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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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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廉政时评

　
纠治“四风”寸步不让 ——2020年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综述

    
        2021年元旦前后，全省各地通报了前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形成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一年来，省纪委省监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驰而不息纠“四风”、正作风，进一步唤醒广大党员干部的敬畏之心，切实提高群众对作风建设的满意度。
　　紧盯顽疾，纠治不松劲
　　近日，浦江县纪委县监委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职能部门成立3个专项检查组，开展党员干部“不规矩不自律”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排
查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吃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线索。
　　一年来，我省坚持纠治“四风”问题不停步，先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我省“36条办法”专项整治工作，紧盯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违规公款吃喝等共性问题，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据统计，2020年全省共查处享乐奢靡之风问题2537
起3432人，党纪政务处分2455人，同比分别增长17.4%、5.7%、16.8%。
　　此外，省纪委省监委还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整治，督促相关部门排查整治“靠烟吃烟、以烟谋私”
等问题。为坚决遏制“烟票”蔓延及其背后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反弹回潮势头，2020年初，省纪委省监委专门下发《关于开展“烟票”
背后“四风”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针对“烟票”背后“四风”问题部署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据统计，2020年全省共查处“烟票”
违纪问题230起30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57人，移送司法机关5人。
　　精准发力，为基层减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风”问题得到有力整治，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门类繁多的考核督查、多种多样的台账
材料，给基层干部带来了负担，背后暴露的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020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措施》，形成清单式的“持续减负40条”。省纪委省监委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动，
跟进监督“持续减负40条”，坚决纠治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着力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推动纠治“四风”工作高质
量发展。德清县作为省纪委省监委基层减负观察点，力争县级、镇级报表“零下沉”，运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信息，实施“无表格村社”建
设。2020年，该县召开会议数量同比下降36.8%。基层督查检查考核方面，按照“总量控制，优化合并”原则，核准20项年度督查检查考核
事项列入正面清单，同比下降13.5%。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继续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行动，严肃查处并通报了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典型案例。2020年，全省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442起3566人，党纪政务处分1667人，同比分别增长30.9%、13.1%、68.9%。
　　扭住关键，防“四风”反弹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容易隐形变异、反弹回潮。
　　经过前期大力整治，我省“会所”中的歪风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去年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发现，少数会所出现反弹迹象。为此，省委、
省纪委及时部署，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组织开展了公共资源中私人会所整治“回头看”工作。
　　2020年，杭州市纪委市监委除组织对2014年西湖周边原关停转型的56家高档经营场所（私人会所）进行复查外，又组织对西溪湿地、
良渚遗址、京杭大运河等重点旅游风景名胜区、文化遗产保护地及公园进行了扩面排查。加强“会所”整治，一方面扎紧制度笼子，探索
建立禁入事项清单，完善场所登记备案制度，加强经营业态规划，从源头杜绝问题隐患；另一方面，强化动态管控，利用前置审批、“大
数据+监督”等有效手段，加强常态监控、精密智控。一年来，全省“回头看”行动中共排查各类场所86956处，督促整改问题403个。
　　除了个别地方“会所问题”反弹外，电子红包、私车公养、“一桌餐”等新型变种“四风”问题开始冒出来。这些问题更具有隐蔽性，
查处难度更大。为此，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为靶向，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方法，与新型“四风”问题斗智斗勇。
　　纠治“四风”没有休止符。春节期间，省纪委省监委还将持续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情况“回头看”，不断
夯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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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警惕8类“微腐败”！ 

    
    1、出行：公车姓公 岂能私用

串亲戚，自驾游，公车不要跟着走。摒弃贪小便宜、存侥幸心的心理，
切莫在“车轮上”栽跟头。

4、交往：特产“不土” 提高警惕
看着土，实有价，想要尝鲜自己买。认清土特产里暗藏的贪腐
“密码”，切不可有拿点土特产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想法。

3、聚餐：变味吃请 小心中套
去聚会，多留心，问清有谁再赴约。拒绝参加有管理服务对象组
的酒局饭局，敬而远之违规吃请的“鸿门宴”。

2、吃喝：公款买单 饭菜烫嘴
要聚聚，家里吃，公款吃喝绝不行。公款决不能用于私人宴请和
私人吃喝，不要在“舌尖上”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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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节礼：管好嘴手 保持清醒
节日到，往来旺，礼来礼去不可为。不管送礼人怎么搞“曲线进
攻”，都要做到既不松口也不伸手。　

8、津补贴：私设金库 后果严重
发福利，有标准，每分每厘得合规。违规发放津补贴是典型的
“揩公家的油、肥小圈子的膘”，这样“做人情”“送温暖”不
允许！

7、抢红包：红包虽好 不可任抢
抢红包，欢乐多，但非所有都可收。对微信群中管理服务对象或利
益诉求人的电子红包，决不能任性去抢。

6、娱乐：高档休闲 别凑热闹
生活圈，宜亲清，享乐奢靡毁前程。远离输送利益、收受贿赂
的休闲方式，“打好手中牌，走好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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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顿饭 5人受处分

　   　  2020年4月26日，原海盐县武原街道党委委员郎虎等5人，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娱乐活动。5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受到海盐县纪委处分，其中郎虎、沈叶峰、盛伟国、陈伟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许明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海盐某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招商管理主管专员傅
某某负责该公司项目之
一——海盐县某新开业
城市商业综合体的餐饮
招商。商户开业之前需
接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原分局的检查。傅某
某为避免商户装修不符
合规定无法如期开业，
便先将装修图纸交给武
原分局副局长盛伟国把
把关。他多次的上门拜
访，让两人渐渐熟悉起
来。

2020年4月下旬，
经傅某某邀请，盛
伟国约请原武原街
道党委委员郎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原分局局长沈叶
峰、县综合行政执
法队武原分队队员
陈伟、许明华等人，
于当晚在武原街道
某酒店接受了宴请
活动。

餐后，上述人员前往武
原街道某娱乐会所KTV参
与娱乐活动，相关费用
均由该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支付。　群众举报反
映，海盐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有人在县城某酒店
吃饭唱歌。海盐县纪委
收到举报后，针对该违
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问题进行快查快办。5月
13日，海盐县纪委分别
给予上述5人党纪处分。
8月14日，郎虎被免去海
盐县武原街道党委委员
职务。

不久后，傅某某
为了感谢盛伟国
的帮助，同时也
“方便”和自己
有业务往来的政
府部门打交道，
便请托盛伟国组
织了这场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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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摆在面前 他才承认违纪事实

　   
    许建东，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上许村原村委会主任。2010年12月，他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非本人经管的他人
财物，此外，许建东还违反国家财经法规规定，套取资金用于村级开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集体财物非法占为己有。2020年12月，
许建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0年12月，上许村
原村委会主任许建东代
领了许某的困难群众住
房补助1.2万元现金，并
擅自把该补助资金中的
9500元，以“许某未按
村集体规划违规建房”
为由作为罚款，交至上
许村集体账户，仅支付
许绪平1000元，余款
1500元被许建东占用。

经过讨论，办案人员决
定先从当年困难住房补
助名单开始核对，确定
上许村许某具备领取住
房补助的资格，再找到
住建局当年下拨的住房
补助资金财务凭证，发
现许某的住房补助已被
许建东全部代领。

　经调查，许某此前
在建房时过于靠近马路，
村干部考虑到以后便于
村路拓宽，与许某商量
想让他预留一些土地出
来，但许某表示自己是
在规定的土地范围内施
工不愿退让。时任上许
村村委会主任的许建东
以此为由，违规私自截
取许某住房补助，想给
他一个“教训”。2020
年12月，许建因违反廉
洁纪律，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由于2010年正
值村镇撤并且
时间久远，翻
阅证据材料需
大量时间，加
之前期许建东
一直矢口否认
违纪事实，不
肯交代实情，
案件推进遇到
了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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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
举报322.9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70.3万件，
谈话函询36.4万件次，立案61.8万件，处分
60.4万人（其中党纪处分52.2万人）。处分
省部级干部27人，厅局级干部2859人，县处
级干部2.2万人，乡科级干部8.3万人，一般
干部9.9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39.8
万人。

    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
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95.4万人次。
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133万人
次，占总人次的68.1%；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48.5万人次，占24.8%；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
7.1万人次，占3.6%；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6.8万人次，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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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505起

　　　      2020年以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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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四风”问题查处情况深度调查

    
    

    全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万多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9万多人
　　“年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6203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97761人，其
中党纪政务处分119224人。查处问题数和2019年基本持平，彰显了纠治“四风”寸步不让的特点。
　　2020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数据统计指标作出调整，将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数据纳入公布内容。1至
12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8711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7606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2595人，释
放了进一步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亮剑的鲜明信号。
　　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纠治“四风”的定力，坚守重要节点，用好“四风”监
督举报平台，防止享乐奢靡反弹回潮。2020年，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749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80155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6629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数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数占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总数的
57.8%。
　　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2020年，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或者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方面，全国共查处问题3203起，批评
教育帮助和处理4997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92人。

　　



中央  数字纪检

　

    
    

    作为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之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深度融入纪检监察工作全局，坚决纠治搞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等问题，一批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
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的突出问题被查处。数据显示，全年共查处该类
问题654起，相较2019年的1696起下降六成以上，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查处数居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首位
　　“年报”数据显示，“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
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全国共查处问题60184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9051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0527人。
　　紧盯“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查处力
度，全年查处该类问题数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数的76.5%。结合去年12个月的月报数据看，该类问题查处数
长期居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首位，有些月份甚至占到了八成以上，全面从严纠治的态势明显。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吃喝问题居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前三位
　　梳理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年报”，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一栏内，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吃喝三类问题排在前三位，分别为16488起、14351起、10996起，占比28.7%、25.0%、
19.1%。
　　在“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指标之下，包含有“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和“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
品”。数据显示，这两类行为查处问题数分别为742起和15746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查处问题数紧随其后。通
报的“四风”典型案例表明，“元旦”“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点，是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问题的高发期。违规吃喝则是具有很强顽固性的老问题，且与违规收送相生相伴，经常同时发生，在年节假日尤为
突出。
　　紧盯隐形变异“四风”不放，纪检监察机关精准发现问题的水平不断提升
　　去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元旦、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都开设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通
报“四风”典型案例，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关键节点，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的常规动作。
　　以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为例，2020年，全国共查处该类问题15746起，相比2019年上涨了20.2%。　
　　乡科级及以下查处问题数占查处问题总数的九成以上
　　分析“年报”数据，从查处的级别来看，地厅级查处问题数587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706人，其中党纪政务处
分484人；县处级查处问题数828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0675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53人；乡科级及以下查处问
题数127330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86380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2087人。乡科级及以下查处问题数占到了查处问
题总数的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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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节选）

　　
天津市原医药设计院总工程师徐杰违规吃喝问题。

浙江省桐乡市茅盾中学党委书记、校长施学斌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2019年12月，徐杰在该设计院质量体系认证期间，通过虚开晒图费套取资金4527元，其中花费1000
元用于组织设计院参与质量体系认证工作的6名员工聚餐。2020年9月，徐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所得已被收缴。

2017年至2019年，施学斌在担任桐乡市茅盾中学党委副书记、书记、校长以及该校发起成立的桐
乡市德鸿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法定代表人期间，将俱乐部经营校内体育馆等获得的部分资金和上海
某高校向茅盾中学发放的体育特长生基地建设优胜奖奖励经费，通过俱乐部以管理津贴、招生奖
等为名，违规发放给校长、副校长等部分校级领导及其他相关人员，共计103600元。2020年6月，
施学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退回。

2019年10月，李增良搬入尹集镇铁寨卫生院新建成的办公楼办公。名义上，院长与协管站共用一间
办公室，但实际上办公室由李增良一人使用，该办公室面积超出规定8.92平方米。2020年8月，李
增良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尹集镇铁寨卫生院院长李增良办公用房超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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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节选）

　　 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原处长王之达违规设立“小金库”用于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公款送礼等问题。

浦江县水务集团农村饮用水管护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永忠私车公养问题

 2009年10月至2019年9月，王之达在担任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处长、
处长期间，通过多种方式违规套取资金，指使部门内勤以个人银行账户存放公款的方式设立“小
金库”，涉及金额168万余元，其中用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
等开支共计99万余元。王之达个人领取到津补贴5.35万元，还存在用公款个人挥霍等违纪问题。
2020年11月，王之达受到开除党籍和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科员，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2015年9月至2018年10月，于永忠在担任浦江县水务局（水务集团）城乡自来水有限公司车队长期
间，先后利用单位油卡为其私车加油10次，金额共计4078.87元。2020年7月，于永忠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违纪加油款予以收缴。

 2020年5月，况国富在操办儿子婚庆事宜中，违规收受本村3名老板、3名村干部、1名承包组长和1
名村民所送礼金，共计6200元。2020年11月，况国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退还。

长兴县泗安镇长岗岭村原党委副书记况国富操办婚庆事宜中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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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张生等3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日前，浙江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对浙江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张生，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谭艰，原副总经理、财计部经理黄海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纪律
审查。温岭市监委根据指定管辖对陈张生、谭艰、黄海严重违法问题进行监察调查。
    经查，陈张生身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
    谭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身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黄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礼；身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
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决定给予陈张生、谭艰、黄海开除党籍处
分；温岭市监委决定将陈张生、谭艰、黄海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简历：
    陈张生，男，汉族，1956年10月出生，浙江省绍兴市人，大学文化程度，198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2月参加工作。1999年5月至2016年10月， 历任浙江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董事长，2016年10月退休。
    谭艰，男，汉族，1971年4月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程度，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4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8月至2020年8 月，历任浙江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外销员、机
械二部副经理、机械分公司副经理、机械二部经理、五金水暖器具分公司（后更名为机械水暖器材分公
司）经理兼水暖器材一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机械水暖器材分公司总经理兼机械
水暖器材一部经理、进口分公司经理和进口一部、二部经理。
    黄海，男，汉族，1963年12月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程度，201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8月参加工作。2010年7月至2020年11月， 历任浙江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财计部经理、职工董事等。



中央 以案促改

        金融是国民经济命脉。血脉不通，则百病缠身。近年来，少数金融从业人员、监管人员背弃初心使命，把国有金
融资产当成“摇钱树”，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形成“黑色利益”共同体，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经济安全
、国家安全。赖小民案就是一起触目惊心的金融领域腐败大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
大，罪行极其严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金融监管部门、国有金融
机构等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扎实开展金融领域以案促改工作，以强监督促强监管、强治理，坚决遏制金融领域腐败
发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助力金融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督
促19家中央金融单位党委（党组）及时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130余名在职中管干部逐一开展对照反思，研究制定本单
位以案促改工作方案，对本系统的传达学习、警示教育、对照反思进行部署。同时，重点督促案发单位华融公司及其
上级单位银保监会党委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银保监会系统整改工作深入开展。

严惩监守自盗的金融“内鬼” 推动加强行业监管化解系统风险
赖小民案以案促改工作启示

    2020年8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
受贿、贪污、重婚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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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内行”蜕变为金融“内鬼”
　　赖小民案是弃守金融风险底线、以稀缺金融资源为筹码谋取私利的贪腐大案，仅个人受贿金额就达人民币17.88亿
余元，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2513万余元。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案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金融乱象和金融腐败叠加于一体，擅权妄为、
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奢靡、甘于被“围猎”成为其腐败犯罪行为的关键词，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和特点。
　　一是排斥党的领导，偏离主责主业。赖小民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背离党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对监管机
构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发表质疑言论，把国有金融企业当成“私人领地”。打着支持国家战略旗号，滥设
机构、盲目发债，将募集资金投向国家政策明确限制的房地产等行业领域，严重偏离公司主业发展需要，最终从不良
资产处置者异化为不良资产制造者。
　　二是滥用金融资源，大搞权钱交易。赖小民官欲膨胀、价值观严重扭曲，靠“金”换权、以权捞“金”，用手中
掌握的稀缺金融资源不择手段搞政治投机、拉票贿选，为个人造势、谋求职务晋升，把公司当成仕途发展的跳板。
　　三是漂白贪腐手段，实施“内行作案”。赖小民长期从事银行、资产管理等金融工作，深谙各类行业规则，喜欢
打着“市场化”幌子，大肆利用制度漏洞操纵实施腐败犯罪，大搞曲线获利、期权腐败，导致监管难、固证难、查处
难。他通过在实际价格基础上大幅度加价中标华融公司项目，在华融入股其他公司过程中收取“顾问费”等方式，伙
同他人套取公款。
　　四是信奉“利益均沾”，形成抱团腐败。赖小民与华融公司高管、监管人员等上下合谋、共同作案，查一个、带
一串、挖一窝，涉案金额大、影响范围广。安排多名亲信把持境内外子公司的重要岗位，相互勾结、逐步演变为贪腐
团伙，牵扯腐败干部近百人，严重污染华融公司系统政治生态。
　　既打金融“老鼠”又护国资“玉盘”
　　治理金融腐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必须更加坚定稳妥、更加精准有效、更加讲究方法方式，整
改治理的要领是“管住人、看住钱、筑牢制度防火墙”，一体推进查案件、挽损失、堵漏洞、防风险、塑文化。
　　——紧盯弃守主体责任乱象“改”。检视赖小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华融公司党的建设弱化淡化，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重失守。银保监会第一时间全面改组华融公司领导班子，及时调整班子成员，现任董事长、总裁
和监事长均为外部选派，指导新的党委班子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清除涉及赖小民流毒用语的文件、音像资料等9万余册
，对违规破格提拔的54人次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组织处理。出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研究制定肃清赖小民
流毒实施意见，组织修订公司章程，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写入其中；修订党委工作规则、“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改进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党建工作权重，要求资产公司严格执行党委决策前置程序，落实集体领导制度。银
保监会举一反三，及时制定《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会管金融机构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列出会管单位名贵土特产和
特殊资源清单，细化机构领导人员管理、党建工作责任制、员工投资行为等规范要求，坚决防止监守自盗、利益输送
。对长城、东方、信达等资产公司全面巡视，对信达公司进行巡视“回头看”，运用“四种形态”处理违纪违法人员
，对华融公司直接立案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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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盯管理漏洞缺陷“堵”。内控机制不完善、制度规定有漏洞，是赖小民在贪腐之路上越滑越远的关键因素
。华融公司针对案件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缺陷，将2020年作为制度执行年，对华融公司成立以来制定出台
的681个规范性文件开展立规后评价，深入推进制度立改废释，把金融反腐败机制融入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研究
制定工作人员与客户或特定关系人非公务往来管理办法、公司中介机构选聘办法、公司业务授权管理办法、公司业务
基本准入标准等一系列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银保监会认真反思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问题症结，督促机关有关职能
部门加强监管流程再造、监管协同推进，重点健全“三会一层”架构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严格按规范要求完善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工作细则和监事会监督办法，修订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
制度，为行业发展和日常监管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推动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全面开展资产公司治理有效性评估
，及时调整不称职的董事、监事，强化对高管、关键岗位和重要人员的监督管理，减少监管盲区，提高监管效能。
　　——紧盯金融风险隐患“防”。剖析赖小民案件可以发现，乱办金融、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等违
规违法问题突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重大金融风险。把做好风险处置摆在突出位置，督促银保监会成立风险处置专责
工作组，指导华融公司坚守流动性风险底线，全面排查并稳妥处置风险项目，重点关注涉众项目、大额风险项目和敏
感客户，主动应对负面舆情，防范案件次生风险。督促华融公司加强同中介机构沟通，加强财务筹划，做好业绩年报
发布。全面开展子公司清理整合，指导资产公司制定子公司3年清理整合方案，坚决撤并整合非金子公司，同步推进持
牌金融机构转让和非金子公司退出，推动资产公司回归健康发展轨道。
　　——紧盯思想道德防线“治”。赖小民之所以敛取钱财毫无忌惮、近乎疯狂，根子还是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
原则荡然无存，不想腐的思想根基彻底坍塌。华融公司以赖小民系列案件为反面教材，对近2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通
过召开处分决定宣布会、专题警示教育会、编发案情通报、组织对照反思等形式，让全系统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
干部“对号入座”、闻警自省。在宣布对赖小民处分决定通报后，即有多名干部在反思材料中主动交代给赖小民送礼
品礼金、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注重教育警示与企业文化建设同步推进，及
时召开赖小民案件专题警示教育会议，对全系统专题警示教育活动进行安排部署；会同会党委对35家单位专题警示教
育情况进行现场督导，确保专题警示教育入脑入心、收到实效；及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有关案件违纪事实及忏悔材料
，镜鉴常照、警钟长鸣，用身边的血泪教训，警示党员干部走过的弯路不要再走、付过的学费不再重付。针对金融领
域人际关系圈子化、利益板结化、从业意识西化、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异化等问题，向全系统提出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倡议，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协会学会积极开展清廉金融文化课题研究，将清廉金融要求纳入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范
围；督促部分地区将清廉金融文化融入公司治理和内控合规管理，开展清廉金融文化活动，切实增强拒腐防变的思想
自觉和文化自觉。



中央 以案促改

    

    实现纠偏止损和正本清源的多赢预期

　　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促改工作，金融乱象整治尤其是国有资产公司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不断释放“惩”的

震慑、发挥“治”的功能、强化“防”的效果。

　　——从根本上扭转资产公司治理走样和附属机构管理失控局面。银保监会指导华融公司清理各类领导小组134个，

董事长办公会、专题会等非法定决策形式得到彻底纠正，目前公司各治理主体规范履职，子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一体推

进，内部授权管理和集体有效管控得到强化。实现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统一，主动向财政部通报机构领导班子和

领导人员年度考核情况，促进党建账和经济账统算、管党建与管资本融合。推进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改革试点，研

究起草关于深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方案，提出22条具体意见措施，推动形成统一管理、权责明晰、以管资本为抓

手、以管党建为保障的资产公司管理新体制，健全国有金融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实现国有资产挽损止损、经营管理平稳过渡。推动追回涉案项目资金、挽回国有资产损失过百亿元，及时完

成风险资产重组，稳妥处置风险隐患资产，华融公司未发生债务违约和挤提事件，最大程度防止了风险外溢和市场震

动。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协调香港证监会做好停牌复牌工作进展顺利，华融公司股价在短暂波动后趋于

稳定，有效管控市场风险、稳定投资者预期。

　　——推动资产公司化险瘦身、加速回归救助性金融主业。针对赖小民背离初心使命盲目扩张、严重毒化市场生态

问题，银保监会以开展子公司清理整合为切入口，择机退出与主业协同效应不高、经营效益较差的金融持牌机构，推

动华融、长城、东方、信达4家公司整合撤并56家子公司，其中境外8家，非金子公司资产规模缩减1884亿元。华融公

司列入清理的19家非金子公司中，已有2家清算注销、7家进入退出程序，同时还自行清理100多家附属机构；信达公司

主动调整结构，继转让信达财险之后，又出售幸福人寿全部股权，实现集中资源做主业；东方公司正在转让24家小额

贷款公司。2019年四家资产公司在资产总规模稳中有降的情况下，新增收购不良资产5716亿元，不良资产业务占比达

65%，提高10.3个百分点，纠错纠偏效果凸显。

　　——有效引导资产公司服务保障金融风险攻坚战大局。督促银保监会以金融供给侧结构优化为主导，围绕服务实

体经济需要、化解金融风险，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纾困、地方债务化解和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2019年四家资产公

司累计开展问题企业重组项目68个；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项目16个，投放资金84亿余元。长城公司牵头实施中铁物债务

重组和资产重组，东方公司主导北京大钟寺中坤广场救助重塑，信达公司和长城公司共同参与注资20余亿元处置锦州

银行风险，充分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处置风险专业优势，促进了金融风险缓释化解和问题企业解困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