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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说法

贪婪霸道 信仰迷失

——云南省富滇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孔彩梅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信仰迷失

在云南金融界，富滇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
长孔彩梅以强势霸道出名，其究竟是怎样的
一个人？记者请办案人员用几句话来描述
她，办案人员回答：贪婪霸道、信仰缺失、任
性用权、公私不分、唯利是图、无知无畏……
“总想着能捞一点就再捞一点，如果我不贪心
贪婪贪财，就不会走到今天。和你们比，你们
讲奉献，工作很辛苦，收入却不高；我讲吃讲
穿讲名牌，满身的铜臭味，从来没有自己买过
手机……”采访中，孔彩梅的几句话给记者留
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曾经风光无限，在业内呼风唤雨的“银行
家”，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迷失的深渊？

视频截图

贪婪无度

私设“小金库”，把银行当自家账房，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富滇银行作为金融企业，专门设
有“营销费用”会计科目，初衷是为了
更好地拓展业务，但孔彩梅却把这个
科目变成了她的“提款机”。通过虚列
开支套取营销费用以及截留员工部分
绩效工资的方式，形成由其控制的“小
金库”，其中孔彩梅个人非法占有 300
余万元。
“我认为
‘小金库’
是我带着大家挣
来的，不会被查到，所以就利用职务之
便，采取年底销户、年初重新开户的手
法运作。
”
孔彩梅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她以乔迁新居“压彩头”为由，安
排下属从“小金库”中提取 66 万元现
金交由其使用；购买家具、珠宝、衣物
服饰、家庭生活用品都从“小金库”中

开支；甚至其女儿上大学的住房租金、
生活费用、往返学校以及旅游的机票，
孔彩梅都从中支取……这俨然成了孔
彩梅的
“私人钱包”
。
为获取更多的金钱和利益，她把
主意打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上。
2013 年昆明某房地产公司准备
在富滇银行申请贷款，孔彩梅见该公
司法人代表李某戴一块昂贵的翡翠挂
件，以试戴为名索要，李某顺水推舟就
将翡翠挂在了孔彩梅脖子上，该公司
高达 6 亿元的贷款顺利得到审批。
2013 年初，孔彩梅看上了两套小
叶紫檀家具，
就打电话通知正在找她审
批贷款的云南某拆迁公司法人代表康
某某，康某某心领神会，安排公司财务

支付了家具款项，
康某某向富滇银行申
请的贷款自然也顺利通过了审批。
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孔彩梅却不
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
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孔彩梅了解到多
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
放高利贷的念头。
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
息借贷，
“ 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做钱
庄庄主”。富滇银行巨额损失，孔彩梅
反而牟得上千万元的利益。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够多
了，待遇也够丰厚了，我就是钱迷心
窍，才会走到这一步。”在接受审查调
查后，孔彩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然而，这样的忏悔和醒悟来得太迟。

强势霸道

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说一不二，把员工当保姆随意驱使
孔彩梅从小就养成了争强好胜的
性格，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她都很
强势。单位员工成了她家的钟点工，
打扫卫生、铺床叠被、洗碗做饭、扫扫
抹抹。
“我宁愿让别人嫉妒我，也不愿
别 人 说 我 不 行 。 因 此 ，我 很 强 势 霸
道，逼员工逼得很紧，就算我很过分，
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孔彩梅说。
由于孔彩梅的强势，其丈夫杨崇
华与其貌合神离，两人在家除了金钱

利益，
没有其他共同语言。
孔彩梅夫妇要买一辆价值百万的
车辆供家庭使用，孔彩梅全额付款后
又认为应该由杨崇华出这笔钱。杨崇
华伸出了索贿的手，向私营企业主王
某索贿 100 万元。2018 年 10 月，根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移送线索，昆明农
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崇华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昆明
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孔彩梅的侄子王某从小就失去了
父母，孔彩梅的关心关爱让王某感受

到了母爱般的温暖，于是发誓长大后
要好好报答孔彩梅。
王某技校毕业后，孔彩梅不仅掩
盖其多项违纪违法行为，还安排王某
代持房产、代持非上市公司股份、代管
矿山……王某则为其鞍前马后，操办
各种见不得光的事。王某这双违法乱
纪的
“白手套”
，
最终也把自己
“套牢”
。
“如果时间能够倒回的话，我一定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定做一个
好女儿，一定做一个好母亲。”孔彩梅
声泪俱下地忏悔道。

不信马列信鬼神
不问苍生问“大师”
夜路走多了，总会对“平安”一事心怀
忐忑。为了求得内心平静，孔彩梅开始对
求签问道深信不疑。昆明的真庆观、大理
宾川的鸡足山以及青海、西藏等著名宗教
景点，都留下了孔彩梅敬香的足迹。2009
年 10 月，某活佛到昆明活动，孔彩梅还赶
到活佛驻地拜见，当即皈依到大师名下，
取名
“江拥卓玛”。
为求生活如意、
消灾避难，
孔彩梅严格
依照风水先生的指点，
在家里悬挂符咒，
在
办公室设置了佛龛、悬挂符咒，
就连鱼缸里
鱼的颜色及条数都按大师的“点拨”布局。
孔彩梅还用公款非法印制宗教书籍，在富
滇银行干部职工中造成了恶劣影响。甚
至，自己抽不开身，又不愿错过“良辰吉
时”
，
居然安排员工轮班到道观代替自己跪
拜、做法事。
“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认为别人不知道，
组织发现不了，
有这样
的侥幸心理。
”
孔彩梅告诉记者。
心中无戒，心无敬畏，不爱学习，掉进
钱眼里的孔彩梅渐渐发展到无知无畏，甚
至对抗组织审查的程度。
“没有认真接受教育，就是走了一个
形式。警示片也好，书也好，都看了、都学
了，就是没有入心入脑，忘记了看看自己
是否犯了同样的错误。”孔彩梅落马后才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为了逃避责任，应对调查，孔彩梅听
闻风声之后，数次与相关人员串供，订立
攻守同盟。在专案组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有针对性讯问时，孔彩梅依旧设置障
碍，全力设法回避专案组的问题——不
交代、不主动、不承认。她向组织提供的
诸多虚假情况，极大程度干扰、妨碍了审
查工作。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终究斗不过老练
的猎人。专案组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最终查清了孔彩梅的违纪违法事实。经查，
孔彩梅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
工作纪律，
涉嫌贪污、
受贿、
高利转贷、
骗取贷款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
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我辜负了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培养。
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党和组织关心自己，
没有抛弃自己，没有嫌弃自己，苦口婆心
地挽救我，教育我，帮助我。我好懊悔！”
悔到忏时终已晚，等待孔彩梅的，将是法
律的严惩。
云南省纪委监委 何咏坤 徐志成
转载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稀有的 60 年代茅台现身金钱葵
俗话说“酒是越陈越香”，相信这瓶 60 年代的茅台历
经近 60 年光阴，早已凝结出如同黄金般珍贵的佳酿。
据杨总说，
出售这酒的也是一位爱酒的老人，
因为是友
人相赠未舍得开封品尝，
一直仔细地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
方，
连外面包裹的棉纸都没有撕开过。不过现在家里孩子
念书急需一笔钱，
为了孙子的前途，
老人家想到了这瓶酒。
当然，
金钱葵给出的价格让老人心痛的感觉减少了许多。
杨总说，藏有名酒的朋友如果没有良好的贮存条件，
或者已经收藏了很多年，建议找正规公司变现，如果保存
不善造成损失就非常可惜了。

品相保存良好

金钱葵杨总经理

近日，位于滇池路蓝山数码的金钱葵酒业杨辉总经
理非常高兴，因为有位市民到金钱葵出售了一瓶 60 年代
的老茅台，且不说卖家得了个令人羡慕价格，对于爱酒懂
酒的杨总经理而言，这更是一件大喜事。要知道，上世纪
60 年代的茅台酒可是非同一般。
据杨总介绍，
有人统计过，
上世纪 60 年代因为三年自
然灾害等原因，
是建国后各个年代中茅台酒产量最小的一
个时期，
存世的就更少。而且 60 年代，
也是茅台酒外形变
化最大最复杂的时期，瓶身、瓶盖、商标不断变化，看得人
眼花缭乱，
也是在那个时候，
确立了茅台经典的瓶身造型。

广告

本公司长期高价回收 1953 年到 2019 年的各种名酒、
冬虫夏草，
提供免费上门收购、
鉴定服务，
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
五粮液、
国窖 1573 等各种名酒，
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昆明总店：
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 3 幢 9 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 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 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昆明一分店：
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 乘坐 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 路到金牛小区站昆明二分店：
福景路 412 号
特别提醒：
我公司仅在蓝天数码、
德宏酒店、
福景路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
敬请消费者区分
电话：
13888877663、13888311919、13518738699 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