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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一审宣判

死刑。

 2021 年 1 月 5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

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被告人

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赖小民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大

金融腐败案，中央纪委将此案定性为 “三

个特别”：群众反映特别强烈、腐败问

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 。 

10 年 22 起受贿犯罪事实、共计贪污

近 18 亿元，赖小民被处以死刑，无疑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领域反腐败的标

志性事件。

 “赖小民案是对中国腐败官员和其

他国有资产觊觎者的命门震慑。”中央

纪委如是评价。

 

赖小民的隐秘“超市”

三吨百元钞票，不计其数的古董、

字画，还有停在停车场里的数辆落满灰

尘的宾利、劳斯莱斯、阿尔法和奔驰汽车，

当纪检监察机关人员在赖小民的隐秘豪

宅里找到这些时，他的命运已经预示。

“我们办过多件金融领域贪腐案，

赖小民案的贪腐数额、危害程度、犯罪

情节、犯罪手段让人瞠目结舌。”中纪

委干部监督室副主任陈清浦说。

2018 年 4 月 17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个人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两年零四个月后，赖小民以受贿、

贪污、重婚罪被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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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民一

案，58 岁、头发已白的赖小民站在了被

告席上。

法院对赖小民的起诉书是这样写的：

2008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赖小民直接或

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7.88 亿

余元，其中 1.04 亿余元尚未完成收受。

此外，赖小民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

人非法占有公共资金共计人民币 2513 万

余元。

央视专题片《国家监察》则披露了

更多细节：北京某小区的一处住房，是

赖小民执掌中国华融 10 年期间藏匿贪污

所得的地方，这里面除了2亿多人民币，

还有大量名贵字画、黄金制品、名表、

珠宝首饰等物品。赖小民把这里叫作“超

市”。

“拿了（现金）就往那儿一放，就

像经常会去超市嘛，所以把这里叫超市。”

接受审查期间，赖小民坦白。

为逃避调查，赖小民要求行贿者一

律用现金交付，收钱后他自己开车到这

里，亲手把款物放到保险柜里，路上还

会特意多绕几圈，以防有人跟踪。他在

和一些关系密切的知情人说到这处房子

时，也都是用“超市”这个暗语。

“超市”之外，赖小民的贪污所得

还有大量高档汽车、房产和股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

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李艳茹介绍，赖小民

案调查中，审查组扣押了其大量本外币

现金、金银制品、字画、汽车、购物卡

等物品，冻结了其银行、证券、基金账户，

并查封了赖小民位于北京、珠海、海南

等地房产多套、车位多个。

“这些‘财物’无一例外都是赖小

民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和定性依据。而

对涉案财物的应追尽追，也反映了我们

党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鲜明态度。”李

艳茹说。

纪检监察机关方面表示，截至目前，

赖小民案涉案财物近17亿元已追缴到位，

剩余款项因涉其他在办案件，正在追缴

中。“纪检监察机关坚持违纪所得和违

法所得一起查，不法利益和国家损失一

起追，努力做到应追尽追、依法收缴、

上缴国库、颗粒归仓。”

在中国贪官的故事中，纸醉金迷往往

离不开声色犬马。“赖小民在合法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还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

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二子。”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在对赖小民的起诉指控中，

还提到了这一点。 

知道更多内情的人说：执掌华融期

间，赖小民除了与大客户斡旋，大部分

精力都花在了女人身上。赖小民的众多

女人中，不仅有华融内部女员工，还有

不少当红女明星。“他在香港找了个情人，

为他生下了孩子。”

一个至今没有完全证实的传说是，赖

小民涉“3 个 100”，即 100 多套房、100

多个关系人、100 多个情妇，“赖小民在

珠海开发的楼盘里面有 100 套房，安置

了他的 100 个情人”。

赖小民在犯罪活动中，利用国有金融

企业负责人的职权，违规决定公司重大

项目，越级插手具体项目，为他人谋取

不正当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

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赖小民目无

法纪，极其贪婪，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

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

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

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2021 年 1 月 5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在针对赖小民死刑的处决书中，

这样写道。 

从寒门贵子到“进班子不如进圈子”

“如果当年赖小民没有从央行出来，

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熟悉赖小

民的人感慨。

 而当年在仕途上快速升迁的赖小民，

最初也并不想去接手中国华融这个“落

魄的边缘化国企”。

生于 1962 年的赖小民，是那个年代

非常典型的寒门贵子。《人民日报》主

办的《环球人物》杂志上有这样一段报道：

赖小民曾是革命老区江西瑞金的一

名励志少年。谈起赖小民，老邻居一开

始就提到：他们家那时候很苦的，他父

亲就像个骆驼一样推着一辆两轮车，给

人家送货，挣得钱很少，他母亲给人家

缝衣服、缝扣子，收入也特别少。赖小

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发奋读书，

于 1979 年以高考状元的成绩考上江西财

经学院（今江西财经大学），就读国民

经济计划专业，这是当时学校最好的专

业之一。

1983 年，赖小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

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工作。

因工作努力，加上国家政策号召干部年

轻化，四年之后，年仅 25 岁的赖小民被

提拔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资金处副处

长的位置。

直到 2003 年，赖小民调任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赖小民升迁之快，

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多位金融界人

士说。

1999 年，中国金融界发生了一件大

事，国家同时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

公司，分别是中国华融、中国信达、中

国东方和中国长城。成立之初是为了负

责剥离国有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后四

大资管公司陆续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其

中中国华融和中国信达已登陆港股上市。

经济学家、清华大学 EMBA 教授魏

杰向《企业观察报》回忆：改革开放后

中国出现了两次经济过热，分别是在

1984 年和 1988 年，引发的后果是国内银

行信贷失控，形成了大量无法处置的不

良资产；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东南亚金

融危机爆发，这令中国银行业雪上加霜，

不良贷款急剧恶化。那时，中国又正在

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抵

御外资银行的冲击，国家成立了四大不

良资产管理公司，来接手四大银行的不

良贷款。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之初的中国华

融，从中国工商银行手中接走了 4077 亿

元的不良贷款。

2008 年，正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

的赖小民，接到了组织的通知，希望他

去中国华融任职。当时已官至中国银监

会办公厅主任的赖小民并不想离开，因

为他认为中国华融是一个“落魄的、边

缘化的企业”。

总资产 326 亿元、32 家分公司中 25

家连续亏损 9 年，当时中国华融的财务

报表也佐证了赖小民的看法。

2009 年，赖小民还是如期来到了中

国华融。

令组织没有想到的是，派到中国华融

这个“为国家处置政策性资产、化解系

统性风险任务”的赖小民，却在任职中

国华融的十年间制造了最大的金融风险。

再度回看赖小民案的诸多细节，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石宛林等多

位行业内人士都向《企业观察报》表示

了这样的看法——赖小民贪腐案里的手

段实际上并不稀奇，也不高级。

简单说就是，赖小民利用中国华融

这个大型央企的身份和金融全牌照优势，

把国家的钱和资源输送给民企老板，通

过投资、有限合伙等方式赚取利差，谋

取私利，最终把这些投资造成的坏账留

给中国华融。

而据公开资料，与“海外赌王”仰

智慧、新加坡富商黄有龙、香港融汇资

本 CEO 纪晓波、地产大鳄王永红这四大

富豪的勾连和利益输送，最终令赖小民

走向了不归路。

典型事例是，赖小民在香港被称为

“中环财神爷”。赖小民执掌中国华融

期间，分别操控中国华融高价接盘了纪

10 年贪污近 18 亿 豪宅成赃款“超市” 
原中国华融老总赖小民如何沦为死刑犯

■  作者 张宁 晓波在天行国际的股份，也在黄有龙的

牵线搭桥下，投资了仰智慧在韩国济州

凯悦酒店的博彩业务，同时也给老乡王

永红的中弘控股输血并安排央企中国港

桥参与中弘控股的重组。而在纪晓波的

塞班赌场上，输掉了 100 亿的金立手机

董事长刘立荣，也到赖小民这里拜过码

头。

在中国华融这样一家大央企中，赖

小民为什么能够任意妄为？这也成为事

后纪检监察机关调查的重点。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机关刊物《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引述了中国华融内部人士的一段话：

 “老赖说啥就是啥”“都是老赖一

支笔说了算”。“进班子不如进圈子”，

赖小民在中国华融大搞家长制、一言堂，

让老乡圈、秘书圈、亲友圈等投其所好

的“圈里人”大行其道，仅审查组向中

国华融公司党委、纪委移送的问题线索

就涉及上百人。

“我的部下很难监督我，说实话。”

接受审查期间的赖小民这样说。

执掌中国华融期间，赖小民也常以

金融专家自居，斥责监管“影响”了公

司发展。

央视专题片《国家监察》中，赖小

民说：金融行业天天跟钱打交道，而且

接触的老板都是动不动人民币几个亿、

几十个亿、上百亿的，给点钱对他来说

小菜一碟，我对他支持这么大，帮他发

展起来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正常的了。

赖小民说：（贪污的）钱就在“超市”

的铁皮柜里，一分钱都没有花，都放在

那里了，最后组织上都收了。所以我说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最后不敢花又不

敢用，还提心吊胆的。

另一个现实是，赖小民口中“接触

的老板”，后来成了纪检监察机关查实

赖小民犯罪事实的关键突破口。《中国

纪检监察》中写到：

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协助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审查组，全方位开展调查，

多管齐下，一是从华融公司治下的风险

项目入手；二是从赖小民等人口中突破

了“超市”的存在；三是从跟赖小民关

系紧密的老板处着力。综合效应之下，

赖小民的心理防线被攻破。经过严格按

程序和权限调查取证，查实了赖小民各

项严重违纪违法事实，并延伸查办华融

公司相关人员汪平华、白天辉等人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果断查处了这些大肆侵

吞国有金融资产的“内鬼”和“家贼”。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宣布对赖小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并通报了赖小民近 20 条犯罪事实，主要

包括：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

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

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业；搞政治

投机，为个人职务升迁拉关系，与多名

女性搞权色交易；越级插手具体项目；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环球人物》上有过这样的报道：

年近 90 岁的翟业亿是赖小民的大学班主

任，2020 年 8 月赖小民案一审开庭时，

学界老友看到他都问：“你们班的赖小

民能保住一条命吗？”翟业亿心里不是

滋味，因为赖小民所在的“79 级”是他

带过的最得意的一届学生。 

肃清赖小民流毒

“瘦了自己，肥了公司”，是赖小

民一度洋洋得意的自我标榜。讽刺的是，

“肥”是华融公司“马屎皮面光”虚胖

臃肿的肥，背后是他落马时华融的巨额

负债；“瘦”是赖小民“为钱消得人憔悴”

的瘦，背后是数额巨大的赃款和各色赃

物。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上用了这样

一段话，来评价赖小民在位十年来对中

国华融的影响。

赖小民履历
 

1987 年 07 月，任中国人民银

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

1994 年 02 月，任中国人民银

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处长；

1994 年 10 月，任中国人民银

行计划资金司银行二处处长；

1997 年 05 月，任中国人民银

行信贷管理司副司长；

1998 年 08 月，任中国人民银

行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

2003 年 04 月，任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管二部副局

级干部；

2003 年 07 月，任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筹备组

组长；

2003 年 09 月，任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局长、

党委书记；

2005 年 12 月，任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党委办公

室）主任；

2009 年 01 月，任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同

时分别于 2009 年 06 月担任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2011 年 11 月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2012 年 9 月起，任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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