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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这个时代的思想属地
—全国人大代表、万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专访之二
——
核心提示
有专家将国内企业家分为三类： 一类

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

是生意人，什么钱都赚；一类是商人，有所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吕薇

为有所不为；一类是企业家，关注长远和社
会责任。 第三类企业家因勇于承担社会使

（左三）；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探月工程第
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右二）；全国人大代表

命而值得特别嘉许。 我们有理由将目光投

黄志明（左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向他们，这一个关注社会、推动社会向好，

部长王晓初（左一）等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

从道德面改变世界的崭新阶层 -- 社会企

会执法检查组辽宁执法检查；8 月 30 日，国

业，他们对转型社会意义重大，但眼下数量

务院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社会保障卡

却还不够壮大。
以推动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加载金融功能的相关工作情况， 而这一切

险法》实施而广受赞誉的全国人大代表、企

的进展皆来源于黄志明代表提出的社保资

业家黄志明 8 月再度成为了关注的焦点：8

金全民参保、国家统筹、个人账户，按照身
份证号码一人一卡、跨省转移、通存通兑等关于

月 16 日 -20 日，黄志明代表参加了由全国

建立社保新机制的一整套运行新模式的建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中）带队由全

追溯这位“利国利民代表”从 2008 年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

起履职四年的历程中， 一个个细节贯穿成

任委员汪恕成（右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完整的与时代命运的大事件。 继续翻阅第

员；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会副主任委员陈斯
喜（左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解读黄志明代表一次次发言中， 也仿佛跟

法律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随时代脉搏的跳动，触摸着社会的变化。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简报， 记者在

黄志明代表（左二）参加由陈至立副委员长（中）带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右三）；全国人大
务员掌握法律也好，都有问题。 而且也存在

知微见著，防患于未然

着法律重复的问题。 比如有的市里的法规

有关社会经济的论点却实实在在得到了嘉

和省里法规相抵触时，以省里的为准。 明知
有重复的，何不删除呢？ 而且法律滞后的问

不是一位经济学家， 但黄志明提出的
许。 嘉许不只是来自主流媒体或专家学者

题对企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新的法律

的评论，而是来自事物发展走势的验证。

出台慢，资本市场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没

2008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年。 在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中分组审议

有一部很完全的法律去调整它， 为什么这
么多上市公司倒闭了？ 就是因为法律不健

国务院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

全。 所以我建议，要统计一下我们自己的法

情况的报告、 关于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国际

律，将其进行调整，清除重复滞后的法律，

金融危机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情况
的报告时，黄志明代表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7600 条是不是可以减成 6600 条、5600 条
或 4600 条？ 并加快健全市场需要的新法律

“扩大内需是解决的方法，投资蕴藏着机遇

条款，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样对国
家的发展也有好处。 ”

也存在危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
印的《简报》第二十六期原文刊登了黄志明

此次发言被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

代表发言的第四个内容）
在他看来， 最大的危机不是来自国际

六次会议简报二十六期全文刊登了黄志明
代表发言的第六个内容。 同时，有专家学者

上的金融危机， 而是各地市政府继续过分

在关于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论文中特别指

依赖房地产市场、 盲目追求政绩所带来的

出，近几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大力呼吁，对于

潜在危机，他说，“目前，国际上大的金融危
机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 主要是出口产品
受了影响。 ”

2011年8月17日，由陈至立副委员长（前排右一）带队的全国人大劳动合同法执法检
查组在辽宁省检查时，常务副省长许卫国（前排右三）给黄志明代表（前排右二）介绍情况。

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程
有着重要的作用。 至 2010 年，我国全面完
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
集中清理工作，废除国家行政法规 7 条、修

这些观点得到了不少专业人士的 认
总有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这部法律草案还

改国家行政法规 107 条、 修改地方行政法

有一些含糊的地方，建议做出明确规定。 ”

规 1400 多条、 废除地方行政法规 440 多

级为单位的村民自治行为， 叫集体所有
制。 要用地的话，必须把土地由集体土地

以上的观点得到了人大常委会的高度
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印的 《简

条。 目前，涵盖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法律部门

亿，平均每个中国人买了 3075 元的美国国

征用为国有土地。 我们以前也看到过这样

报》 第四十八期原文刊登了黄志明代表发

债， 这可能是和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有关

的情况，弄明土地是以村级为单位，土地

言的第五个内容。

律已经制定。 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时指出 2010 年中国特色

系。 ”近几年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不断走

所有权在村一级，不是个人拥有。 在这个

低，从 7.2 到 6.4，过去民间持有美元升值的

审议意见中， 我没有看到集体土地的字

雷厉风行，视效率为生命

同。 而谈到美元、美国国债，黄志明代表并
不避讳地表示不看好美元， 他认为，“美国

当场作了详细分析：

希望中国支撑世界的经济，实际中，我们国
家为什么还是在买美元？ 一共是 5800 多

“过去农村土地是集体用地， 是以村

投资者几乎已销声匿迹。

样，如果集体土地以村为单位的话，分两

在商海中打拼多年的黄志明，对于“风
险”有着敏锐的感知、准确的判断力，当他

种情况，一个是农民的口粮田，就是农民

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一般商人常常以“利润”来评估经营水

倡导与商业竞争一样有效率的政务，
黄志明代表可谓不遗余力。

平，而社会企业家则往往以“促成的社会变
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 也可以说，

在 2008 年 12 月 27 日， 第十一届全

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企业家， 不仅是对自

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统计法

己经商才能的挑战， 而且也是对他如何去
改善周围人们生活、 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

把目光投向宏观领域， 这种预见能力更是

吃饭的地，不能拿走，另一个是作为生产
资料的，作为收入来源的地，建议这里作

展露无疑。 从 2008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开

出区分，就是口粮田和自己作为经营生产

始的每一次会议发言、建议、议案，如抗震

资料田的区分，否则以后可能会引发一些

修订草案时， 黄志明代表首先指出，“统计
的数据主要是给政府和国家提供政策和宏

设防标准、房地产泡沫（政府应建保障房）、

矛盾。 是否以集体为单位规定一个时段，

观调整的重要依据， 所以数据的真实性非

一种考验。
在采访全国人大代表、 万家丽集团董

法律滞后、中小股民利益等等，几乎总是先

村里可以调整土地， 就是过了 5 年、10 年

常重要，如果不真实的话，就会使国家的决

事长黄志明先生之后， 记者才深刻领悟到

人一步地提取了极易被忽视的“蛛丝马

以后，人口有所变化，有的死了，有的孩子

策产生很大的失误。 目前地方上可能也会

古语“小成在智，大成唯德”的内涵。 并由此

迹”，而通常迅速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广
泛而热烈的思考、争论。

长大了， 所以土地就要拿出来重新分一

有一些错误， 主要是为了政绩， 比如只有

理解了，人们为什么将“社会企业家”和“利

下，这样新矛盾会更少一些，这一做法基

8%点多，就报了 10%点多，对整个国家的宏

国利民代表” 的称号同时冠之于黄志明先

本上都是以村级为单位的。 ”
“在这种情况下 ，农 村土 地仲 裁 以村

观调控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
接下来， 他抛出与之关联的一个更重

造利润的商业企业家， 也没有把他构想成

“在他人贪婪时恐惧，在他人恐惧时贪

级或者镇级为主是很必要的。 一是村镇
级执行起来非常熟悉情况， 因为对村民

要的命题，关于“清除重复、滞后法律”。 他
说，“全国人大是最高立法机构， 人大自己

那种走走形式的“
举手代表” 形象， 在他的身

婪。 ”投资大师巴菲特的名言有其通行的道
理。 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并不矛盾，当别

家里人员的增加和减少也知道。 有的地

可不可以把法律条款整理一下。 我算了一

人看到的是问题， 社会企业家反而看到了

方分了地以后，土地收不上来，就不能拿

下我们国家的法律共有 600 条， 地方法律

而其“知微见著”的预见力与洞察力；
不受传统羁绊，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机会”

机会。 当一些社会问题显现时，黄志明从来
不是简单地被同情心所驱动， 他想到的是

出来重新分配。 土地过了 5 年、10 年、20

有 7000 条，共 7600 条，我们法律滞后的情

的勇气与魄力；“视效率为生命” 的高效工

年需要重新分配的时候， 就需要作出明

况很严重，有的项目搞了很多年，但依然没

作作风；“帮助他人自助” 的根本性解决方

如何实现进步的愿景，并坚定地去实施。

确的规定，制定一个框框，从根本上减少
纠纷，把矛盾提前化解掉。 比如规定农村

有法律手段，有的法律出台了几十年，还没

案；以及最重要的“仁爱之心”，即对社会的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有进行修正。建议该淘汰的要淘汰。在这个

使命感也将促使记者继续关注黄志明作为全

议分组审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

土地 5 年进行一次再分配，或者 10 年进

国人大代表所做的“份 内 事 情 ” ， 进 行 跟

草案时， 黄志明代表将当时农村土地状况

行一次再分配，否则麻烦就会不断，因为

方面， 有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律还在市
场经济中使用，这样对国民普法也好，对公

抽丝剥茧，化问题为机会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 广告热线：0731-84329988

生。 显然，人们不只把他看作会赚钱的、创

上，蕴含了人们所期冀的促成社会变化的能量。

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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