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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hlh@sph.com.sg

　　JLC Advisors律师事务所管理
合伙人王赐安，上月被控后继续
还押，律所却因为他去年借的一
笔未清贷款，面对300万元的民事
诉讼。
　　根据高庭文件，王赐安去年
7月以“运营需求”为理由，向
一家建筑公司益全（Aik Chuan）
贷款了500万元，表明一个月内清
还，最终只归还200万元，至今尚
拖300万元。
　　起诉人益全是一家建筑和发

展公司，也是本地最大的宿舍营
运商之一。

一次过借500万元 
答应一个月内还清
　　法庭文件显示，去年7月9
日 ， 起 诉 人 同 意 贷 款 给 J L C 律
所。当天，王赐安到益全的麟记
路办公室。益全的董事林耀明口
头同意，借500万元给JLC律所，
当天益全的另两名董事林志达和
廖狮忠也在场。
　　当时，王赐安指贷款将充
作JLC律所的运营需求，一个月

内会还清。他当天即拿到开给
JLC律所的支票，并在付款凭证
（payment voucher）上签名。

　 　 去 年 8 月 6 日 ， 林 耀 明 以
WhatsApp应用发短信给王赐安，
询问偿还贷款事宜。王赐安隔天
打电话给林耀明，说JLC律所无
法清还整笔款项，只能付300万元
的部分贷款。
　　同月20日，王赐安却只开了
200万元的支票给益全。
　　去年9月14日，王赐安以JLC
律所管理合伙人的身份，发出书
面确认信给起诉人，指其律所拖
欠它300万元的债务。
　　今年5月23日，上市公司艾
来得科技（Allied Technologies）
在新交所网站披露，它交给JLC
律所保管的3315万元不翼而飞，
巨款相信是在王赐安的指示下提
出，并且“可能是擅自”提取。

　　隔天（24日），起诉人通过
律师发出索偿信，追讨300万元，
并在6月19日，再发第二封信。
　　诉方代表律师是刘善和沈渊
博（Engeline Teh Practice），辩
方代表是Advocatus Law的丹尼尔
（Christopher Daniel）律师。
　　王赐安早在5月13日，已乘车
离开新加坡逃至马国。5月30日，
他在吉隆坡落网，当天押回新加
坡，两天后被控。
　　目前还押中央警署的王赐
安，一共面对22项控状，案件料
今天过堂。
　　他在6月1日首次被控一项欺
骗罪，指他误导CCJ Investments公
司发放600万元贷款。
　　6月13日过堂时，他被加控八

项与上述欺骗罪有关的伪造文件
控状，指他冒签股票抵押契约、
担保合同和股份转让书等多份文
件。
　　6月20日再度过堂时，王赐安
被加控13项控状，指他伪造银行
账户记录，隐瞒一笔约500万美元
（约680万新元）已经不见的事
实。
　　另外，今年4月29日，艾来得
科技发通报说，它收到卖方林耀
明的意向书，提议它收购后者全
面拥有的益全建筑，价格为1亿
3000万元。
　　这项收购可能构成反向收
购。公司当时表示董事会正在考
虑林耀明提出的条件。（部分人
名译音）

涉卷款潜逃律师贷款未清律所也惹官司

JLC Advisors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王赐安上月被控后继续还押，
律所却因为他去年借的一笔未清贷
款，面对300万元的民事诉讼。

（档案照片）

上月被控多项罪状的王赐安，去年7月以“运营需求”为
理由，向建筑公司益全贷款了500万元，但最终只归还
200万元，如今面对300万元的民事诉讼。

周海丽　报道
haili@sph.com.sg　

　　中美旅游前总裁伍光炎起诉
情妇和女儿案续审，庭上揭露伍
光炎曾三立遗嘱，从把遗产五五
分给情妇和私生女，变成不留一
分钱给情妇。
　　诉方说这充分显示伍光炎无
意把资产转给情妇郭瑞彬，但辩
方认为伍光炎的新遗嘱没把郭瑞
彬列为受益人，是因他早已把股
份转让给她，已经没什么可给郭
瑞彬。　
　　已失智的中美旅游前总裁
伍光炎（80岁）由妻儿代表，越
堤来新起诉他的情妇郭瑞彬（66
岁）和女儿伍逸梅（32岁），要
向她们追讨价值约2000万元的资
产。
　　此案昨天在高庭续审，伍光
炎的儿子伍中山（43岁）代表他
接受辩方律师的盘问。

三年内立三遗嘱 
每份遗产分配都不同　
　　审讯揭露，伍光炎曾分别
于2010年6月、2011年8月，以及
2012年2月立遗嘱，当中2010年
的遗嘱表明要把他在新加坡的
NHPL公司股份五五分给郭瑞彬
和伍逸梅，但属于中美旅游的马
来西亚子公司的股份则留给儿子
伍中山。
　　隔年8月，伍光炎推翻第一
份遗嘱，指定信托人在他过世一
年内变卖所有资产，然后把钱平
分给儿孙，当中包括伍逸梅以及
郭瑞彬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但没
包括郭瑞彬。
　　2012年2月，伍光炎又到新
山的一家律师楼，当着律师和家
人面前念出第三份遗嘱。这份遗
嘱表明要把新加坡公司的75％股
份留给伍中山，另外25％留给伍
逸梅，郭瑞彬同样不是受益人之
一。
　　辩方在开庭陈词中针对第二
份遗嘱提出不同解读。辩方说，
伍光炎早在2008年回复电邮答应

把公司股份转让给郭瑞彬，还提
前执行转让书，因此他早已把新
加坡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郭瑞彬，
自然再也没有什么可留给她。

视频显示伍光炎念遗嘱 
诉辨争论是否失智
　　庭上也播放伍光炎相关的四
段视频，当中包括他在律师楼
念第三份遗嘱的视频，显示伍光
炎坐在沙发上，拿着一份遗嘱照
着念，内容大意是要把75％资产
留给伍中山，另外25％留给伍逸
梅。
　　诉方说那是为了证明伍光炎
当时还有心智能力立新遗嘱来推
翻之前的遗嘱，但辩方说视频所
见仅是伍光炎如学生朗读一样，
拿着几页纸从头读到尾，质疑他
当时的心智能力。
　　对此，伍中山承认，伍光炎
当时已“不再是往日精明能干的
那个父亲。”他也承认，伍光炎
当时记忆衰退，常要家人引导他
对话。
　　据早前报道，郭瑞彬表示伍
光炎在2012年10月证实失智，她

过后在2013年7月把伍光炎送回
新山，交给他的家人照顾。根据
诉方，伍光炎是在2013年8月20
日证实失去心智能力。
　　昨天在庭上播出的其他视频
还包括伍光炎简单地说要把资
产留给伍中山、中美旅游是他个
人所有，也说乌节路公寓是他的
家，视频显示他只能简单对话，
也需要他人引导。
　　另一方面，辩方表示诉方一
开始质疑股权转让书上签名的真
伪，辩方已就此把原件送往卫生
科学局鉴定，证实签名属于伍光
炎。　
　　伍中山完成供证后，伍光炎
的原配林水仙（80岁）预计星期
四（11日）出庭供证。

中美旅游前总裁失智前曾三次立遗嘱
情妇所得从五五变零

伍光炎和情妇郭瑞彬曾一起生活约
20年。（档案照片）

伍光炎的儿子伍中山昨天接受辩方
律师的盘问。（档案照片）

卢凌之　报道
lulz@sph.com.sg　

　　两年一度的工行杯——第九
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昨天
在南洋理工大学拉开帷幕，全球
24所院校的120名辩手一连五天展
开唇枪舌剑。本届比赛第一次开
放给非亚太地区大专学府参与，
也首次使用电子化系统，让评审
通过电子方式投票，确保评选过
程快捷透明。
　　本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
赛（以下简称“亚太辩”）的报
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共有58所大
学报名参赛。最终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和澳
大利亚等八个国家与地区的24所
高等学府获得参赛资格，就5G网
络和大数据等时事、经济和哲学
课题展开辩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文辩论
队成为赛事开放亚太地区以外的
大学参与后，首支参赛的欧美院
校队伍。多大辩手皇甫林竹（19

岁，金融经济系二年级）受访时
表示，北美地区华语辩论比赛数
量不多，因此能参加华语辩论圈
四大国际顶级赛事之一，深感荣
幸。

欧美辩手借助电话会议备战
　 　 拥 有 两 年 辩 龄 的 皇 甫 林 竹
说：“尽管五位辩手放假时都身
处世界各地，我们从4月底起，就
一直通过电话会议筹备比赛，并
在两周前进行密集性实战训练。
我们志在参与，吸取经验。”
　　由南大中文学会主办的亚太
辩前身是创办于2001年的新马大
专 华 语 辩 论 赛 ， 当 时 的 参 赛 队
伍皆来自新马两地。赛事在2004
年升级为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
赛。
　　亚太辩筹委会副筹长唐子宇
介绍，本次亚太辩的一大亮点是
从报名参赛到评审评分，全面走
向电子化。
　　“评审须在公开点评前，先就

队伍的语言风度与辩论内容等表
现投分数票与印象票，待全部评审
点评后，再投最终的总结票。这样
能维持公平性，也减少受其他评审
点评影响的主观性。”
　　各队伍分成八组，历经循环
赛、复赛和半决赛的考验，最终
决出两支优胜队伍，于14日展开
总决赛冠军争夺。
　　上一届亚太辩的“全场最佳
辩手”王肈麟（26岁，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二年级）此
次带领卫冕冠军国大中文辩论队
再度出征。他受访时希望能凭过
往经验再进决赛，就“怕输精神
是新加坡人的财富还是负担”的
辩题一争高下。
　　“平日很少有关于本地的辩
论题目，希望这次能发挥在地优
势，好好抒发自己的观点。”
　　南大校友事务处主任孙敏炎
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这场赛
事除了推动华语辩论，我们也鼓
励促进不同区域的学校与队伍之

亚太大专华语辩论会首迎区外队伍
本届起全面电子化

随着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事务处主任孙敏炎（左二）与亚太辩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副总经理曹云川
（右二）共同把写有“辩”字的模块放入地图中新加坡的位置，有八个国家与地区的24所高校参与的第九届
亚太辩也正式开幕。（叶振忠摄）

间的交流，增进友谊，达成亚太
大专华语辩论赛的最终目的。”
　　《联合早报》与zaobao.sg是
本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赛的媒体
合作伙伴。zaobao.sg和RINGS Live

应用将于7月14日当天全程直播
总决赛和主办方特别安排的评审
表演赛。
　　表演赛嘉宾包括中国综艺节
目《奇葩说》辩手，在华语辩论

圈享誉盛名的庞颖、詹青云、周
玄毅和陈咏开等人，他们的辩题
是“接受人生的荒谬是强大还是
懦弱的表现”。

伍中山承认，伍光炎当

时已“不再是往日精明

能干的那个父亲。”他

也承认，伍光炎当时记

忆衰退，常要家人引导

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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