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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党建融合”开出高产井稳产“妙方”

■ 严森 / 文 李松 / 图

端午节后，笔者专程从成都乘 10 多小时

的高铁到河北大午集团，在大午温泉酒店见

到了神采奕奕的传奇人物：孙大午监事长。一

番客套之后，我们在其会客室的小圆桌对面

而坐，开始了实质性的专访：

笔者院 请介绍一下大午集团及你们创造

性的“私企立宪”，这种新颖的经营管理模式

在这些年的实践中都有哪些切身体会和收

获？

孙大午院大午集团是 1984 年在一片荒滩

上从养 1000 只鸡、50 头猪起步，经过三十多

年的艰苦创业，自我积累，滚动发展，成为省

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集团员工

9000 余人。2017 年，大午集团所在地被保定

市委、市政府评为首批“创建类康养小镇”。

大午集团首创私企立宪制，其核心为“私

有·公治·共享”，集团设监事会、董事会和理

事会，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并立并

行。三长中，董事长、总经理均由选举产生，监

事长实行家庭选举继承制，企业最高权力机

构是三会联席会。

集团自 2004 年实施私企立宪制以来，政

通人和，进入了发展的良性轨道。大午集团下

辖 25 家独立子公司，1 家合资公司。集种植、

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观光旅游、民办教育、

医疗养老，一二三三个产业并存。

第一产业：大午农业育种公司、大午农产

品公司、大午农业科技观光园、大午种禽公司、

海南大午公司、新大畜牧公司；第二产业：大

午饲料公司、大午宠物食品科技公司、大午肥

业公司、大午食品公司、大午酒业公司、大午水

业公司、大午建筑公司；第三产业：大午教育

版块、大午温泉、大午医院、孙氏商务、电子商

务、大午传承公司、大午广告公司。

笔者院6 月 1-2 日中国行为法学会、北京

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2019 中国民营企

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大午集团召开，会议邀请

了著名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 70 多

位知名人士进行交流座谈。您作为大午集团

创始人、监事长应邀参会，请问你在论坛上讲

的什么话题？

孙大午院6 月 1 日上午进行主题演讲：

《农村土地问题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思

考》，我的发言就是有几点思考：第一是中国

土地数量问题；第二是土地价值问题；第三土

地使用问题；第四土地确权问题。我做梦都期

待：“安得淳风化霖雨，遍沐人间共和年！”为

实现:大午,中国梦下的桃花源，我们走的是共

同富裕的道路，是通过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带

来生活资料的大致平等，实现有差别的共同

富裕，这便是我一生的梦想与追求！

笔者院 目前大午集团在经营发展中遇到

的困惑有哪些？

孙大午院以前是经营发展需贷款贷不了，

企业上轨了，我们也不需贷款负债经营了，我

们就这样稳步发展；接着是用地问题，我们集

团现在占地近 5000 亩，以前租用的荒地现已

是楼群林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个企

业已“非法”生存了几十年。大午集团发展之

初，每年都需要扩大规模。20 年前，当扩建养

鸡场时，镇有关部门就来人喊停，认定大午集

团“违法占地”，罚款 1 万元，我不给；县有关

部门来，罚款 5 万元，我仍然不给；事情闹到

了市有关部门，罚款 10 万元，我还是不给。不

但不给，还要和有关部门对簿公堂。后来这个

事闹到省上，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其次就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方面我们

遭遇到了一些麻烦：2015 年五粮液向山东省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我们大午粮液侵

权，（2015）淄民三初字第 195 号民事判决我

们输；上诉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

判。 咱下转 P2暂

格力举报奥克斯
期待带来
一场“行业体检”
■ 沈彬

正值初夏时节, 空调购买高峰来临之际,

格力在空调业内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在网

络上高调举报竞争对手奥克斯空调的产品与

其宣传、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大,为不合格空

调产品。奥克斯迅速回应称,格力既非消费者

又非国家监管部门,其举报“明显不合情,不合

理,漏洞百出”。

这场空调巨头的“大战”,不应成为“口水

战”,而应指向提高中国空调的质量水平,提高

行业透明度,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6 月 10 日晚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已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

快进行调查核实, 将依据调查核实的结果依

法依规做出处置。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

局也表示,该局 6 月 10 日受理了奥克斯集团

关于被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报案,将根

据事实依法调查。中国《刑法》里有“损害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罪”,它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

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真金不怕火炼”,无论是格力的举报,还

是奥克斯的报案, 核心的事实还在于奥克斯

的空调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 这是整个

事件的事实基础,也是判断是非的根基。如果

奥克斯空调不存在造假、虚标,那么格力方面

自然是诽谤,相关的法律责任是逃不掉的；反

之, 奥克斯欺诈消费者的责任也是逃不掉

的。

至于格力高调举报的“动机”倒并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空调行业,是不是存在这样的能

效值“虚标”的欺诈问题?如果有,为什么能逃

过了之前国家对空调的强制检测?

消费者作为外行, 其实很难看懂空调行

业有关能耗标准的门道, 如果空调行业真的

存在某种能效值“虚标”的积弊,且俨然成了

行业内部的潜规则,谁都不愿意捅破,那么,这

次格力愿意站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无论动

机是什么,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至少目前,格力方面已经拿出了一些“初

步证据”。格力电器表示,之前有消费者向格

力方面反馈奥克斯空调价格便宜但耗电量很

大, 还贴出了有四川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

盖章的报告图片。这些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以

及与指控内容的相关性, 还有待权威部门做

出判定。

目前, 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和全面调查,

对打破口水战的僵局很重要, 真理越辩越明,

事实越查越清。谁在行业里搅浑水?谁在搞小

动作欺骗消费者?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确凿证

据和事实面前自然无所遁形。也希望这次举

报事件,能推动空调全行业的质量、标识调查,

不能止于当事两家企业。用一场全行业的“大

体检”,提升行业透明度,让诚信的企业更有竞

争力。

创造性的“私企立宪”打造和谐桃源
———专访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

筲“刻度”调参杜绝“血脂稠”筲防砂“神器”告别“肠梗阻”筲精心“陪护”祛除“亚健康”

荫大午农牧集团 荫笔者与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左）合影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冤 6 月 6 日，河南

省女企业家协会换届大会在郑州成功举办，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妇联副主席（兼）、河南

省工商联副主席、郑州海龙集团董事长徐晓

再次当选为河南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闵闵、张冉、李芳、庞继红、曾凡荣、徐平、

郭素勤、雷红红、杜娟、黄燕茹、薛荣、董畅岩

当选为常务副会长、副会长。

奥运冠军、河南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

金创始人邓亚萍当选名誉会长。徐晓会长代

表协会为邓亚萍送上聘书。

河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郜秀菊发表

讲话，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各位女企业

家姐妹，提高政治站位，放大人生格局，把自

己和企业融入到中原出彩的新征程中；二是

希望女企业家协会能够组织好活动，搭建好

平台，通过务实的服务，把全省的女企业家凝

聚在一起，提升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成

为省女企业家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三是

希望各地市妇联，为女企业家协会做好服务，

让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河南省妇联副主席库凤霞主持会议，并

对今后女企业家协会的工作提出要求。

新当选的河南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徐晓

表示，将不负众望、不辱使命，秉承全心全意为

协会和企业家服务的宗旨，尽心尽力做服务，

尽职尽责谋发展。在任期内，将带领协会，发挥

优势，继续为大家搭建合作、交流与学习的平

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鼓足干劲，

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当天下午，徐晓会长向河南省妇女儿童

基金会捐赠爱心善款 120 万元，用于支持河

南省妇女儿童事业。

河南省女企业家协会换届大会胜利召开
邓亚萍当选名誉会长、徐晓再次当选会长

荫徐晓会长代表协会为邓亚萍送上聘书
荫徐晓会长向河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爱
心善款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