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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秋毫无犯  

★释  义★ 

秋毫：鸟兽秋天新换的绒毛；犯：侵犯。

军纪严明，丝毫不侵犯人民的利益。 

 

★出  处★ 

《史记·项羽本纪》：“吾入关，秋毫不敢

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后

汉书·岑彭传》：“持军整齐，秋毫无犯。”  

 

★故  事★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对广州进行军事接管。

因行军需要，在南下途中，队伍一律“轻装”，

军队到广州时，每人只有两套粗布军制服。进

入冬天，渐渐寒冷，临近 1950 年春节时，才领

到补给的生活用品。除了一双胶鞋和两对棉线

袜子外，仅发给一件蓝色棉衣和一床 3 斤重的

蓝布套棉被。在严冬季节，遇到寒潮，战士们

冻得发抖。此时各单位都有接收的物资，其中

不少是吃、穿、用品，但都按照“一切缴获归



公”的纪律，造册登记，听候处理，不准私自

动用；接管的广州市物资配售处的物品中，也

有一批棉被和生活用品，登记后存放在仓库里。

但战士们宁愿在床上挨冻，也自觉地不动用这

些物品。当时规定发给的伙食费标准很低，且

物价猛涨，不够开支，食堂到月底就没有钱买

菜，大家只能吃白粥加上一点盐。军队的生活

虽然艰苦，但党、政、军干部队伍怀着争取革

命战争胜利这一目标，甘愿吃苦，严于律己，

不拿群众和集体的一针一线 , 增强了在人民群

众中的威信，得到了支持和信任。 

 

★评  析★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立下

的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

一条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对“秋毫

无犯”的最好诠释。我们党的军队正是严格遵

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保持了良好的

风气和形象，与国民党军队走到哪里抢掠到哪

里的“烂队伍”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

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凝聚起了亿万中国人民，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才能由弱



到强、由小到大，成为今天这个拥有十三亿人

口大国的执政党。但是，在当代社会，极少数

党员干部却丢掉了我党的优良传统。“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仅仅成了他

们空喊的口号，根本不愿去实践；权力恰恰变

成了他们为自己牟利的工具，正因为他们与民

争利，引起群众憎恨，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不仅要时时刻刻牢记党的

宗旨，而且要时时处处实践党的宗旨，这就必

须从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做起。

因此，我们做决策，办事情之前，先思虑一下，

自己做的事是否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是否是真正维护好、服务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赢得百姓的认可

和支持，也才能使我们的党永葆先进性。  

 

 

 

 

 

 

 



★以案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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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以案促改，基础在案、关键在促、

要害在改，最终实现治的目的。推动以案促改

工作，是持续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

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

完善发展职责作用的创新实践。我们选取 10 个

（类）具有面上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总结以案促改工作举措、成效和启示，为进一

步做好以案促改工作、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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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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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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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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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启示 

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工作，是打赢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梳理总结赖小民

案件以案促改工作经验，有以下几点启示可供

借鉴。 



第一，注重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协调协同。

金融腐败以案促改责任大、任务重、涉及面宽，

单靠纪委监委一家不行，必须在党委（党组）

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紧盯赖小

民案件暴露出的“两个责任”长期缺失缺位的

突出问题，着力推动银保监会党委自觉扛起主

体责任，压实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职责，在决策

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更

加协同高效。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

责任人职责，全力支持赖小民系列案件审查调

查工作，直接带队赴华融公司现场指导风险处

置等工作，对华融公司迅速稳定人心、稳定队

伍、稳定经营发挥了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重要作用。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多次赴华

融公司调研督导，详细了解公司系统政治生态

和干部员工思想动态，督促银保监会系统以案

为鉴、以案促改。华融公司党委、纪委新班子

全面履行“两个责任”，构建“党委牵头、纪

委协助、部门推动、系统落实”的反腐败工作

格局，推动公司风气明显好转、干部员工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重新焕发。实践证明，加强党的

统一领导，贯通“两个责任”，同向发力、形

成合力，是做好以案促改工作根本所在、关键

所在。 



第二，注重政治建设与业务发展相辅相成。

没有脱离政治的业务，也没有脱离业务的政治。

抓金融领域以案促改工作，必须解决政治建设

与业务发展“两张皮”问题。整改工作中，针

对赖小民等人违背党管金融原则，一味赚快钱、

赚大钱等错误政绩观，督促华融公司全面加强

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把党建工作纳入金融机

构领导班子考核体系，与业务同安排、同部署、

同检查、同考核，加强政治引领、强力有效纠

偏、促其回归本源。在肃清赖小民流毒影响的

同时，推动明确新华融建设规划，千方百计激

发金融企业内在活力，促其回归救助性金融主

业，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在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况下，

既有力整治腐败问题，又稳住经营收入、维护

公司品牌形象，极大提振市场信心，有力破除

“反腐败影响业务发展”的谬论。 

第三，注重惩治腐败与修复生态有机融合。

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腐败问题

就会丧失生存空间。开展金融领域腐败以案促

改，必须正确把握惩与治、破与立的关系，坚

持查清问题、防控风险、追赃挽损、弥补制度

短板、重塑政治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

促改过程中，督促华融公司党委、纪委认真梳



理赖小民系列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按照“惩

处极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重在修复和重

建政治生态的原则，审慎、安全、稳妥、有序

做好涉案人员的核查处理工作，指导华融公司

党委、纪委综合运用“四种形态”，把握政策

策略，区分问题性质、客观事实、主观态度和

工作表现，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处分，通过

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公司

积存已久的不讲政治、不守规矩、不遵纪律等

问题得到有效纠治。与此同时，推动华融公司

出台员工职务任免管理办法、关键岗位人员管

理办法等 10 余项制度，从干部选任酝酿讨论、

破格任用、亲属回避等 7 个方面开展专项整治，

选拔任用一批实干、苦干、能干的干部，匡正

选人用人风气，逐步实现政治生态的由“乱”

转“治”。 

第四，注重建章立制与落地见效同步到位。

违纪违法往往始于破坏制度、违反规定，赖小

民系列案件就是践踏制度、削弱制度执行力的

典型。抓金融领域腐败以案促改，必须坚持一

手抓制度完善，一手抓刚性执行，以两手抓、

两促进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

针对赖小民案件暴露出的监管制度和治理能力

的短板和不足，督促银保监会加强监管流程再



造、监管协同推进，举一反三，发现并解决类

似隐患、漏洞，减少监管盲区和真空，扎紧制

度的笼子，推动源头预防。另一方面，针对制

度执行过程中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等行为，

建立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监

督和专项检查，适时对执行实际效果检查评价，

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坚决查处，及时通报

曝光，以有效问责强化制度执行，防止制度规

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钟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