
理品牌包括賓
利房車、勞斯萊斯等。綦
建虹於2015年胡潤百富榜
排名第422位，估計身家
約80億人民幣

陳彬
持股量：200,000股(9.75%)、

龍泉董事
簡歷：報住泰國的中國商

人，在港有公司，
與一名北京成龍慈
善基金會理事成員
同名同姓

龍泉有限公司股東簡歷
成龍（62歲）

持股量：569,231股（27.75%）
簡歷：國際影星，1980年代憑武打電

影蜚聲國際，2013年獲委任為
第12屆全國政協委員，近10年
活躍內地，2010年與綦建虹在
北京合作投資耀萊成龍影城，並
相繼在廣州、杭州、瀋陽、西安
等全中國16
個省市開設
影院

沈國軍（54歲）

持股量：200,000股(9.75%)
簡歷：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

司創辦人兼董事
長，本港上市公司
銀泰百貨（集團）有
限 公 司 (1833）主
席，業務包括投資各類企業等。
他同為菜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局執行
主席

于明芳（57歲）

持股量：200,000股(9.75%)、
龍泉董事

簡歷：本地上市公
司百麗國
際控股有
限 公 司
（1880）創辦
人、中國嘉盛興業創辦人
兼董事長，投資項目包括
大數據、新能源及醫療
等。他亦為芳晟基金創辦
人

李軍
持股量：200,000股

(9.75%)
簡歷：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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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志鴻
持股量：41,026股(2%)、

兼任董事
簡歷：在成龍旗下公司擔任

要職，曾出任成龍電
影《大兵小將》監製
及製片

趙小東
持股量：41,026股(2%)
簡歷：與耀萊集團一名

董事同名同姓

冀松
持股量：200,000股

(9.75%)
簡歷：不明

龍泉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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