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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博上一段
视频掀起了热议，中诚
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
长、黑龙江亚布力阳光
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
在视频中控诉其在亚布
力遭“欺负”、“愚弄”的
经 历 ，并 恳 请“ 评 评
理”——他称黑龙江亚
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侵占企业23万平方
米土地。

中诚信集团相关人
士向记者确认了视频真
实性及拍摄时间，“毛总
现在不太方便直接接受
采访，他不希望像个‘上
访户’一样。”

记者注意到，2010
年中诚信从“澳门赌王”
何鸿燊旗下新濠国际发
展接手亚布力阳光度假
村。该项目两次倒手，坐
拥优质资源，经营状况
始终难言乐观，最终被
新濠国际发展彻底抛售
并淡出资本市场视野。

毛振华控诉“被欺负”背后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
多年沉浮连年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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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移机修空调冰箱1364802387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二手车买卖
●急购国3厢式货车13088071080

声明·公告
●武侯区李荣忠沙发辅料经营部
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1232219�
5212133171）遗失作废.

●四川大学王珩宇 （学号20142�
21030373）学生证遗失作废。
●胡清玲于2016年7月6日交龙城
创业港 3-2-1734号产权费用
7497.68，收据编号:0074778，遗失
作废。
●黑水县猛河建材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字川国
513228098555281号原件已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武侯区恒光灯饰经营
部开户许可证J6510057252201于
2016年12月12日遗失，特此声明
挂失。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眉山分行与
成都雄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二
0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达成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依法将享有的
对四川弗勒蕾丝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遛洋狗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
巨力思科技有限公司3个债务人
的债权于二0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转让给成都雄川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债
务人和担保人。 现成都雄川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享有以上三笔债权
的追偿权。成都雄川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有权使用法律途径维护自
身合法权利。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3日

●声明：四川省清洁能源汽车产业
协会的省社会团体会费专用票据，
0230094347、0230094360第三联
记账凭证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万旗科技有限公司开据给
南充晶视传媒有限公司的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5100171320，号码01265327，金额
1400元）遗失作废。

●李晓英不慎将鲁能城认筹单遗
失,认筹编号1260,特此声明作废
●曹大军的交强险证 （证号：25�
10003302017017369）遗失作废
●余鸿兰第二代身份证 (号：
510704199911225126）于2017年
12月30日遗失 ， 遗失之日起非本
人使用造成后果与本人无关，特登
报声明！

●杜红梅身份证(5101051982120�
11849)于2017年12月20日遗失。

●成都宏泽置业有限公司发票章
（5101255028323） 遗失作废，特
此声明。

房屋租售
●建设路第五大道美食街一楼
旺铺优转，面积66平方米 ，整转
仅需8万，开门即可营业。
电话： 李13540897327

聚集了田源、陈东升、王石、
郭广昌、任志强等众多知名企业
家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是国内知名
的民间草根企业家盛会。而这个
组织的永久会址和发源地正是东
北小城亚布力。这样一个企业家精
神激荡滋养的地方，在外人眼中理
应是善待企业家的典范；没想到，
却让“一个堂堂正正的企业家搞得

像个上访户，跟窦
娥似的”——一个
知名企业家，怎会
以这样的方式“喊
冤”？

毛振华是亚
布力阳光度假村
董事长，同时也是
92 派企业家中的
代表人物。这个亚
布力阳光度假村
已 经 经 营 了 22
年，毛振华先后为
这个项目投资了
20 多亿元。22 年
的时间，20 多亿

元的投资，足见毛振华确实在用
心做这个项目。

“非法侵占我们23万平方米
的土地”、“动不动就有执法机构来
威胁我们，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
个”……视频投诉内容有待黑龙江
相关部门深入调查。倘若属实，情
形实在恶劣，必须严惩不贷。

在微博上，潘石屹、吴亚军
等企业家，纷纷力挺毛振华，呼
吁给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
环境。不光是企业家，所有真正
关心东北振兴的人，也都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道理再简单不过：
营商环境不优化，东北振兴无从
谈起。要想振兴东北，少不了民
营经济，要发展民营经济，必须
优化营商环境。

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特别
是来自于企业家。为此，必须营造
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
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
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激励企业
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控诉视频”
已引起重视

中诚信品牌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2017 年 12 月 31 日，毛振华不得不
以“上访户”的形式反映情况，因此才
有了上述视频。

2018 年第一个工作日，毛振华还
在因为此事开会。“毛总现在不太方便
直接接受采访，他不希望像个‘上访
户’一样。”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黑龙江省委也了解到该事件，并已
开始关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正在组
织相关材料。

“上午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省委省
政府环境发展改革办公室和省企投中
心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已经到亚布力
做具体调查了。”1月2日下午，记者从
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调查组
已在当日下午到达亚布力。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经营主体之
一为黑龙江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有限公
司。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5月15日之
前，其股东仍为新濠度假村管理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而该股东的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则为中诚信方面的关敬如。

2017 年 5 月 15 日，黑龙江亚布力
阳光度假村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由新

濠度假村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变
更为哈尔滨亚莲冰雪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该公司背后股东为武汉诚惠通信
用管理有限公司，其出资人为王厚和
彭婷婷，出资比例分别为60%和40%。

此外，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另一个
经营主体为黑龙江亚布力雪上亚运村
大酒店有限公司，最近两年，其还涉及
多起欠款和施工诉讼，多次被列为失
信人和被执行人，而其控股股东中国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有限公司（香港）实
际上是新濠中国度假村（控股）有限公
司（MCR）更名之后的名称。

“滑雪旗舰”
知名度很高

事实上，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前身
亚布力风车山庄自组建以来声名远
播，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
度，被称为国内滑雪旅游业的旗舰。很
多知名人士均造访过风车山庄，并给
予很高的评价。

然而，其经营状况一直未有起色，
在资本市场也波折不断。

2010 年，中诚信通过增资扩股从
新濠国际发展手中拿下新濠中国度假
村（控股）有限公司（MCR），中诚信掌
门人毛振华成为MCR董事长，从而入

主亚布力阳光度假村。
继续回溯，“风车山庄”由中国国

际期货有限公司创始人卢健于1994年
投资兴建。2007年，“澳门赌王”何鸿燊
旗下新濠国际发展正式收购“风车山
庄”。随后，新濠国际发展专门成立
MCR以推动国内滑雪业务发展。

而按照新濠国际发展当时的规
划，MCR 除了布局亚布力的滑雪场，
还完成了对长春莲花山滑雪场、磐石
莲花山滑雪场、北大湖滑雪场和北京
顺义莲花山四大滑雪场的收购，计划
将有关场地发展成为世界级豪华雪山
度假村，并可以发展成为备受买家欢
迎的顶级房地产项目。

新濠国际发展在其2009年报中表
示，全球金融危机令MCR财务状况受
到局限，以致度假村业务于2008年及
2009年的表现均大受限制。

投资亚布力阳光度假村项目多年
后，毛振华在此次的控诉视频中表示，
来这个地方（亚布力）8年，分文未取，
每年投资一亿多。2014年，毛振华也曾
对媒体表示，该项目没有一分钱回报，
每年还要亏钱。

“我有说错的地方我负责，我叫毛
振华，中诚信董事长、人民大学教授、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董事长。”毛振华
在视频的最后说。 （每日经济新闻）

网络视频：
毛振华质疑亚布力管委会
黑龙江派出调查组

资料显示，亚布力滑雪旅游
景区位于长白山脉、小白山系、张
广才岭西麓中段，1994年黑龙江
省政府批准成立省级度假区，
2001年被评定为首批国家AAAA
级旅游区。

视频引发商界热议，潘石屹
呼吁“给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商
业环境”。

目前，尚无当地管委会的回
应，毛振华单方面的“雪地陈情”
有待进一步核实。2日，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毛振华反映的
问题，专门派出省委省政府环境
整治办、省政府企业投诉中心赴
亚布力开展深入调查。相信，会有
更多的“隐情”被逐渐披露出来。

但在这份三分多钟的视频
里，毛振华控诉当地管委会及其
执法机构“侵占土地”、“建设非法
栈道”、“威胁旅行社”、“强买强
卖”等，这种完全“撕破脸”的做
法，以及一个知名企业家、大学教
授称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恐怕
也不会完全空穴来风。

即便是作为发生在东北的个
案，但依然指向一个十分宏大的
区域经济发展命题，不失具有引
起普遍反思的样本价值，即优化
营商环境与保护企业家精神，与
振兴东北紧密关联在一起。

更值得反思的是，此事警示我
们，虽然全国上下高度达成“营商
环境就是生产力”“企业家精神是
改革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元
素”等共识，但仍然存在类似亚布
力事件这样“最后一公里”现象。

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在
更透明的世界里营商”报告表明，
良好的营商治理环境使开办企业
需要的时间减少10天，就会使投
资率增长 0.3 个百分点，GDP 的
增长率增加 0.36%。一个不争的
事实就是，但凡经济发达的省份，
都是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如浙江、
广东等。

相反，差的营商环境必然影
响到社会生产力。这也是“雪地陈
情”引发广泛舆论关注的一个重
要背景。

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对营
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东北三
省直面问题不护短，包括黑龙江

省在内的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
“优化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家精
神”上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从官
方来说和民间企业家的“获得感”
来说，也是有了极大改善的。

翻开 2017 年东北三省政府
工作报告，优化“发展环境”成为
高频词汇，折射出东北各级政府
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的决心
和行动。黑龙江省成立了全国首
家省政府企业投诉办理机构，已
处理解决了一大批涉及政府部门
违约失信、不当干预、“三指定”等
违规违法问题，全面清理 10068
项行政法规，精简至 3074 项，非
行政许可审批全部清零。2016年
底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辽宁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但亚布力事件也说明了一个
问题，从纵向来比较有了十分显
著的改善，但与发达省份进行横
向比较仍差距不小，黑龙江省应
当应调查亚布力事件为契机，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突破

“最后一公里”问题。
其实，不只是东北地区，在不

少地方也或多或少存在“最后一
公里”问题。优化营商环境的“最
后一公里”现象主要是存在两个
方面原因：

一是目前改善营商环境，很
多是从政府角度出发的，而真正
的营商环境应该从企业家的“获
得感”出发，要从文件中走下来。
尤其是需要解决类似毛振华等企
业家的“痛点”“难点”“堵点”。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
千丝万缕的利益，捋清政府与企
业的利益边界，防止政府与民争
利、杜绝少数官员以权谋利（避
免毛振华所说的“打着政府的幌
子，上瞒下压”），恐怕是下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战。这两个
方面都是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核
心要义所在。

窃以为，无论是优化营商环
境、保护企业家精神，还是东北振
兴，都要从“雪地陈情”的毛振华
开始，要切实解决好企业家的“痛
点”“难点”“堵点”，才能避免破坏
振兴东北大好局势的事情发生。

（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
联盟首席经济学家）

记者2日从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获悉，针对网上“亚布
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质疑亚布力管委会”的视频相
关内容，黑龙江省已展开调查。

据介绍，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2日下午派出由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环境整治办、省政府企业投诉中心组成
的调查组，进驻亚布力管委会进行调查。 据新华社

市场的活力 来自于企业家
□舒圣祥

商业

优化营商环境
必须解决好服务企业的“痛点”

□盘和林

网上流传的“中诚信董事长喊话亚布力”视频，已经引起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视频截图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