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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慨代胸深端洗伐

0
1911女 士准微信朋友田看

`1-条海タト代苅信 .ま ―― “辛,工品海
タト代痢 ,薇 ―賠十 ,全 国晨低

介",テえ躾系対方代勁高楷′

よ品。

ρ

0

2対オ要求先え4f50%的貨訳作カ

た全 ,待 llK到 貨物始,再 え4t余

飯,仁え全不退述。911女 士櫻照

対オ姜来,特 50%貨 款特二対オ

難′。

4-茶 月辻去了,'1女 士没有掟
Fl任何貨物信 ,き ,弄ユ友班対オ

已変え仝失躾。all女士拒案后 ,

警オ薇査友班,仁代約炸嶋的介
全一ユFll藤 ,就薇迅速提班或者

通迪国上匁行結え了。

3-周 后,対オ÷力文1女士已祭友

貨。両月え后 ,対オ声称,商 品

薇浄美れ下,妥か象 “美税"。

メ1女士千人台対オ水′,E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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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 矢除近昔中,核公司通辻友

布虚杓的高′∈僣款粽的,持友撃

的客′介全用子企人投資、蒟采

理財声品わ保隆オ品等。

二、P2P円繕僣貸平台ヨF法集資洗伐

1某 P2P国 客借贅千台公司宣称

其 “及事信′a配対参均ゎ育券

,た弁 ,服券声夫円友
～

中小微

企工"。

3渋辻多久,咳 /AK司 因え力接込

多亀Fll期 的借款わ高板オ1′き而

友生梼え事件 (印客′姜ネ及

口投介 )。

4簗公姜れ美調査,咳公司矢除

上足僣助円客借贅千台的投融介
信,3ヤ介功化ilt行 キ法集介。案

件爆友,待催付借款逢化え,サ
及全国40Ⅸ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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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斉増値税友票洗伐案

約

12015年 ,柱 某力首的7人

分ア1在某保税区注研7家羅

油貿易企上,速些企上均カ

空売公司,鳥子某集囲公司

族下。

2核 集囲公司在5家 ιヽ行升ユ雌

夕17茶 ,珀二了80余奏茶人好民

身分江件わ4“行藤声,オ1月 多企

薇行藤声目的循ネ交易,実現税

票流台わ☆全流向的匹配。

3上述公司的升′代理人多

力同一人,多 杢曇行唯′的

円上薇行交易IP地址オロ同,

操作時同相近。

42016年 当地公安局成功沐友れ

罪嫌疑人生某、乃某以及返某等

lo余人,掟家渉案薇行+270余
弦、空台増値税友票100余 木 ,

おケ場に全4兵 セL8733イι力し,考ケ及仝口

16企方市上下落公司800余家。

完善反洗銭 、反恐怖

融資 、反逃税監管体

制机制 ,是建没中国

特色社会主又法治体

系和現代金融体系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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圧″倍用十套現
黄先生

商  手机 :xxxxXXXXXXX

回址:― taoxianxinyongka com

四、ヨF法経営POS机套現

1白 2007年 11月 22日 た ,朱 某

オ1用 場造江件 申赤 “××え昔

部"、 “××爪外部"、  “××

キ店"POSれ 3台 ,丼准用多名貝

工,在 日上友布PO執套現信`き 。

0

2未某未用分散奏現信用十、分

散交易全顔及分散特入POSれ 的

“二分ぽ 方式,武 目持佛非法

套班イι罪治功。

4朱 某力十令名信月十持十人套

ネ班全釣6724万 え。2011年 3月

25日 ,某 市人民法院依法宣判薇

告人朱某れ+法多昔革,711走右

期掟刑3年 ,象刑3年 ,丼走蜀全8

万え。

3未某清奏班☆全八/AN司 難′特

入企人難声,ユロF通迪円上ι風行

結出或ATM提駆 ,特套班介全

4■ 分 “客声",藤′当え几子不

留余飯。

函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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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五、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盗取↑人銀行十資金

1黄先生浜
`1-条

美子×/Ak司 可赤

理高板度信用十的短信。

2象 t券 了解,対オ告寿赤理条

件 :一え需向核公司提供本人身

分信′き;二え需在指定薇行亦理

倍昔十丼を入和泣介全 ;二足左

倍昔升′吋必須萩留核公司提供

的子れ号鳩。

受lΩ

4イι半分子以黄先生名丈注舟え付宝藤

子,オ1月 支4f生 美瑛倍者十叶ス需給江

注冊信′きち薇行十萩留信,C足 否一贅的

潟洞,特え付宝藤声与黄先生孝

“

行藤子

及萩留手れ号辻行跡た,オ1月 え付生密

巧及手れ摯江功能特其介全結え,近辻

ATM駆班等手段 ,え戌洗残。

0

0
3黄先生櫻照抜公司提示在匁行赤

理了4鷹行十升′,丼を入4万え ,

填写了抜公司提供的象赤人員手

れ子鳩 ,え后 ,向抜公司提供了

催着十号。

発学議i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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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査始身分江友班,公安局口仕的

照片ち客夕身分ilE上 的照片不符。

青千核客声提供的身分江え第一代

身分江 ,41行オE員 送均日英え番史

挨辻身分江,客夕合物典キ。

44“行拒貝汰力抜客′右冒月他人

身分升声的嫌疑,たえ了抜客′的

升夕申清。

六、冒用他人身分江舟立銀行十

1某 男子持黄姓男子身分江Fll某

銀行え行オ立外行十及オ通国

上ι鷹行ユ募。4風行オE貝 友班客

′提供的身分江照片ち本人区

'1校
え。

3在 常核升夕申清牟叶,4“行オE

員友班核客声在地址た填写的在

址足身分江上的片ホ右地址,辻
―サ均同客′本当地的住j」L,客

夕慌,け表示住在実信。

0

0

rでつ
をぅ
。
つ

ヽ

姓名 貪某菜

性別 男 民族 波

出生 XXXXtt XttX日

地址 XXXXXXXXXX

０

甲/AN民 身分工号調 XXXXXXXXXXXXXXX

我 1〕 不能力勧 、理銀

行十.如果冒用他人

身分柾弄立銀行敗戸

可能会渉及犯旱 !

27

Loul 第四部分 法阿牧牧 疏面不漏 」

》



0毒
七、出告信用十的洗伐陥隣

1ダ 某オ1用 自己わ化人的身分

江件赤理了多雀信用十。

2ダ 某先始れ200全 米信用十

女分宋某、除某,用 子信用十

奏班。

4某地人民法院依法対薇■人

ダ某、末某わ陳某辻行宣渕。

3末 某、踪某十人所渉難′え

易迷上百化え人民千。

彿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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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 先生台抜地下伐た ,二 入10万 美
ん,咳地下伐庄水悌水先生本国内的

姜子冽ヽ女士当え可駆年値人民千。

4原 来核地 下伐 庄老捩 已携款 藩

逃 ,地 下伐庄的国内多昔人員と不

分去向。κ先生夫力追悔莫及。

八、地下伐庄)E款的煩悩

1ふ先生本国タト姪首,多常需要台国

内,E款 ,ふ先生通迪朋友得分某地

下残た,E款速度快,費用祇廉。

3 Fllヽ 女士前在抜地下伐注的国内

変昔地.こ ,争待迪的不足工作人

員,6え警察。

一日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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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几茶月后氷某以介全周拷力詢提出

退保ヤ清。保隆/AN司 立券人員台姜

悦明提前退保持帝来E夫板失,K
某秘些持退保。

九、寿瞼丙全保陰退保的秘密

1水某二1某保隆/AN司 以ええ方式珀采

200万ん寿隆両全保隆,保隆期限5

年。米某自称力/AN司 メ貝。

3調査友現,ふ某姐夫系某市机

力!委員会岳1主任,工因受賄案件

接受調査。ふ某珀兵寿隆両全保

隆オ品的200万 え工え其姐夫受

賄所得。

4ふ 某jE夫薇栓察れ美以i賄 罪起

折 ,米某興,以 沈伐罪薇起折 ,面 1/●

法律制裁。

更多反洗銭宣侍内容,情登景中国人民銀行官方同姑

3o    http://W、ぃv Pbcttv cn/fan対中anJu/135153Andcx ht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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