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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积极推动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要求发现涉恐资产立即冻

结，反洗钱领域在立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人民银行切实按照风险为本的要求，积极探

索实践有关监管方法，研究优化反洗钱领域核心制度，不断提升监测分析水平，督促金

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客户身份识别，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遏制和打击洗

钱及恐怖融资犯罪，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 反恐怖融资立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反恐怖工作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反恐怖融

资也成为一项重要任务。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于2001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会议，并发布了反恐怖融资八项特别建议，要求各成员国从

执行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将恐怖主义融资及有关洗钱定为犯罪、冻结和没收与恐怖主义

有关的资产、涉恐可疑交易报告、国际合作、关注替代性汇款等高风险业务等方面，建

立一个监测、预防和禁止为恐怖行动筹集资金的网络。

我国于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刑法中增加了恐怖融资犯罪有关规定，即在

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罪”后增加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资助恐怖活

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

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但对于什么是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怎么界定，如何

冻结涉恐资产等要求，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几年来，为推动反恐怖融资立法，立法机关以及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相关成员

单位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通过国内重点地区调研和境外实地考察，征求各有

关方面意见并最终达成了共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参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制定工作，推动了

《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四条修订，将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为特殊累犯，规定危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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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

分子，不适用缓刑，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惩处力度。

为了推动反恐怖融资立法，人民银行收集整理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案例，召集

国内外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出台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范性文件，联合外交部、公

安部向立法机关呈请加快反恐怖融资立法并多次赴立法机关汇报。经过多方努力，2011

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我国反恐怖领

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也是继2006年颁布的《反洗钱法》和2009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洗

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建设取得的重

大进展。《决定》明确界定了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以及恐怖活动人员，即恐怖活动

是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

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

序混乱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

为；恐怖活动组织是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集团；恐怖活动人员是组织、策划、

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决定》授予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发

现涉恐资产立即冻结的权力，达到了FATF关于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第1373

号决议关于“毫不延迟地冻结涉恐资产”的要求。我国反恐怖融资立法取得的重大突破

受到国际反洗钱领域的认可，直接推动了我国2012年2月通过FATF全会评估，成为第一

个达到反洗钱国际通行标准的发展中国家。

2011年11月8日，公安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击涉恐融资工作的

通知》（公通字[2011]54号），规定了进一步提高涉及恐怖融资重大案件资金查控效率

等具体工作措施。

二、 国内协调机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011年，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反洗钱工作机构之间密切配合，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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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订FATF第四轮互评估标准、洗钱案件查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银行与公安部全年举行多次情报会商，部署核查可疑交易线索100余起，主要涉

及地下钱庄、传销、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活动。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与当地公安机

关密切合作，积极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公安机关全年共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移送的146

起案件线索立案侦查。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增强，2011年，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与公安部相互通报洗钱行为动向，加强反洗钱

方面的执法协作。

人民银行与海关反洗钱部门密切合作。针对走私违法活动与大量资金流动具有内

在联系并涉嫌通过地下钱庄洗钱支付等特点，海关从一般性调取涉案资金账户资料的做

法逐步提升为利用有关反洗钱数据库资源查证走私非法资金流，可快速分析走私活动规

模，确定走私团伙成员身份信息，追踪非法资金流向，从而实现冻结走私违法所得的目

标。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部门发挥资金监测专业优势，与海关缉私部门对重大走私

案件联合分析，逐渐形成通过资金监测摸清走私网络的方法，开创了缉私侦查工作“由

钱到案”的新模式。2011年，海关缉私部门通过上述合作调取了70余起走私大案要案的

资金数据，覆盖了海关缉私部门大多数重特大案件。海关缉私部门在侦查办案中注重加

强对洗钱犯罪线索和证据的收集，成功侦破数起走私洗钱犯罪案件。同时，海关协助反

洗钱部门加强口岸反洗钱监控体系的建设，加强对进出口贸易过程中货物和运输工具的

查验、报关单据的审核和管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虚假进出口贸易进行洗钱活动，为维

护国家进出口秩序和金融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等17个部门组成的全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协调小组

继续部署各地，各部门对非法印制、销售、虚开、代开、购买、使用虚假发票以及传播

发票违法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深入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整治工作整顿规范了财经、

税收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涉税、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各地税务机关与银

行反洗钱、公安等部门密切合作，加强信息交换，密切案件查办协作，积极配合反洗钱

部门预防、监控、查处洗钱行为，会同银行查处利用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商业汇

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的违法行为，维护了金融监管秩序，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据统

计，2011年全国共查处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案件近9万起，查获各类非法发票近

3.5亿份，捣毁发票犯罪窝点4 771个；税务机关查处违法受票企业8万余户，查补税收收

入近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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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洗钱监督管理向风险为本转变

金融业进一步落实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加强反洗钱监督管理。2011年，人民

银行紧紧围绕新形势下的金融业反洗钱新任务，进一步探索全面落实风险为本监管的方

法，加强现场走访、约谈等窗口指导方式，增强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建立奖惩结合、教

育为主、处罚为辅的监管机制，有效督促金融机构提高预防洗钱、恐怖融资及金融犯罪

活动的能力。人民银行部分分支机构在非现场监管基础上对风险评估方法做出了有益探

索和尝试，将评估为高风险的金融机构、涉及金融犯罪的金融机构以及未按监管要求完

成反洗钱工作整改的金融机构作为现场检查的重点对象，着重对金融机构总部内控制度

设计、分支机构执行内控制度情况以及高风险业务进行检查。人民银行还加强对金融机

构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指导和管理。督促金融机构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有关指导意见，通

过教育培训、非现场督导等多种形式，切实引导金融机构在正确区分可疑交易和异常交

易不同报告要求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以客户为中心、流程控制为主要手段的监测分

析机制。

9月，保监会印发《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保监发[2011]52号），首次全面

梳理了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三大反洗钱核心义务和八项配套工作，整合了保

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直销业务和中介业务的反洗钱工作要求，对保险专业代理

公司、保险经纪公司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进一步明确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的反洗钱

职责划分。各保监局据此制定了辖区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细则，结合实际开展工作。2011

年6月起，各保监局按照保监会统一部署陆续成立稽查处，在保监会稽查局指导下，具体

负责辖区内相关反洗钱管理工作。保监会认真开展保险机构市场准入的反洗钱审查，严

把准入关口，实现从源头上防范洗钱风险。保监会通过建立保险业司法案件报告制度、

反洗钱信息报送制度，全面了解行业机构反洗钱工作情况，对洗钱案件做到早预防、早

发现、早处置，有效控制洗钱风险。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认真贯彻落实《证券期

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 在基金准入有关规定中增加“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反洗钱

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作为机构准入的必备条件。对派出机构进行年度评价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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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列入专项考评。证监会派出机构将证券业金融机构的有关反

洗钱内控制度建设情况纳入现场合规检查，收到良好效果。

反洗钱监管部门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开展了反洗钱检查，督促金融机构更好地履行反

洗钱义务。人民银行系统全年对1 506家金融机构开展了反洗钱现场检查，共对金融机构

和责任人的违法行为处罚1 349.16万元。保监会系统共对3 738家新设保险公司及其分支

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的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情况进行了审查，对4.22亿元投资入股保险

业的资金来源进行了审查，对9 577名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包含反洗

钱内容的任职资格测试。保监会系统还对20多家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和89家保险公司分支

机构开展综合性检查，将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等反洗钱义务履行情况纳入检

查范畴，对发现的违规问题或风险隐患，依法要求责令整改并采取相应措施。

支付机构、彩票和房地产等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加紧

研究起草了《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有关部门和社

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拟将非金融支付机构纳入反洗钱监管。征求意见稿对支付机构在内

控制度建设、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以及可疑交易报告等核心反洗

钱义务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财政部与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研究起草《彩票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细化各项彩票管理规定。对现行彩票发行和销售管理、彩票公益金管理及

彩票机构财务管理等有关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加强彩票游戏审核管理，对彩票游戏申报进

行严格审核，特别是在彩票游戏规则中明确规定单张彩票的最高投注金额。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办发[2011]1号），完善商品住房交易制度，进一步强化购房实名制和预售资金监管

制度，对认购后的房屋不得擅自更改购房者姓名，要求各地加快推行和完善预售资金监管

制度，将商品住房预售资金全部纳入指定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加强外资购房

监管，要求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及时交换境外机构和

个人购房结汇等信息，形成监管合力，严格规范境外机构和外国人的购房管理。

四、 打击洗钱与恐怖融资犯罪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2011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到金融机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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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大额交易报告3.36亿份，可疑交易报告5 411.12万份。金融机构进一步分析识别这些

可疑交易后，有合理理由认为其中7 240份可疑交易或客户与洗钱、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他

违法犯罪活动有关。

涉嫌洗钱案件调查。2011年，人民银行共发现和接收8 585起洗钱案件线索，对其中

1 593起重点线索实施反洗钱调查 7 803次，向侦查机关报案595起。各地侦查机关针对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报案线索立案侦查146起。同时，人民银行配合侦查机关调查涉嫌洗

钱案件982起，配合侦查机关破获涉嫌洗钱案件292起。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全年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中央纪委监察部移送可疑交易线索56份。受理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中央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等单位协查311件。

洗钱犯罪案件的起诉与审判。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组织、领导、

参与恐怖组织犯罪案件1件共5人，提起公诉2件共8人；批准逮捕涉嫌洗钱犯罪案件12件

共20人，提起公诉7件共11人；批准逮捕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案

件7 701件共16 086人，提起公诉11 711件共34 931人；批准逮捕涉嫌窝藏、转移、隐瞒毒

品、毒赃犯罪案件40件共118人，提起公诉28件共119人。

打击地下钱庄与非法买卖外汇行动。2011年，公安部会同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部门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成功

侦破了海南“1·29”、北京“4·28”、重庆“3·25”、四川“4·12”等40余起重大

地下钱庄案件，抓获100余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窝点70余个，有力地震慑了地下钱庄等违

法犯罪活动。2011年4月， 公安部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浙江省召开了全国打击非法买卖

外汇违法犯罪活动联合办公室第十一次工作会议，表彰了2010年破获重大外汇违法犯罪

案件先进单位和个人，研判和总结了近年来外汇领域违法犯罪活动趋势。

五、 反洗钱国际形势与合作

2011年，国际反洗钱组织最重要的动态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历时五年多

的第三轮互评估工作画上完满句号，从2009年开始的国际标准修订工作也进入尾声。各

成员国对国际标准的大部分修订内容已达成一致意见，新标准于2012年2月召开的全会上

讨论通过后，将作为第四轮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的依据，各成员国应积极研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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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各项要求。

新FATF建议在结构上较原FATF“40+9”项建议有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将原40项反洗钱建议和反恐怖融资的9项特别建议

整合为新40项建议，将恐怖融资单独列为一章。新FATF建议分为“法律体系”、“恐

怖融资”、“私人部门预防措施”、“透明度和受益所有权”、“主管部门的权力与责

任以及其他制度性措施”、“国际合作”共六章，取代原建议包含“法律体系”、“金

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预防措施”、“制度性措施”、“国际合作”四章的结构。

二是删除、合并部分建议，如：将建议11“对复杂的异常大额交易给予特别关注”并入

建议5“客户尽职调查”；合并建议37“双重犯罪”、特别建议5“反恐怖融资的国际合

作”、建议36“司法协助”和建议39“引渡”；特别建议4“报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可

疑交易”和建议13“报告可疑交易”合并；删除建议30“主管部门应具备足够资源”，

将其要求分列入与主管机关有关的具体建议。三是扩大部分建议的适用范围，如：建议

17“处罚”、建议25“提供指引和反馈”不仅适用于监管部门，还适用于所有主管部

门。

在FATF新标准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将风险为本方法列为第一项建议，作为指导各

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首要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首先应识别、评估、

了解面临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按照评估结果优化和配置反洗钱资源，制定降低风险

的适当措施，并针对高风险领域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

新标准还新增建议7，强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旨在确保有效实施防扩

散相关的定向金融制裁，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要求保持一致。FATF还发布了《各国主管

部门防扩散信息共享最佳实践文本》。

2011年，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在互评估后续工作、 推动相关立法、参与反洗钱国际

标准修订，参与区域性反洗钱组织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我国自2007年

接受FATF和EAG联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以来，通过制订后续行动计划，不断

修改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改进反洗钱监管制度和框架，并多次向FATF和EAG报告

后续进展情况。按照FATF第三轮互评估程序以及其他成员退出互评估后续程序惯例，

我国应于2011年6月前（即互评估完成后四年内）针对互评估报告指出的主要缺陷进行

有效改进，履行我国成为正式成员时的承诺，即在执行所有核心建议和关键建议方面达

到“大致合规”以上的水平，进而退出互评估后续程序。2011年6月召开的FATF全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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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在洗钱刑罚化、客户尽职调查、可疑交易报告、金融业反洗钱监管、履行有关

国际公约等主要方面已经达到退出互评估后续程序的要求，仅在恐怖融资刑罚化、建立

健全涉恐资产冻结机制两个方面需要采取进一步改进措施，肯定我国反洗钱工作取得的

进展。

2011年，我国在区域性反洗钱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11月23日至25日，我国在福

建厦门市承办了EAG第十五届全会，来自EAG成员国、观察员和有关国际组织共计150余

名代表参会。

2011年，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开展了有关国际合

作和交流。外交部继续积极开展对外司法合作，夯实和扩大对外合作的法律网络。这一

年，中国签署了《中泰移管被判刑人条约》、完成了《中阿联酋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中爱沙尼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马耳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阿根廷民商

事司法协助条约》、《中澳大利亚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的生效程序，完成了《中阿尔及

利亚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批准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了《中俄打击“三股

势力”合作协定》、《中意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中意引渡条约》。外交部还积极参

与在多边框架下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新规则的制定，提高我国在司法合作领域的国际影

响力；牵头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及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框架下的相关工作组会议。

司法部继续在中国政府对外缔结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多边公约框架下，积

极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2011年，司法部作为司法协助的中方中央机关，

共收到来自美国、英国、波兰、巴西等10个国家14个与洗钱犯罪相关的刑事司法协助

请求；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提出了2个与洗钱犯罪相关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积极开展

境外追逃、追赃和追诉工作，协助中央政府有关执法机关处理一系列追缴境外腐败资

产案件。同时，司法部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参加FATF专家组会议，参与FATF与反洗钱

国际合作相关的评估标准的修订。司法部还加大对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腐败资产追缴、

没收制度的研究，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就犯罪收益冻结、没收、

追缴以及返还和分享问题进行研讨，以提高我国通过开展司法协助打击洗钱犯罪，并

且最终将腐败资产追回的能力和水平。2011年，公安部共协助境外警方调查320余起涉

嫌洗钱等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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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FATF工作概览

2011年，FATF召开了第二十二届第二次、第三次全会和第二十三届第一次全

会和类型研究工作会，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 反洗钱国际标准修订工作。FATF建议的修改涉及建议、释义及评估方法

等。2011年，对建议本身和释义的讨论接近尾声。新建议修改为40项，在风险为本

方法的适用、客户尽职调查、扩散融资、法人和其他法律安排的透明度、政治公众

人物、电汇、有效性评估的运用等方面做了较大改动。2012年将继续修订建议的评

估方法。

● 国际合作审查工作。为响应G20匹兹堡领导人峰会关于公布洗钱高风险国家

（地区）名单的要求，FATF下设的国际合作审查工作组定期审查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体系存在“战略性缺陷”的国家（地区）。2011年， FATF经过审查，于每

次全会后发布“FATF公开声明”和“改进全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持续进

程”两份文件，列明了这些国家（地区）。

● 类型研究工作。2011年，FATF发布了关于清洗腐败资金、人口贩卖、海盗

及其他要求赎金的劫持行为的三份类型研究报告。

● 讨论通过法国、荷兰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告。至此，FATF第三

轮互评估全面完成。

专栏1.1

监察部牵头积极参加G20反腐败工作组有关工作。工作组向G20戛纳峰会提交了落实

《G20反腐败行动计划》的监督报告。戛纳峰会宣言指出，支持FATF继续甄别在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方面存在不足的国家和地区，更新和实施FATF有关标准。

2011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与日本、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先后签署了双边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至此，中国共与19个国外或境外金融情报中心签

署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收到境外金

融情报机构情报函件283份，其中情报协查202份，情报转介81份。根据有关谅解备忘录

和相关规定，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及时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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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APG工作概览

APG第十四届年会于2011年7月在印度召开,与FATF的联合类型研究年会于11

月在韩国召开。全年主要工作包括：

● 讨论通过马绍尔群岛、马尔代夫、老挝、尼泊尔、阿富汗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的互评估报告。

● 继续向国际合作审查范围内的APG成员提供协助。

● 继续研究讨论大规模跨境欺诈、非营利组织和贸易洗钱等类型研究课题。

● 接纳不丹为APG正式成员，至此APG已有41个正式成员。

专栏1.3

2011年EAG工作概览

2011年，EAG召开了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全会以及法律与互评估工作组、类

型研究工作组会议。全年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 签署协议。2011年6月，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七国政府的代表签署了《欧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

资组织协议》。哈萨克斯坦、印度随后也完成了签署手续。协议将在各成员国批准

后生效。

● 互评估工作。2011年，EAG讨论通过了对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告。至此，EAG完成对成员国的第一轮互评估。

● 类型研究工作。EAG全年共发布关于电子货币交易有关洗钱和恐怖融资风

险、预防政府采购相关犯罪以及与毒品贩运相关的资金流动三份类型研究报告。

● 设立监管工作组。2011年，EAG撤销了风险预防与评估工作组，增设监管工

作组，帮助各成员国落实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措施，研究洗钱和恐

怖融资风险评估方法，总结EAG成员国在监管方面的最佳实践，与私营部门就监管

问题进行对话等。

● EAG与中东北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互相接纳成为观察员。

专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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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反洗钱研究与宣传培训

反洗钱研究。2011年，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围绕冻结涉恐资产与反恐

怖融资、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划分、第三方支付组织反洗钱、大额现金管理、反腐败与反洗

钱、新型洗钱类型等热点问题积极开展研究。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继续每月编

印《反洗钱工作简报》，向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金融机构发送，及时交流

反洗钱工作经验。人民银行征集部分国内外反洗钱优秀调研成果结集成册公开出版，供相

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参考。保监会通过内部信息刊物交流反洗钱调研报告和有关理论，部分

保监局编发专门的信息刊物，交流探讨反洗钱工作。人民银行、保监会还派出调研组多次

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地方反洗钱工作情况，提高反洗钱有关监管工作的针对性。

反洗钱宣传。人民银行组织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知识竞赛、有奖征文、街头

咨询等形式丰富的“《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五周年”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宣传反洗钱工

作五年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对广大民众普及反洗钱基础知识，提高民众防范洗钱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预防洗钱活动、遏制洗钱犯罪的风气。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行动起来，通过

电子显示屏播放反洗钱标语、营业网点发放宣传折页、在业务合同中增加反洗钱义务说

明等形式，主动对各类客户开展反洗钱宣传。

反洗钱培训。2011年，人民银行与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为《银行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

资培训手册》开发了配套的网络培训课件，为银行业机构反洗钱岗位开展标准化培训做

好准备工作。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反洗钱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针对性培训，重点

提高金融机构在客户身份识别、风险等级划分、可疑交易报告等方面的工作水平。保监

会在全行业范围内组织反洗钱视频会议和培训，学习国外反洗钱经验，组织编写《保险

机构反洗钱审计手册》，以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为审计切入点，以保险业务、资产管理

业务、中介业务为主线，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紧跟国内反洗钱政策和国际反洗钱趋势，

梳理反洗钱风险点，在审计程序和方法上对保险机构进行指导。各保监局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反洗钱宣传培训，如将反洗钱纳入高管培训班的培训内容，开展送培训下基层，派

专人到地市对当地保险机构进行反洗钱培训，举办反洗钱征文活动等。通过培训宣传，

保险行业反洗钱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