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沈清麗）莊
哲猛與賢內助駱英英育有兩女，大女兒莊菲娜的夫婿
楊華勇是原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的兒子，二女兒莊莎
娜做珠寶生意之餘更喜歡寫作，幸福家庭令人羡慕。
早前，親家楊孫西榮獲大紫荊勳章，莊哲猛透露，兩

家人已聚餐慶祝。說起一對可愛孫仔孫女，莊哲猛更是笑不
攏嘴，指自己和太太幾日不見外孫，就會「心癢癢」。

女兒贈予父親「五最」
莊哲猛重視婚姻和家庭，不煙不酒，無論何時見到他都是

一臉笑容。他分享處世秘訣是「三樂」，即做到「知足常
樂、助人為樂及自得其樂」。愛女貼心自創一個「最佳全能
獎」獎座贈予父親，冠予「五最」：「最佳丈夫」、「最佳
父親」、「最佳老闆」、「最佳兒子」、「最佳朋友」。看
來這位父親是兩千金的偶像。
在談到太太時，莊哲猛笑得合不攏嘴，笑說自己是在7月

與太太相識的，相識剛好37年，其間兩人從未吵過架，在
親友圈中傳為佳話。問他怎麼可能做到？他說：「好容易，
就是盡快跟對方說『對不起』。不過都是我說得多啦！」如
今女兒女婿非常恩愛，他們都說要以爸媽為榜樣，傳承幸福
婚姻好傳統。

盼更多時間陪家人
過去10年，莊哲猛於雲南二次創業，令事業攀上高峰。

10多年的打拚，如今，世紀金源已在雲南開花結果，其本人
及品牌已在雲南家喻戶曉，美譽深獲認可，公司步入規範化
管理。他笑言，自己的人生亦步入新階段，就是更多時間留
港陪太太及家人，「要不對不起她們。」
他笑說：「我現在與太太最開心的事就是去看兩個孫。我

和親家楊孫西也特別投契，大家有太多的話題及共同的興趣
愛好，時不時都會聚在一起，海闊天空，分享攝影、運動和
旅遊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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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莊哲猛有感於
雲南省「建設新昆

明」的願景，遂向其相
識20多年的好友、世紀金源集團董事長黃如論
推薦了昆明。黃如論在採納建議後，於2003年
在昆明投下百億巨資建設「昆明世紀城」，由
莊哲猛親自掌舵，擔任世紀金源（雲南）集團
董事長。

世紀金源（雲南）集團現在也成為了昆明房
地產的傳奇，莊哲猛在昆明房地產業界也

成為了響噹噹的重量級人物。2006年，莊哲猛
進身政界，初任雲南省政協委員，2008年「升
任」常委，去年再連任一屆。
莊哲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
問時指出，「昆明世紀城」在昆明成功實現了
老百姓、開發商和政府的多贏局面，未來要保
持這種多贏局面，需要擁有前瞻性、科學性及
長遠性的政策措施，多學習和借鑑一些國家或
城市的經驗教訓，提早預見和建立防範各項風
險的有效機制，更好做到未雨綢繆，防止泡沫
產生，確保昆明房地產行業向着持續、穩定、
健康的方向發展。

須建完善預報系統
他認為，房地產泡沫產生因素多而複雜，若
想真正做到預知防範，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泡
沫預警預報系統，「以雲南為例，經濟、金

融、房地產、個人信用制度與發達城
市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基礎
數據收集和統計存有不足，建立預
警預報系統需要相關機構努力克服
困難，提早準備。」
莊哲猛強調，房地產業與金融業關

係緊密，只有健全金融體系，尤其是
房地產金融體系，才能從根本上防範
房地產泡沫產生。「目前我國房地產
金融體系主要與銀行制度有關，銀
行業應從制度建設入手，完善信用
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險和抵押
二級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本充足率，
控制不良貸款率，同時要嚴格監管。」

首要防範土地炒作「麵粉貴」
「救火比防火的難度和成本都要多很多。」

莊哲猛坦言，在流動性充裕、融資成本較低的
情況下，自住與投資投機需求皆旺盛，企業投
資開發熱情高漲，市場漸漸出現非理性繁榮現
象。「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政策不能提前有效
的調整，則房地產泡沫就很容易產生。」
土地在房地產泡沫產生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房價泡沫當中一般隱藏着地價泡沫，因此
若想防止房地產泡沫，首要防範土地炒作，控
制地價飆升，防止出現地價高於房價，即「麵
粉」貴過「麵包」的現象。

莊哲猛表示，目
前昆明房地產市場
仍被看好，因此需
要大力挖掘房地產
業的向上發展空
間，又要時刻保持
清醒的頭腦，從長遠角
度出發，考慮存在的隱患和問題，做好控制和
限制，相信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需要是一個穩健
發展的房地產市場。

建設昆明創多贏
預警防房產泡沫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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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沈清麗）雲南省政協常委、世紀金源（雲南）集團董事長莊哲猛，於

2003年到雲南投資房地產市場，憑着敏銳洞察力和市場觸覺，及早提議雲南省要從長遠角度出發，防範房地產

泡沫經濟。莊哲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表示，房地產泡沫產生因素多而複雜，若

想真正做到預知防範，長遠需要建立房地產泡沫預警預報系統，及完善金融體系和土地管理制度。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沈清麗）2006年，莊哲猛進
身政界初任雲南省政協委員，2008
年「升任」常委，去年再連任一
屆。他說，「政協不是榮譽，而是

責任。」自己的優點就是「敢言」，每次
參加政協會議必定發言，「我總覺得自己
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本月初剛開完政協常委會的莊哲猛在訪

問中表示，是次常委會形式、內容和程序
有創新，可向全國推廣。在5月初，委員
已收到相關資料，會議分4個專題進行討
論。各常委可提前根據了解的專題內容，
選擇專題到實地調研開會時發表見地。可
做到言之有物，多說善意諍言。
莊氏在雲南生活了逾10年，對雲南的社

會民情了如指掌，故他可以向當地政府提
一些很具體的意見。不煙不酒的他，斯文
有禮，最讓他無法適應的是內地的飲酒習
俗：「拚酒、勸酒風氣在當地十分盛行，
結果喝醉之後，形象全無，出事的例子亦
比比皆是，我就提議當局扭轉這種不良酒
風。」

自告奮勇當義務婚姻調解員
雲南的離婚率極高，據說花20元到民政

局就辦妥，結果民政局每天都出現大排長
龍的情況，因忙不過來，結果將調解處給
取消了。有包工頭就離了6次婚，結果他
的第一任太太的兒子說：「長大後要殺死
第六個後媽。」莊哲猛認為，這令社會埋
下不安定因素，便提出對多次離婚的要提
高離婚條件，更自告奮勇要做義務婚姻調
解員。
談到第二故鄉雲南，莊氏喜上眉梢，一
臉興奮，他說：「雲南山好、水好、人
好，當地官員及人民都很友善，一點都不
排外。我們福建人一個傳一個，現在閩人

在雲南有50萬，不少人更是在家鄉生意做不下去，而到
雲南東山再起的。」

鼓勵港青大膽創業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雲南仍較沿海發達城市更富商

機，不少人到雲南『二次創業』都很成功。」他舉例
說：「在我們項目內有間『廣州茶餐館』，生意不是很
好，結果老闆靈機一動，將餐廳改名為『香港茶餐
館』，結果生意好到不得了！雲南人很喜歡香港，『香
港』尤如金漆招牌，帶有『香港』二字的商店或物品，
在雲南生意都很火。」因此，莊哲猛鼓勵港人尤其是年
輕人，不妨大膽到雲南一試，他更熱心表示自己完全可
以做雲南義務解說員，若有需要一定幫忙。
莊哲猛又透露，正在籌組成立一個雲南省政協委員港

澳聯誼會。他說，港區政協委員在內地做了很多事，反
而在香港做得不夠多，委員力量顯得分散薄弱。現在聽
說要成立聯誼會，不少退休委員亦希望加入。「相信聯
誼會的成立，將建立一個平台，團結更多的各界人士，
共同為推動雲南及香港兩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更多實
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沈清麗）莊哲猛關注慈
善事業，1990年代已開始資助貧
困學生就學，曾以父親莊寶寺之
名在泉州三中捐助「莊寶寺圖書

館」。兩個愛女菲娜、莎娜也承接父親
「愛心棒」，小小年紀已將零用錢省下
捐贈支持雲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
「自己能有經濟實力幫助別人，將來別
人再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共同完
成慈善接力棒。」
莊哲猛是個熱心人，考慮到雲南人在
香港不多，擔心考取香港大學的雲南學
子，在港遇到突發事件不知找誰幫忙，
結果他跟太太女兒商量，想為這些孩子

提供一點幫助，主動登報公開自己的電
話，不管學生在港遇到任何麻煩和問
題，都可以直接聯絡他的香港公司及家
人，他們必定會提供幫助。
他笑說：「開始被人家懷疑是不是個

騙子電話，怎麼可能有這種好事？結果
記者調查，公布這個電話是世紀金源的
老闆，大家一下子就相信了……當時還
以為會很多人需要幫，跟太太女兒都說
要幫手，家裡的電話也公開給學生。結
果幾十個學生來港，只有幾個家長帶孩
子上來說要幫忙的。」

做慈善不留名
莊哲猛強調，做慈善需要成為一種習

慣及傳承，故他多年來都鼓勵身邊的人
行善，由他贊助的學生，他都要求人家
將來有能力就要幫人。雖不是所有的人
都已做到，但已經有學生跟他說，已開
始有能力幫人了。
莊哲猛香港內地公職多，笑言：「從

香港、菲律賓到內地認識的大大小小團
體逾百，加上公司在雲南的知名度，令
自己朋友遍天下。」只要是做善事、做
好事的，能力許可他都樂助，但他考慮
到受助方的感受，故在做善事時都不想
留名。

登報公開電話 盼助在港雲南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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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沈清麗）莊哲猛於2006年在昆明
發起成立「紅土情音樂藝術工作
室」，推動流行音樂的創作同時宣傳
雲南的優美風光。

莊哲猛年輕時愛玩吉他和口琴，更
對民族音樂情有獨鍾，最愛聽老歌。
他說，雲南經典歌曲如《五朵金
花》、《蝴蝶泉邊》，令人百聽不
厭，不禁感嘆現今歌壇上缺少優秀的

流行歌曲。工作室成立至今出品了不
少優秀作品，其中《醉了．麗江》等
更成為膾炙人口的歌曲。

曾與張藝謀張國立合作
莊哲猛發揮自己對藝術的興趣，

成立工作室後，吸引不少專業藝術
家加盟，其中不乏國家一級舞蹈家
和歌唱家，一起合作過的名人包括
國家著名導演張藝謀、張國立，著
名演員楊麗萍、譚晶等。
他介紹，工作室與張藝謀率領的
班底合作的《普達措，美麗的姑
娘》，宣傳了香格里拉的美景和藏
族文化；與麗江市政府合作的歌舞
《長街宴》，由張國立執導，譚晶
演唱，成為推介麗江的響亮招牌，
在飛機航班上都有播放；出資贊助
的《雲南的響聲》則由著名舞蹈家

楊麗萍主演，讓觀眾感受到雲南人
文的衍生態之美。
由莊哲猛擔任藝術顧問的《醉了．

麗江》，曲風時尚，又具濃郁民族風
格，一亮相便迷倒了全國觀眾和評
委，榮獲「全國優秀流行歌曲創作大
賽」總決賽一等獎。
在京奧期間，工作室選送的歌曲
《我們住在同一個村莊》，成為30首
奧運優秀歌曲之一。由音樂人撈仔作
曲、徐榮凱作詞的《重逢》，更成為
第十六屆亞運會會歌。
談到未來目標，莊哲猛表示，希望

工作室能夠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推動雲南文化產業有更大發展和創
新。
「我希望有更多的優秀作品，可做

到家喻戶曉，不僅在全國流行，甚至
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歡迎。」

昆設藝術工作室 弘揚西南音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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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的響聲》慶功，莊哲猛(左)與
楊麗萍(中)合照。 莊哲猛供圖

■莊哲猛(左三)與張國立(左二)支持國立愛心
基金行善。 莊哲猛供圖

■■莊哲猛和太太莊哲猛和太太
駱英英相敬如駱英英相敬如
賓賓。。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雲南省政協常雲南省政協常
委莊哲猛為雲南委莊哲猛為雲南
發展建言獻策發展建言獻策。。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莊哲猛被評為莊哲猛被評為「「政協雲南政協雲南省委員會提案先進個人
省委員會提案先進個人」。」。

莊哲猛供圖莊哲猛供圖

■莊哲猛
資助貧困
學子完成
大學夢。

莊哲猛
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