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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金額遠超賴小民與趙正永之和
國家級開發區書記被判死刑 

李建平，死刑。

9月27日，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中級人

民法院公開宣判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黨

工委原書記李建平貪污、受賄、挪用公款、

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對被告人李建平

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

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受賄罪判處死刑，

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

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

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

刑、假釋，以挪用公款罪判處無期徒刑，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以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

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

財產；對李建平貪污所得及孳息、挪用公款

予以追繳，發還被害單位，對其受賄所得及

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不足部分繼續追

繳。對其他同案被告人分別判處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經審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李建平

利用擔任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

記的職務便利，夥同他人侵吞國有資金14.37

億余元，其中2.89億余元尚未實際取得。2009

年至2014年，李建平利用擔任呼和浩特春華

水務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及呼和浩

特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的職務便利，

為他人在工程承攬方面提供幫助，收受財物

共計5.77億余元。2006年至2016年，李建平

本人或夥同他人挪用國有公司公款共計10.55

億余元，其中4.04億余元案發前尚未歸還。

此外，李建平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

領導者趙文遠（已判刑）長期交往、關係密

切、相互勾結；李建平不依法履行職責，在

拆遷工程、收購土地、安排工作等方面縱容

以趙文遠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違法犯

罪活動。該案在2019年被稱為「內蒙古反腐

敗鬥爭史上迄今第一大案」。

反腐專家、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

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向表示，對李建平處以極

刑，表明了黨對腐敗零容忍的態度，持續正

風肅紀反腐，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

他認為，本案沒有積極追贓挽損等從寬

情節，屬於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

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情

形。無論是客觀危害還是其主觀惡性，李建

平都屬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綜合全

案看，李建平死刑是罰當其罪，也是符合我

國量刑原則和規則的。

彭新林說，本案有著極強的震懾效應。

李建平官位不高，但是比較典型的巨貪。

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

是我們並未松勁，黨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

的勁頭持續反腐，這也表明反腐敗永遠在路

上。

被查近3年後，現年61歲的呼和浩特市經

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原書記李建平因一份起

訴書再次進入大眾視野。7月6日，在中國檢

察網上，內蒙古自治區科右中旗人民檢察院

公佈的一份行賄罪起訴書透露，東晟房地產

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代表楊進東累計向李

建平行賄高達5.778億元。

李建平案被稱為「內蒙古反腐敗鬥爭

史上迄今第一大案」，其涉案金額高達30億

余元。這個數字遠高于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

（17億余元）和陝西省委原書記趙正永（7.17

億元）的涉案金額之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

常委，自治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劉奇凡，

將李建平案存在的問題概括為亂設公司、亂

設職位、亂進人員等「十亂」問題，要求呼

和浩特市及經開區以此為重點開展以案促改

專項行動。

從多位內蒙古政商界等人士處獲悉，

李建平早年工作也有勤勉的一面。其主要問

題發生在呼和浩特市水務局、春華水務公司

（下稱「春華水務」）和開發區任職期間。

被查後，該案因涉案人員眾多，案情複雜，

至今仍未進入公訴階段。

從「泥土味幹部」到涉案30億元
李建平生于1960年5月，河北霸州人，其

工作履歷未離開過內蒙古。1982年8月，22歲

的李建平成為內蒙古電子學校的一名教師。

三年後，他任內蒙古電子工業局團委書記，

之後又歷任內蒙古啤酒廠副廠長、呼和浩特

市體改委幹部、市節水辦主任等職。2000年9

月，他任呼和浩特市水務局副局長，2004年6

月任該局局長。他在市水務局任職期間，還

從2001年起兼任春華水務董事長。

春華水務官網顯示，該公司成立于2001

年4月23日，主要負責呼和浩特市城區供排

水、污水處理、再生水回用等業務的建設運

營管理，早期還向房地產、旅遊、奶牛養殖

等業務拓展。

早期的李建平曾給人留下過勤勉務實的

印象。2003年3月18日，呼和浩特市政府發

佈《城市改造建設項目落實方案》。其中顯

示，該項目實施階段為期4個月，「引黃入

呼」供水、污水處理場配套建設等工程的實

施單位是呼和浩特市水務局，該局時任黨委

書記、副局長李建平是責任人。

一位當時採訪過李建平的呼和浩特媒

體人告訴，當時李建平每天親自出馬，身先

士卒，經常帶領著工人干到天亮，很多人對

他都很佩服。那時的李建平身上有泥土味，

像一些鄉幹部那樣厚道老實，肯賣力幹活。

「當時時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也很欣

賞李建平身上的幹勁兒」。

呼和浩特市一位接近內蒙古自治區紀委

監委的人士韓雲濤（化名）告訴，李建平在

任市水務局局長期間，多次想當呼和浩特市

副市長，但未能如願。不過，2011年 3月，他

卻出任了呼和浩特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

書記。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始建于1992

年，2000年7月，經國務院批准，以兩個自治

區級開發區為基礎組建成立了國家級呼和浩

特經濟技術開發區。目前，開發區控制性規

劃總面積240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40平方公

里，常駐人口22萬人。

2月27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發《清

除經開區發展的絆腳石》一文，披露了李建

平案的部分案情。報道稱，李建平擔任呼和

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期間，從幫

助他人承攬工程收受錢物開始，到將手中權

力充分變現，金額從幾萬、幾十萬，逐漸增

加到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胃口越來

越大。李建平隨意設置空殼公司數十家，其

中既有明面上的總公司，也有掩人耳目的一

級、二級、三級子公司。在他直接策劃和授

意下，這些公司相互攬項目、做生意，大量

國有資金在其間頻繁流動、暗度陳倉，最後

被挪作他用，意圖「錢生錢」。李建平涉案

金額達到30億余元。據李建平供述，除部分

錢款用于賭博外，其餘大多被用于購買收藏

名家字畫、古玩玉器、黃金珠寶、名貴手

錶，以及大量中外名酒，其酒窖中收藏的各

類名酒達數萬瓶。

該報道稱，李建平借他人之名註冊公司

而自己實際操控，以達到侵吞國有資產的目

的。為了擾亂監管視線，李建平以某酒店服

務員王某、敖某和社會人員徐某三人名義，

註冊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為王某，但真實

老闆是李建平。更為荒唐的是，在初選董事

長、總經理和監事長時，李建平竟然用「石

頭剪刀布」的方式解決，第一名董事長、第

二名總經理、第三名監事長。

多位知情者告訴，上述王某、敖某、徐

某，全名分別為王亞娟、敖東芝、徐繼平。

天眼查顯示，成立于2016年的德源興盛實業

公司法定代表人為王亞娟，三位高管分別為

王亞娟（執行董事）、敖東芝（監事）、徐

繼平（經理）。

王亞娟原為內蒙古國航大廈（中國航空

集團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轄下的四星級商務酒

店）的一名服務員。國航大廈一位擔任過王

亞娟領導的知情者李莎（化名）告訴，王亞

娟生于1987年，蒙古族，不到20歲時就從通

遼農村的老家來國航大廈做服務員。「她長

得很漂亮，那時也非常樸實」。

李莎印象中，李建平在春華水務做董事

長時，就經常到國航大廈等星級酒店聚會應

酬，「李建平在酒店見了誰都微笑」。李莎

等多位知情者稱，大約2008年前後，春華水

務在呼和浩特建起了水岸小鎮項目，與呼和

浩特市政府大樓隔東河相望，其中有住宅、

寫字樓，也包含高檔會所。李建平等人從呼

和浩特一些四星級、五星級酒店挖過去一些

長得漂亮或業務能力強的服務員到會所中，

專門服務于一些高端接待。王亞娟、敖東芝

等人即是那個時候被李建平挖過去的。

李莎稱，王亞娟去李建平的高端會所

後不久，就發生了一些變化，穿衣打扮變得

時尚起來。十八大後，李建平的會所也被叫

停。此後，王亞娟等人一路追隨李建平。

「李被查後，王亞娟逃走了。她本性單純，

走上這樣的道路，讓人惋惜」。

韓雲濤告訴，此後王亞娟、敖東芝在

重慶被抓捕歸案，李建平之子李蘇超逃亡海

外，春華水務原總經理侯喜煥在江西被抓

捕，春華水務原司機和辦公室主任穆小平自

首。

單個老闆向其行賄近5.8億元
韓雲濤透露，李建平被帶走調查時，辦

案人員在其辦公室內發現五六本護照。他被

帶走的第一個月，拒不交代問題，甚至幾次

絕食企圖矇混過關，之後精神瀕臨崩潰，開

始交代問題。「李建平圈子廣泛，2005年，

我就聽說他經常在家中陪一些省部級領導打

麻將。此次被抓後，供出一些廳級及以上官

員，因涉及人員眾多，給該案的查處帶來不

少複雜性」。

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的相關通報稱，

李建平毫無紀律和法律意識，把分管領域當

成「私人領地」，要求下屬公司為私營企業

提供辦公場所並進行裝修，把下屬企業當成

自己的「錢袋子」和「提款機」，指使下屬

國有公司挪用專項資金，在購買住房過程中

侵犯國家利益。長期「亦官亦商」，生活腐

化墮落，多次到境外賭博。

韓雲濤等多位知情者稱，李建平嗜賭成

性，多次去澳門賭博。「一擲千金，賭注甚

至下到上千萬元」。出手闊綽的背後，因為

存在更闊綽的行賄者。

7月6日，內蒙古自治區科右中旗人民檢

察院在中國檢察網公佈了一份 「楊某某行賄

罪起訴書」。起訴書顯示，內蒙古某房地產

公司和某藝術品公司的法人代表楊某某，累

計向呼和浩特市XX區黨工委書記李某某行賄

5.778億元。

多位知情者稱，楊某某為內蒙古東晟房

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內蒙古無界苑藝術

品有限責任公司企業法人代表楊進東，李某

某即為李建平。注意到，天眼查顯示，內蒙

古東晟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的高管中，

李建平之子李蘇超是高管之一，持有該公司

33.3％的股份。

起訴書披露，2009年至2014年期間，楊

進東在無拆遷資質的情況下，通過李建平的

幫助，以掛靠呼和浩特市某甲拆遷有限責任

公司、內蒙古隆元拆遷有限責任公司、呼和

浩特市建發房屋拆遷有限責任公司的方式，

未經招投標程序，獲得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

發區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呼和浩特

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關于某甲村、某乙村、某

丙村、某鎮等多處拆遷工程項目。

出于感謝李建平和以後繼續承攬呼和浩

特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的拆遷工程的目的，楊進東分別于2009年

至2010年期間，應李建平的要求陸續通過呼

和浩特某甲拆遷有限責任公司賬戶支付給法

人代表為譚某某的呼和浩特市某甲商貿有限

責任公司和呼和浩特市某乙商貿有限責任公

司共計4.45億元；于2012年至2014年期間，

楊進東通過其內蒙古無界苑藝術品有限責任

公司員工的個人銀行卡多次給予李建平好處

費，金額共計1.328億元。兩筆款項共計5.778

億元。

僅憑借收受楊進東一人的賄賂款，李建

平就將取代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雲公

民，成為內蒙古 「受賄之最」。2021年4月29

日，雲公民在一審中被指受賄4.6866億余元。

上述起訴書還稱，楊進東在被採取留置

措施期間，主動向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專

案組交代了其向李建平行賄的犯罪事實，同

時檢舉李建平挪用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

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公款4.162億元的

重大線索，對李建平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案件

偵辦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楊進東戶籍所在地是山西省晉城市，

早年在內蒙古靠暴力拆遷等發家，有犯罪前

科。2003年9月17日，《內蒙古晨報》報道

稱，原呼和浩特市城鄉建設拆遷公司經理楊

進東案，在同年9月11日一審宣判。楊進東招

聘了一些人員，在暴力拆遷過程中，共有30

多名群眾被打傷。法院判決楊進東犯敲詐勒

索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犯故意傷害罪判處

有期徒刑3年，數罪並罰合併執行有期徒刑6

年。

韓雲濤告訴，李建平膽子大得驚人，

「他可以接受單個行賄人數億元錢財，亦會

拿出數億元向上行賄某一高官。」他稱，李

建平金錢鋪路，把金融、房管甚至紀委等大

量官員拉下水，嚴重污染了呼市的政治生

態。

梳理已經判決的案例可以發現，在李建

平的行賄名單中，張和平和楊成林是其中兩

位。2020年3月24日，已退休兩年的內蒙古

貿促會原副會長張和平被查。根據興安盟檢

察分院指控，張任呼和浩特市房產管理局局

長、新城區區長期間，曾收受時任春華水務

集團原董事長李建平220萬元。受賄後，張和

平為春華水務的相關征拆工作等提供幫助。

現年69歲的楊成林是內蒙古銀行原董事長。

2018年12月，因犯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

款罪被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緩。

其子楊海到案後揭發了楊成林向春華水務公

司索要人民幣1900萬元的犯罪事實。韓雲濤

等透露，李建平與楊成林關係密切，李長時

間通過楊貸款。「李建平案發後，自治區監

委組成了30多人專案組去銀行調查過春華水

務的貸款問題」。

「其雖被查，但遺毒仍在」
8月5日，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

會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告訴，中紀委、中宣部

都去過該單位瞭解過情況。「現在李建平案

沒有結案，他的有些問題我們也不知道。」

自治區紀委監委相關辦案人員透露，李

建平案危害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建設

方面，給經開區造成巨額損失，就在被留置

前夕，還妄想將2億多元資金轉走；政治生

態方面，涉嫌違規招聘862人，「劣幣驅逐

良幣」現象在經開區大行其道，其本人雖被

查處，但「遺毒」仍在；營商環境方面，公

平競爭蕩然無存，李建平看準的項目一路綠

燈，沒看準的項目即使明顯有收益也不許上

馬。

多位呼和浩特企業家稱，李建平對當地

營商環境的衝擊難以估量。呼和浩特贏金廬

房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贏金廬」）法定

代表人邢天敖告訴，贏金廬與李建平任春華

水務董事長時的經濟糾紛至今未有定論。

一份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購儲備拍賣中心

出具的《成交確認書》顯示，2005年5月27

日，春華水務通過招拍掛，競得了一塊206.05

畝的土地，該地塊位于自治區黨政大樓以

北，成交地價款總額為13286.4264萬元。邢

天敖稱，春華水務拿到該地塊後，又請示呼

市政府將上述地塊一分為二，將競得者分別

變更至贏金廬與內蒙古迎和投資置業有限公

司。贏金廬支付了土地出讓金後，獲得了其

中103畝土地的使用權後，準備建住宅小區。

2006年11月，在贏金廬完成了勘測、打樁等

工作，要正式施工時，突然被春華水務叫

停。「原因是，一位領導看上了這個地塊，

要在上面建別墅。隨後，呼和浩特市政府委

託春華水務收回該地塊」。

2008年12月30日，春華水務與贏金廬簽

訂的《土地使用權收回協議書》顯示，回收

這塊土地後，春華水務將連同成本及補償，

共付給贏金廬1.3596 億元。春華水務未付清

補償款前，土地使用權仍歸贏金廬所有。

邢天敖稱，上述款項由內蒙古自治區政

府撥給春華水務後，再由春華水務轉給贏金

廬。2009年，春華水務打給贏金廬4000萬元

後，剩餘的9596萬元，至今沒有下文。2013

年前後，自治區機關事務管理局和財政廳都

稱上述款項已撥付春華水務。他稱，當年為

了開發這塊地，贏金廬向銀行和個人總共

貸款4000多萬元，至今這筆款項的本金利息

合計高達3億多元，「數億元債務快把我壓

垮」。

2013年，呼和浩特市政府成立贏金廬

公司土地問題調查處理小組，由時任市政府

副秘書長郭文廣任組長。郭文廣告訴，當時

贏金廬沒有通過招拍掛的方式拿地，而是通

過領導的批示獲得該地塊，這在程序上是不

合法的。為此，自治區紀委還處分了2位幹

部（時任副市長呂慧生和時任呼和浩特市土

地儲備中心副主任周強）。關于邢天敖稱的

贏金廬至今未收到春華水務的欠款問題，春

華水務董事長海鷹告訴，李建平案子現在還

沒定，結案後，如果認定春華水務有連帶責

任，或者如果贏金廬走法律程序並勝訴，春

錢昆疫下打油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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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作之合現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