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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銭法律知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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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隼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将明知是毒品犯

罪、黒社会性皮的姐鉄犯罪、恐怖活功犯罪、走私犯罪、貪汚賄賂

犯罪、破外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作端犯罪的所得及其声生的ll■

益,力掩怖、隠1茜其来源和性皮的行力判定力洗伐犯罪。

二、《中隼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対洗伐罪的凋只1

規定如下:没牧実施洗伐罪的達法所得及其声生的収益,処5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井処或者単処洗伐数額5%以上20%以下凋

金;情市戸重的,処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井処洗銭数額5%

以上20%以下例金。

AA/1L 第一部分 反洗域法律知沢 ←ノ



三、 《中隼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対資助恐

怖活功罪及其処判的規定如下 :資助恐怖活功姐鉄或者実施恐

怖活功的介人的 ,処 5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奇

政治枚利 ,井赴凋金 ;情市晋重的 ,姓 5年 以上有期徒刑 ,井

処男金或者没岐財声。単位犯前款罪的 ,対単位判赴罰金 ,井

対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依照前款的規

定赴例。

堅決打古資助恐怖犯罪的行力 !

こ`・ 謀入責制《反洗銭法》 増彊反洗銭意惧 THE PEOPLElS BANK OF CHiNA」



四、国隊反洗伐俎奴鼓励各国将清洗一切晋重犯罪所得的行

力規定力洗伐犯罪,近年来侶波逃一歩将掩怖、隠l茜税努犯罪所

得的行力規定力洗伐犯罪。

五、金融机杓和支付机杓立遵守 《中学人民共和国反洗伐

法》及配套規章的各項反洗伐規定,履行客戸身分沢別、大額和

可疑交易沢男J与損告、相美資料保存等反洗伐文勢,井接受中国

人民銀行及有美行並主管部,1的監督管理。

第一部分 反洗域法律知iFN"



六、 《中隼人民共和国反洗伐法》保抄企人隠私和企並的

商並秘密 ,規定 :対依法履行反洗伐取責或者叉劣荻得的客戸

身分資料和交易信息 ,庄当予以保密 ;ヨト依法律規定 ,不得向

任何単位和介人提供。反洗伐行政主管部 l]和 其他依法負有

反洗銭監督管理取責的部 I可 、机杓履行反洗銭取責荻得的客

戸身分資料和交易信息 ,只能用千反洗伐行政調査。司法机

美依照本法荻得的客戸身扮資料和交易信息 ,只能用干反洗

伐刑事訴淡。

七 、 《中隼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文法》授 /1■ 国劣院反洗伐

行政主管部 i]、 国努院有美部 i]、 机杓依法対金融机杓和特定

ヨト金融机杓履行反恐怖主叉融資叉劣的情況逆行監督管理。国

努院反洗伐行政主管部門友現渉嫌恐怖主叉融資的 ,可以依法

逃行凋査 ,采取皓吋凍結措施。

―`・ 瀑入貫初 《反洗銭法》 増張反洗銭意惧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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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逸捧安全可集的金融机杓

合法的金融机杓接受監管 ,履行反洗伐叉努,是対客戸和机

杓自身負責。根据 《中隼人民共和国反洗伐法》的規定,金融机杓

対在依法履行反洗伐取責或者又努中荻取的客戸身分資料和交易倍

息,泣当予以保密 ,ヨト依法律規定,不得向任何単位和介人提供 ,

碗保金融机杓客戸的隠私叔和商並秘密得到保押。

同上伐庄等♯法金融机杓逃避監管,不供力犯罪分子和恐怖勢

力特移資金、清洗 “黒伐",成力社会公害,而且元法保障客戸身

分資料和交易信息的安全性。

逸拝安全可皐、晋格履行反洗伐叉努的金融机杓,恋的資金和

介人倍息オ更安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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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劫配含金融机杓避行身分沢男」

★牙亦立努吋,清悠帯好有敷身紛江件

有数身分江件tiIE明今人真実身分的重要免iIE。 力避免他人盗

用悠的名文、窃取悠的財富,或是盗用恣的名叉逆行洗伐等犯罪活

功 ,当恣牙立敗戸、胸共金融声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与金融机杓建立

並努美系吋 :

●出示有数身riIE件或身分江明文件 ;

●如実填写恣的身岱信息 ;

●配合金融机杓通逆現場核査身分iIE4的真実性,或以EL活 、

信函、屯子郎件等方式向恣碗汰身分倍息 ;

●回答金融机杓工作人員的合理提同。

如果窓不能出示有数身分IIE件或身niI明文件,金融机杓工作

人員将不能力盗亦理湘美並努。

A ⅣIL
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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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大額現金吋,清出示有数身分iI件

凡是存入或取出5万元以上人民TF或者等値1万美元以上外雨

吋,金融机杓需核対悠的有敷身分iI件或身分IIE明文件。速不是

限制恣支配自己合法ll■入的枚利,両是希望通道速祥的措施 ,防

止不法分子澤水摸負,保押窓的資金安全 ,CJ造更安全、有敷的

金融市場不境。

☆他人替悠亦理並努 ,清出示他 (地 )和悠的身紛iI件

金融机杓工作人員需要核実交易主体的真実身分 ,当他人代悠

力、理立努吋,需要対代理美系遊行合理的碗汰。

特別提醒,当他人代窓牙立敗戸、賄興金融声品、存取大叡資

金吋,金融机杓需要核対恣和代理人的身hiltt。

★身分江件到期更換的,清及吋通知金融机杓逆行更新

金融机杓只能向身分真共有数的客戸提供服努,対予身niI件

己道有数期的,金融机杓庇通知客戸在合理期限内逃行更新。超道

合理期限未更新的,金融机杓可中止力、理相美並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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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抱漱 ,2↑]不能力慾

力、理房貸。悠的一張信

用十述有未込的欠款。

三、不要出租或出僣自己的身分江件

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分II件 ,可能会声生以下后果 :

●他人借用恣的名叉炊事ヨト法活功 ;

●跡助他人完成洗伐和恐怖融資活功 ;

●恣可能成力他人金融作瑞活動的 “替罪羊";

●盗的城信状況受到合理杯疑 ;

●窓的声誉和信用妃果因他人的不正当行力而受損。

四、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敗庁、根行十禾□∪盾

金融敗戸、銀行十和U盾不供是恣逃行交易的工具,也是国家

逃行反洗伐資金監沢J和犯罪案件凋査的重要途径。貪官、毒販、詐

AML



瑞分子、恐怖分子以及其他旱犯都可能利用悠的敗戸、銀行十和U

盾逆行洗伐和恐怖融資活功,因此,不出租、出借金融敗戸、恨行

十和U盾既是対悠的杖利的保押,又是守法公民泣尽的文勢。

五、不要用自己的敗庁替他人提現

通道各紳方式提現是犯罪分子最常采用的洗伐手法之一。有

人受朋友之托或受利益誘惑,使用自己的今人敗戸 (包括銀行十敗

戸 )或公司的敗戸力他人提取現金,力他人洗伐提供便利。然而 ,

法岡恢恢,疏而不漏。清恣切妃,敗戸将忠実氾景毎今人的金融交

易活功,情不要用自己的敗戸替他人提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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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逓高同努洗伐

2015年 ,我国国民数量已超道6化人。在我↑]荻得同絡吋代的

快捷信息和高敷淘通的同吋,不法分子也利用岡箸快速告播ヨト法信

息,在更声的疱国内炊事達法犯罪活功。近年来破荻的同恨作瑞、

互朕岡ヨト法集資等同絡洗銭案件警示我↑],対千同名信息要仔細瓢

男1,不要経易通道同恨、屯活等方式向隋生照戸7E款或特敗。対千

同箸信息要吋刻警揚,不可因貪占一吋便宜而落入瑞局。

七、挙扱洗伐活動 ,釜押社会公平正叉

力了友拝社会公余的秋扱

性,功貝社会的力量与洗伐犯罪

作斗争,保押単位和介人挙損洗

伐活功的合法枚利,《 中隼人民

共和国反洗伐法》特別規定,任

何単位和企人都有杖向中国人民

恨行或公安机美挙披洗伐活功 ,

同吋規定接受挙損的机美庇当対

挙損人和挙根内容保密。

毎企公民都有挙損的文努和枚利,我作]次迎所有公民挙損洗伐

犯罪及銭索。所有挙扱信息杵被戸格保密。

助力反it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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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慨的同上支付

1工 某在工作中茨得了夫壼企人身分

信息わ信用十申清友 ,通迪場造答

名、集茂躾系屯労わ難単地址,工 某

冒板4b3人数十張信用十。

日外交局鍵■0

2工 某指使梁来冒用化人身分江

件升ユ多企周上史4t水 ′わ国上

店祐,工某11以 冒板的信用十人

痒刑十 “駒物"。

4多 名信用十所有人浜到銀行催款通

力或友現不良信用うι永后 ,分分向公

姜れ美れ案。最冬,■ 某因金融炸嶋

旱友刑 ,梁 某因洗伐半薇走折。

0

0 G
3梁某警掟

`1的
介全ユ違措入多

企第ニオえ付子台氷′,岳 ,E集

`1梁
来、工某持有的銀行十難′

ヤ,え戌洗伐。

0



配解 コ

2在矢除迄昔ヤ,抜公司近tこえ

布虚洵的高′き借款粽的,特友駆

的客夕介全用す本人社介、殉兵

理財声品
～
保隆オ品争。

二、P2P同焙僣貸平台ヨF法集資洗伐

1某 P2P回 客借贅千台公司宣称

共 “八事信′∈酉ι対吝拘
～

商界

服券 ,服券声夫国友わ中小微

企止"ぅ

3洗it多 久,核公司因元力楼込

多毛Fll期 的借款わ高板利
`∈

而

友生排え事件 (ヌF客′姜ネllK

口投資 )。

4姪芥姜れ美調査,咳公司矢除

上足借助国客借贅千台的投融資

信′∈ヤ介功能辻行+法集貪。茉

件爆友,待催付借款逍化元,渉
及全国4000余人。

借款元法牧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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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盗取↑人銀行十資金

1黄先生度二1-茶美子×公司可亦

理高飯度信用十的短信。

2´ t着 了解 ,対オ半分赤理条

件 :一え需向抜公司提供本人身
分信息;二足需准指定薇行亦理

倍菅十井存入ね泣介全 ;二足在

倍音升夕吋必須預留咳芥司提供

的手れ号鳩。

4れ 半分子以黄先生名丈注冊丈付宝藤

号,オ1月 え4t宝 美咲倍昔十叶ス需騒ijE

注冊信,S為 4贅行十萩留信`∈ 足香一致的

潟洞,特史村宝氷′ち黄先生4“行水号
及萩留手れ号辻行跡た,オ1用 上付生密

渇及手れ摯江功台ヒ持其介全特た,通迪
ATM撃現等手段 ,兌茂洗残。

3黄先生櫻照咳芥司提示左根行赤

理了4「行十升夕,弄存入4万え ,

填写了核公司提供的変亦人員手

れ号鳩 ,え后 ,r・7咳公司提供了

倍者十号。

0
①
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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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ヨF法径菅POS机套現

1自 2007キ 11月 22日 走 ,未 某

オ1月 働邊江件 申亦 “××変昔

部"、  “××月■券部"、  “××

キ店"POSれ 3台 ,チ准月多名貝

工,本 国上友和 OSれ奏班信 ,き 。

圧フ倍用十套現
責先生

m":せ● 手机:xxxxXXXXXXX

剛 :― taoxianxinyongkaocom

2朱某未用分散套現信用十、分

散え易全板及分散結入POSれ的

“三分氷"方式,武 目持柿+法
奏現4C・罪活功。

4未 某力十余Z信 月十持十人会

」FX班全豹6724万 え。2011年 3月

25日 ,某 市人民法院依法宣夕l薇

告人朱某イιヨト法変菅罪,ナ1赴 有

期掟チ13年 ,須チ13キ ,丼 変冽全8

万え。

3.未 某着套現安全八公司難夕特

入本人水夕,ユ印通辻用上銀行

岩山或ATM提駆 ,特奏班介全

付塔 “客′",難声当え几子不

留余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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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告信用十的洗伐陥隣

1ダ 某利用自己わ化人的身分

江件赤理了多K信月十。

2ダ 某先后れ 200令 ふ信用十

糞分束来、昧某,用 子信用十

套班。

4某地人民法院依法対狡告人

ダ某、宋某わ踪某辻行宣ヂ1。

3束来、昧某争人所渉氷声史

易迷上百化え人民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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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水先生 r・D核地下伐庄 ,こ 入10万 美

え,抜地下残庄承券水先生本国内的

姜子冽ヽ女士当え可駆等値人民千。

4原 来咳地 下伐 嵐老板 已携款 港

逃 ,地 下伐庄的国内炎昔人 員七不

帰去 r・7。 水先生夫指迫悔莫及。

六、地下伐庄)E款的煩悩

1水先生本国タト多育,多常需要 r・7国

内,E款 ,κ先生通迪朋友得井某地

下伐/F'Eよ速度快,費 用低廉。

3冽 女ヽ士前往核地下伐/1的 国内

姪昔地.こ ,争待地的不足工作人

員,品 え警察。

一日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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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警暢以 “洗我"力名的深端

lt孝♯鳩的犯罪分子多慌称公安民薔或栓

案官対受害人it行 恐下未十鴫伐財。接Fl比

美屯活,姜今静,林仁以下美掟恢
'1,点

。

収威提示―:110足芥奏れ美え一接薔t着 ,

民薔不会以11『争鳩抜お好民t考。公姜れ美

板赤茉件也宅不会lt子告力嫌疑人,力 需調

査会当面山示江件わえキ。

)

称部局、4R行年llt拘 ,近弁

綱美〔円剛´院年果、途期徒款或信用十欠款

千,オ1月 i害人息欲II明 自己汁白Ⅲむ理,ユ功

希其暑接 “公姜局"、 “栓泰院",■上行キ嶋。

収威提示二:薔卜局、年行、/AN姜局わ栓察院等部
「1的 tチ丼不能和ニキ接,力果需要瑛系,芥必

白行査我チ抜お躾ネ屯子。

4枚威提示四:所渭 “保密"要求都えイι

半分子力防止受害人薇化人提醒功子品

辻行的恐下。接到比美可疑屯考妥和信

家人、有皮洗伐わ皮キ嶋婦恢的金融れ

杓工作人員喬+屯青中的隋二人,式 i
接抜お110屯活lll茉 。

3収威提示三:公 安れ美仮赤条件迪承

ヤ,力碗需凛猪当事人暴行米′,会な照

程序近辻根行千金融れ杓亦理,元須逍カ

当事人。印使需要未ユ保ケ岩施,也会社

当事人去金融れ杓当面亦理,而 不会■当

事人着款4t移 二所渭的 “姜仝唯夕"内 。
唯一的解決亦法

｀

是格悠的所有資

金特至 “安全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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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几茶月后張某以介全周韓力詢提出

退保申音。保隆公司上券人員向共

悦明提前退保持帝来巨人板失,米
来初堅持退保。

八、寿陰丙全保瞼退保的秘密

1張某二1某保隆公司以ええ方式的央

200万元寿隆両全保険,保隆期 rF5

キ。κ某自称力芥司メス。

3調 査友班 ,水某処夫ネ某市机

力l委員会暑1主任 ,正 因受賄条件

接受調査。κ某殉興寿隆両全保

隆声品的200万 え工足共担夫そ

賄所得。

4弦 某姐夫薇栓察れ美以受賄半走

折 ,ふ某 11以 洗伐罪薇走折 ,面 悔

法律制裁。

更多反洗銭宣侍内容 ,清登景中国人民銀行官方回」il

22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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