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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安先后在国家税务总局、财政
部、国家统计局三个部门任职，2015 年 4
月，他从财政部副部长调任国家统计局一
把手，仅仅过了半年，2015 年 10 月，中央
巡视组巡视国家统计局时，发现了他在财
政部期间的问题线索，王保安因此落马。

巡视组进驻前，中央纪委有关纪检监
察室和一些信访机关，已经通报过王保安
有关问题的一些线索。

对王保安的举报，主要是关于他利用
职权，通过弟弟的生意牟利，巡视组带着这
一信息进驻国家统计局后，再次收到了同
样的举报，巡视组决定“下沉一级”了解情
况。

王保安的老家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
山县，他的三个弟弟都在河南，后来发现
他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不少是他在老家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办的。

王保安在老家是个名人，尤其是在

2009年他成为财政部部长助理、2012年又
成为副部长之后，每当他回老家时，当地
一些干部都会跑去“看望”。而王保安则
会把弟弟们引荐给他们认识。

鲁轶是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
理事长，2011 年，王保安的四弟王红彪请
他帮忙给项目批贷款，得到违规联合授信
数亿元。过了几年，王红彪拖欠贷款利息
不还。鲁轶找王保安。王保安称不知道
这件事。

利用影响力帮弟弟办事，出现问题则
推得一干二净，是王保安惯用的方法。老
二老三做官，老四做老板，王保安为二弟
和三弟提拔打招呼，用手中的权力为四弟
谋取巨额利益，家族式腐败特点明显。“当
了部长助理之后，意识到我有影响力了。
你就坐着不说话，就是影响力。”王保安
说。

2011 年，王红彪的公司被确认为内资
融资租赁试点企业，这背后也是王保安的
影响力在发挥作用。

巡视组“下沉一级”到河南期间，对王
红彪公司相关项目做了深入了解，掌握了
更确凿的问题线索。2016 年 1 月，王保安
接受组织审查，他的三个弟弟也都因涉嫌
违纪或违法，接受调查处理。在审查中，

越来越多以权谋私的事项被发现，他不仅
利用影响力，也直接利用职权为人办事收
取好处。

收受别人的豪宅、豪车，王保安从来
不登记在自己名下。

早在 2001年，他就为一名商人老板的
项目获得审批提供帮助，收受一套 204 平
方米的房产。房产证是以王红彪的名字
办理的。当时王保安虽然还只是司长，但
他任职的财政部综合司掌管着一些项目
的审批权。

随着职务晋升，王保安有了更大的权
力，换取的好处也更上一层楼。王保安担
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一名商人老板送上
的厚礼是一套位于北京二环到三环之间
的 318 平方米豪宅，购房、装修总费用近
5000万元。出手如此大方，是因为公司的
业务必须经财政部审批，而王保安分管这
一领域的审批权。王保安说：“他在江苏
投资开发了一个项目，已经报到了财政
部，看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就是到我这圈
个圈就行，就签了。”

2017年 5月，法院公开审判王保安案，
一审判决无期徒刑。王保安直接或通过
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 1.54亿余元。

专题片《巡视利剑》播出第四集

王保安“圈个圈”换来五千万豪宅
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11日晚播出第四集《巡视全覆盖》，披露了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

保安，一汽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一，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违纪内幕。十

八届中央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共277 个单位党组织进行了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

现了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全球一些发达国家已宣布了传统能
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中国日前也宣布已
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究，引
起全球汽车业界震动。有关传统能源车
是否将要成为历史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9 日表示，
全球汽车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电动化方
向转变，为抢占新一轮制高点，把握产业发
展趋势和机遇，中国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
产停售时间表研究。这一表态引发各国媒
体和汽车业界的广泛关注，毕竟中国汽车
行业年销量已突破 2800万辆，连续八年位
居世界第一。法新社 11日报道说，如果中
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拒绝燃油车，
可能会永久性改变整个汽车产业。

事实上，法国和英国已然给传统燃油
车判了“死刑”。今年 7月初，法国生态转
型与团结部长尼古拉·于洛宣布，法国将
在 2040 年前彻底禁售燃油车，同时将通
过经济手段激励法国民众使用新能源车
辆。英国政府 7月底也宣布，将从 2040年
起全面禁售汽油和柴油汽车，届时市场上
将只允许电动汽车等环保车辆销售。此
外，荷兰、挪威等国也宣布了全面禁止汽
油车和柴油车生产与销售的时间表。

为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并在
清洁能源技术上保持领先，各国纷纷将目
标瞄准新能源汽车。汽车制造大国德国
在电动汽车发展领域有着明确的目标，即
在 2020 年成为国际领先供应商、国际市
场领头羊，并实现 100 万辆电动汽车上
路。为此，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推出《电动
汽车法》、发放电动汽车购车补贴、扩建充
电基础设施等方式促进电动汽车普及。

尽管传统汽车业界巨头并不愿放弃
已有的赚钱机器，但面对新兴的技术与市
场，谁也不甘放弃引领地位，变为他人的
追随者。无论是德国戴姆勒、宝马、大众，
法国的标致、雪铁龙还是日本的丰田、日
产，均先后宣布了它们的电动汽车计划。

德国宝马决定，2019年起在英国生产
纯电动Mini汽车；标致雪铁龙计划在 2016
至 2021 年间推出 7 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和 4款纯电动汽车；日本丰田也计划到
2020 年建立并完善其纯电动汽车批量生
产体系，并计划于 2050 年停止推出汽油
车和柴油车，转为大力发展混合动力、纯
电动以及燃料电池汽车。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技
术部部长杨宇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
新能源汽车研发，全球不同地区有着各自
的优势：在电池方面，东亚地区国家技术
领先；电机方面，欧洲国家有一定优势；电
控方面，美国则走在前面。

杨宇威说，欧洲虽然采取系列措施推
广新能源汽车，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
产量和保有量。相比之下，新能源汽车推
广较好的是中国和美国，而美国销量较高
主要与特斯拉等“明星企业”的带动作用
有关。

杨宇威介绍，如今很多新能源汽车企
业推出了 300 公里续航里程的车型，北汽
今年推出了 400 公里续航里程的车型，后
续可能推出 500 公里的车型。在他看来，
一旦超过 500 公里，续航里程将不再成为
电动车推广的主要制约因素，出于成本和
需求考虑，汽车厂家也不会过分追求里程。

杨宇威说，除电池技术外，电机、电
控、智能化、网联化以及轻量化将是电动
汽车技术突破的难点所在。同时，若想普
及电动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有
待完善。不过，他还是对电动车代替传统
燃油车持积极乐观态度。

“21 世纪，电动车超过传统车成为主
流是大势所趋，”杨宇威说，“一方面是因
为能源结构问题，传统化石燃料能否支撑
到 21世纪后期尚不清楚；另一方面，我们
现在对智能化、网联化、娱乐化等相关需
求，在电动车上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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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燃油车
会成为历史吗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已
发布 11 名央企一把手接受审查或被处分
的消息。

2014 年 7 月至 8 月，中央第十三巡视
组巡视一汽集团后，击出的反腐重拳引发
强烈震动。巡视结束当天，一汽集团原副
总经理安德武等多名高管被带走调查；
2015年 3月 15日，一把手徐建一也被组织
审查。2017年 2月 9日，法院公开宣判，徐
建一收受他人财物 1200 余万元，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徐 建 一 在 一 汽 集 团 工 作 数 十 年 ，

2010 年开始担任一把手。徐建一的贪
腐问题，主要是利用职权让内弟的企业
承接一汽物流运输业务，然后再收受内
弟所送的房产和钱物。中央巡视组接
到反映后，就此与徐建一谈话，徐建一
表 示 已 经 让 内 弟 退 出 了 一 汽 的 业 务 。
但巡视组经过深入了解发现，公司只是
换了个法人名字而已。

巡视组每天接到的来信来电来访数
量巨大，举报信每天往往是两三箱。

职工举报集中的问题之一是名仕山
庄别墅区。一汽集团领导班子在已经分
配有住房的情况下，在长春净月潭风景区
建了这片别墅，只出售给班子成员和中层
以上干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班子成
员居室面积从 300多平方米到 500多平方
米不等，每套别墅还配有巨大的庭院，面
积从 2000 多到 3000 多平方米不等，按级

别享受。
在职工强烈不满的另一个问题上，徐

建一同样也是应付式整改。前些年，地方
政府鼓励一汽集团为地方经济作贡献，发
给一汽集团不少奖金，这些奖金并未用于
企业发展，而是领导班子分掉了。奖金大
概有 5000 多万元，徐建一自己分到的累
计 430 万元。这一问题也引发群众多次
举报，徐建一只是要求不同级别的领导干
部退出奖金的 10%或 20%，就算整改了。
巡视期间，中央巡视组三次找徐建一谈
话，他也并没有认真反思，而是忙于掩盖
自己的问题。

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李志
勇说，徐建一把所有的手表、金条放到几
个茶叶罐里，在院里大树下面挖个坑埋
了。巡视之后，他意识到可能这套别墅是
必须要整改了，躲不过去了，又把茶叶罐
挖出来，转移到其他亲属那，后来起获的
时候罐上的泥土还在。

李云忠曾任曲靖市委副书记、市委组
织部部长。2014 年 4 月，云南省委第一巡
视组巡视曲靖，接到一些关于李云忠的举
报，一是反映他利用组织人事权卖官鬻
爵，二是反映他插手工程项目牟利，其中
有一条举报相对具体，说李云忠家人在昆
明开茶室，其实是他敛财的平台。巡视组

前往茶室查访。
时任云南省委第一巡视组组长郭振兴

说：“查访发现两个情况，一是好多消费者
操着曲靖方言，二是茶价格奇高，一壶茶
数百上千元，一片茶就是一饼茶，数千上
万元。我就想曲靖人离昆明一百多公里，
双休日你不在曲靖喝茶，怎么老远跑到金
兰茶室来消费，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当时，这家茶室的确是李云忠一举多
得的设计。茶室开在昆明，离曲靖比较
远，一些干部老板到这里和他交往，不容
易被发现；一些钱财输送可以假借消费之
名进行；还有一些非法所得也可以直接转
到茶室账上，茶室账上的钱又拿出来放贷
给其他商人，利滚利。

当时，巡视组一边在茶室持续查访，
锁定一些来喝茶的曲靖干部之后单独约
谈；另一方面，考虑到李云忠在曲靖任职
多年，巡视组找当地干部了解李云忠的情
况。知情人称呼，某个镇的镇党委书记，
通过一个姓徐的老板跟李云忠熟悉以后，
又跑又送，职务一再调动提任。

巡视组找到了这个名叫徐天福的老
板。进而查出李云忠重用徐推荐的干部，
还帮他打招呼拿工程，徐则带着李云忠的
儿子做生意，并送上巨额股份。

李云忠卖官鬻爵的问题、插手工程的
问题最终都浮出水面，成为云南省第一个
因省级巡视落马的副厅级实职领导干部。

据《北京晚报》报道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
家族式腐败 为弟弟们牟利

一汽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一
手表金条放茶叶罐埋土里

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
开茶室变相敛财又放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