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是银行系统为了方便境外公司在境
内业务结算而设立的，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
却通过大量虚假注册境外公司， 将其作为
资金非法跨境转移的“绿色通道”。

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调查，浙江金华
市公安机关侦破全国范围内首例通过NRA
账户（非居民账户）实施资金非法跨境转移
的“地下钱庄”案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警方
查获的涉案人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
买卖外汇案件。 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高
达4100余亿元，打掉规模以上买卖外汇犯罪
团伙8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0人，移送外
管局行政处罚200余人。

义乌商人香港注册几十家公司
数千亿人民币转移境外
“义乌宇富物流公司”———看到这个名

字，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家开在浙江义
乌市的公司。 但事实上，这是义乌人赵某宜
在香港先后注册的数十家空壳公司之一。

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
发现赵某宜利用上述数十家境外公司在国
内开设的NRA账户跨境转移人民币超千亿
元，涉及的境内外账户多达850余个，主要
涉及北京、广东、宁夏、安徽、江西等地。 9月
16日，公安部经侦局、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
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该可疑交易线索交
办给浙江省公安机关。

“NRA账户是新生事物，国内居民并不
常用，大多数办案民警对此也不熟悉，因此
我们专门邀请外汇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和
银行的金融专家， 为办案民警解答外汇知
识、协助分析资金流向。 ”金华市公安局副
局长、专案组组长俞流江介绍。

经过半个月的斗智斗勇， 警方最终锁
定了赵某宜公司35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并对依附在赵某宜团伙周围的施某飞、杨
某翔等其他5个“地下钱庄”团伙进行了查
证，逐步查清了这些团伙的基本情况。

2014年12月15日上午，在公安部、央行
的统一部署下， 银行部门对全国31个省、91
家银行的3000余个涉案账户实施同步冻结，
警方抓捕小组对事前确认的58名涉案嫌疑
人实施抓捕， 并缴获了大批银行卡、U盾、电
脑等作案工具。“同时冻结这么多账户，在全
国范围内没有先例， 但如果不能同时冻结，
极有可能导致后续冻结的账户内资金被转
移至境外，这将严重影响打击效果。 ”金华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辉说。

“小收益”赢取“大利润”
130余万次交易汇成“洗钱大潮”

在人民银行、 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协助
下， 警方调取了所有涉案账户的交易记录。
130余万次交易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
我们将所有的130余万次银行交易记录全部
打印出来，要耗费35000张纸，堆起来有3米
高。 ”张辉说，由于案情复杂、工作量大，金华
警方专门从兰溪市公安局抽调了80多名民
警参与后续案情审讯和调查。 通过近一年时
间对这130余万次交易的梳理， 一个庞大的
非法兑换外币网络逐步清晰地显现出来。

警方调查发现， 赵某宜等人的主要作
案手法是利用NRA账户的漏洞以及境外购
汇没有限制的特点， 将人民币通过NRA账
户跨境转移， 在香港汇丰等银行结汇后打
给买家提供的账户。 为了实现通过NRA账

户转账的目的， 赵某宜等人还在香港注册
了数十家空壳公司， 专门雇人伪造虚假的
交易合同，利用银行管理审核不严的漏洞，
将大笔人民币跨境转移。

“他们通常会在每周五的下午将数千万
的资金刷入指定的POS机账户，再在下个礼
拜一的上午将资金刷出， 以此进行外汇买
卖。 ”办案民警介绍。

“因为现在银行对外汇的监管严格，所
以有很多人为了兑换方便，就来找我们。 我
们的生意信用度很高， 我可以在很短的时
间内调集几个亿的资金。 ”涉案团伙之一的
头目杨某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的
同行到银行大堂招揽生意， 有的甚至还开
设了VIP包厢从事兑换业务， 生意十分红
火！ 每次为客户兑换外币，收取的费用大概
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 ”

从表面上看，这个费率并不算高，可是
由于资金流动量大，这样的“小收益”却为
犯罪团伙带来了巨额利润。 警方根据从杨
某翔团伙电脑中提取到的电子会计账，对
该团伙每天通过交易美金和港元所得的利
润进行了计算：2014年1月至10月该团伙日
常收益在5万以上， 最多的一天竟达153万
元！ 短短10个月内，就赚了2072万！ 而这仅
仅是依附在赵某宜团伙下的一个洗钱团伙
的非法收益。

“地下钱庄”造成重大损失
上下游犯罪更待深挖

今年4月以来，公安部会同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组织开展了打
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
行动。 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第

二次集中破案行动已顺利结束，破获170余
起重大地下钱庄、洗钱案件，捣毁地下钱庄
窝点3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余人，涉
案金额达数千余亿元。

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介绍， 地下钱庄
不但成为非法集资、 电信诈骗等直接侵害
人民群众财产利益的犯罪活动转移赃款和
洗钱的工具，使大量经济损失难以追回，而
且为暴力恐怖活动提供资金转移渠道，严
重威胁国家安全。 有的还被贪污腐败分子
利用，成为向境外转移赃款的“帮凶”。 一些
地下钱庄被利用跨境转移资金， 使大量性
质不明的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
外，极易扰乱国内金融秩序，危及金融安全
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除了被犯罪团伙作为转移赃款和洗
钱的工具外， 地下钱庄的非法外汇交易还
被不法分子作为进行各类新型犯罪的手
段。 ”公安部经侦局反洗钱处副处长束剑平
介绍，“在侦办赵某宜案件过程中， 专案组
从资金流入手循线追踪， 深挖出虚开增值
税发票、 骗取政府奖励等多起隐藏在非法
买卖外汇背后的下游犯罪。 ”

公安部经侦局反洗钱处处长李明照认
为，要从根本上打击和防范地下钱庄，需要
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银行监管部门
要加强对银行账户开立、 现金存取等方面
的监管，加强反洗钱交易信息监测，及时发
现和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 工商管理部门
要加强对公司注册的审核， 防止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注册无真实业务的公司进行地下
钱庄活动； 海关部门要加强对出入境携带
大额现金人员的检查等。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9日电）

3000账户涉案 洗钱数千亿
———全国最大“地下钱庄”案揭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家标准委19日首次
发布温室气体管理国家标准，包括《工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以及发电、钢铁、化工、水泥等
10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上
述标准将于明年6月1日起实施。

据国家标准委副主任殷明汉介绍， 核算边界包括
了企业的主要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
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等。

发电、钢铁、镁冶炼、平板玻璃、水泥、陶瓷、民航等
7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国家标准，主要规定
了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要求，电网、化工、铝冶炼
等3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国家标准，除规定
了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外，还包括六氟化硫、氧化亚氮等
温室气体的排放核算。

我国首次发布
温室气体管理国家标准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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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尼拉11月19日电 11月19日，
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我国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事件发表讲话。

习近平表示， 中国强烈谴责“伊斯兰
国” 极端组织残忍杀害中国公民这一暴
行。 我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恐怖
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 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

明底线的暴恐犯罪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9日就我国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事
件发表讲话。

李克强表示，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伊斯
兰国” 极端组织杀害中国公民的残暴行径。
我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有关部门要
协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 李克强表示， 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将一如

既往加强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9日就“伊斯兰国”杀害中国人质事件发
表谈话。 他说，中国公民樊京辉被“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绑架并残忍杀害。 我们谨向遇害者
表示哀悼，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洪磊说，樊京辉被绑架后，中国政府和
人民十分牵挂他的安危。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法开展营救

工作。 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
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行径。 中国政
府对这一泯灭人性的暴行予以强烈谴责，一
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洪磊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中国
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坚决
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活
动。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习近平就我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发表讲话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蔡
矜宜）201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20日将
在美国休斯敦拉开帷幕，我省共有3名
运动员出战，分别是龙清泉、谌利军和
向艳梅。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力争冠军，同
时也为征战明年巴西奥运会打下基
础。”刚刚抵达美国的省举重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周均甫表示， 从今年的训练
情况来看，3名湖南运动员都具有冲击
金牌的实力。

本次世锦赛， 中国举重队共派出
15名队员参赛。“3名湖南选手今年的
训练成绩都非常好， 特别是向艳梅参
加的女子69公斤级，目前在国际上具
有较大优势， 只要不出意外很有希望
夺取金牌。 ”周均甫介绍，龙清泉与谌
利军参加的男子56公斤级和62公斤
级竞争较为激烈。“这两个级别有朝鲜
两位奥运冠军严润哲和金恩国， 因此
这也是男子比赛竞争最激烈的两个级
别。 当然，作为北京奥运冠军龙清泉，

他今年在调整了教练后， 与新的教练
合作成绩稳中有升， 目前的状态也达
到比较好的一个高度。 谌利军作为世
锦赛冠军，同样具备夺金能力。 ”

根据赛程， 龙清泉将在第一个比
赛日出战， 谌利军将在第二个比赛日
出战，向艳梅将在第四个比赛日出战。
对于第3次冲击奥运会，龙清泉在出征
美国前表示：“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快
8年了，在落选伦敦奥运会后，我希望
这次能够有机会再战奥运会。 ”

举重世锦赛今日开幕

3名湘籍选手出战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姚
学文 余蓉 通讯员 黄军山 ） 今天，
为期3个月的湖南省第一届中学生运
动会在长沙市一中闭幕。 湘潭市作为
第二届省中学生运动会东道主， 接过
了省中运会会旗。

本届省中运会的赛事从９月８日
开始至 11月 19日结束 。 来自全省
1930名运动员参加田径、 游泳、 篮
球、 排球、 足球等10个项目的争夺。
经过激烈角逐， 共产生金牌、 银牌和
铜牌各111枚。

今天闭幕式的文艺演出中，长郡中
学武术队（本届中运会武术冠军得主）、
长沙市一中健美操队进行了现场展示，
长沙市一中合唱团带来合唱《老师，我
想对您说》， 充分展现了当代湖南青少
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第一届省中运会闭幕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王
亮 通讯员 何光红）今天，第三届中信
置业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第15
轮湖南主场移师郴州嘉禾， 经过近5
个小时的对弈，湖南友谊阿波罗队与
杭州队1比1握手言和。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由中国
围棋协会主办，代表着中国女子围棋
的最高水平。 今天的比赛十分激烈，
进行了近5个小时， 最终湖南队王祥
云二段逆转战胜高星二段，王爽初段
不敌宋容慧五段，双方战成1比1。 本
届女子围甲联赛共18轮，目前15轮战
罢，湖南队积16分暂列第6位。

比赛现场，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
斌九段为嘉禾棋友挂盘讲棋。 比赛当
晚，俞斌和中国少年围棋队教练黄奕

中现场指导嘉禾县当地业余棋手以
及嘉禾棋院小棋手。

嘉禾县是我省最早成立围棋协
会并持续开展围棋活动的县份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县先后举办过
“天元杯”、“棋王杯”、“九星杯”等多项
全国围棋比赛。 本次承办全国女子围
甲联赛， 也是
嘉禾县继今年
8月成功举办
第17届桐山杯
中国围棋快棋
公开赛后，年
内承办的第二
场国字号围棋
赛事。 目前，嘉
禾县正积极申

办“全国围棋之乡”。
据介绍， 近年来嘉禾县财政每

年安排2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围棋
推广和普及。 2013年，该县正式成立
了嘉禾棋院， 聘请专业围棋教练开
展青少年儿童的围棋推广和培训工
作。

中国女子围甲联赛来到嘉禾
湖南队与杭州队握手言和

据新华社阿布贾11月18日电 尼日利亚北部卡诺
州首府卡诺市的一个手机市场18日遭遇连环自杀式袭
击，目击者说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据悉， 爆炸于当天下午发生在卡诺市郊的一处名
为“农场中心”的手机市场，两名女性自杀式袭击者分
别在市场入口和市场内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爆炸装置。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策划了这起袭击事件。

尼日利亚遭连环自杀式袭击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316 0 2 1
排列 5 15316 0 2 1 7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这是从2015年2月出版的“伊斯兰国”英文版网络
杂志《达比格》上拍摄的据称是阿卜杜勒-哈米德·阿
巴乌德的照片。 新华社发

巴黎恐袭案主谋被击毙
据新华社巴黎11月19日电 法国巴黎检察官莫林

19日发表公报宣布，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幕后主使
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已在18日法国特种部队
的反恐突击行动中被击毙。

公报说， 在警方18日突袭的公寓楼内发现的一
具尸体， 经技术鉴定， 确认为阿巴乌德。

法国总理瓦尔斯随后在国民议会发言， 对阿巴乌
德被击毙表示欢迎， 并对情报部门和警方的出色工作
表示敬意。 莫林18日晚曾在记者会上宣布， 根据对阿
巴乌德的电话通讯和银行信息分析， 这名摩洛哥裔比
利时男子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欧洲策划和实施
了多起恐怖袭击。

李克强：强烈谴责杀害中国公民残暴行径
外交部：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