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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洗钱？什么是反洗
钱？为什么要反洗钱？

洗钱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

益，通过各种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犯罪行为。比如，为犯罪

分子提供银行账户、购买有价证券、转移资金

等。

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

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

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规定采取相关

措施的行为。

洗钱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洗钱

活动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不仅破坏经济

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破坏市场经济有序竞

争，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和正常运行，威胁金

融体系的安全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

私、恐怖活动、贪污腐败和偷税漏税等严重刑

事犯罪相联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

安定、经济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通过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

展，从而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

洗钱及相关犯罪。

二、社会公众的反洗钱义务和
应具备的反洗钱意识

（一）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

合法的金融机构接受监管，履行反洗钱

义务，是对客户和自身负责。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在对

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中获取的客

户 身 份 资 料 和 交 易 信 息 ，应 当 予 以 保 密 。

选择安全可靠，严格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

融机构，您的资金和个人信息才会更加安

全。

（二）主动配合反洗钱义务机构进行客户

身份识别。

按要求出示您的有效身份证件，完整、准

确、详细填写您的身份信息，积极配合义务机

构完成身份确认，认真回答义务机构的合理

提问。

（三）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

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可能产生

以下后果：他人借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协助他人完成洗钱和恐怖活动；成为他人金

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诚信状况受到合理怀

疑，信用记录受损。

（四）不要出租或出借资金的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不仅是您进行交易的工具，也

是 反 洗 钱 资 金 监 测 和 案 件 调 查 的 重 要 途

径。贪官、毒贩、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罪犯都

有可能利用您的账户从事洗钱和恐怖融资

活动。因此，不出租、出借金融账户，既是

对您权利的保护，又是守法公民应尽的义

务。

（五）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通过各种方式提现是犯罪分子最常用的

洗钱手法之一。有人受朋友之托或受利益诱

惑，使用自己的个人账户或公司的账户为他

人提取现金，为他人洗钱提供便利。请您切

记，账户将忠实记录每个人的金融交易活动，

请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六）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动员社会

的力量与洗钱犯罪作斗争，保护单位和个人

举报洗钱活动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洗钱法》特别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

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公安机关举报洗钱活动，

同时规定接受举报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

内容保密。

反洗钱知识宣传栏（连载 2）

反洗钱，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公众应该知晓的反洗钱知识

5月 22日，由市效能办、市热

线办、遂宁日报社联合主办的

2019 年第四期“聚焦民生·热线

问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

活动举行，市住建局副局长黄小

文带领华润万通燃气公司参与值

守。活动中，市住建局和华润万

通燃气公司不仅现场回答了市

民、网友、媒体的提问，《遂宁日

报》、遂宁新闻网、遂宁客户端等

媒体记者还深入燃气泄漏现场，

亲身感受了紧张的抢修过程。

值
守
现
场

市住建局、华润万通燃气公司值守“聚焦民生·热线问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活动

场内燃气安全关注度高
场外记者感受燃气泄漏抢修过程

“我在河东新区购买了房屋，准备安装水电

气 ，物 管 告 知 不 能 擅 自 改 气 管 ，请 问 是 否 属

实？”“燃气的纯度不够，火呈红色，请问这种是

否有安全隐患，应该如何处理？”“燃气管道生

锈对安全是否有影响，是用户自行维护还是燃

气公司维护？”……还未到 9 点，12345 政府服

务热线接线大厅里的电话铃声就此起彼伏。

在短短的 1 个小时里，12345 共接到了 39 个热

线，其中大部分都事关燃气安全，12345 接线员

按照来电人反映的情况分别接入各个值守嘉

宾专线，市住建局和华润万通燃气公司的值守

嘉宾也与市民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并对市民

提出的燃气安全、燃气价格、燃气检测、用气服

务、供气能力等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了详

细解答，对需要调查处理的问题，嘉宾们也当

场表态将立即严肃调查，尽快给市民一个满意

答复。

记者从市热线办了解到，在值守热线活动

结束之后，仍有许多市民打进 12345 反映燃气

相关问题，市热线办也将统一转交给华润万通

燃气公司进行相应处理。

媒体一问：一些市民质疑燃气公司不选择

每个月抄表收费是为了收取燃气费产生的滞纳

金和阶梯气费，请燃气公司对此进行解释。

华润万通燃气公司：公司抄表日期是 1-20
日，其中非居用户是每月抄表一次，为了避免

抄表员入户抄表打扰用户私人时间，结合公司

抄表管理工作，居民用户是每 2 月抄表一次，

抄表成功的第 15 天和第 25 天，会向欠费状态

的燃气用户发送催费短信，提醒用户按时缴

费。

依据《四川省燃气条例》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居民用户在抄表 60 日后仍是欠费状

态，自逾期之日起，每天按照拖欠气费金额的千

分之一收取滞纳金；非居民用户，在抄表 30 日

后仍是欠费状态，自逾期之日起，每天按照拖欠

气费金额的千分之一收取滞纳金。

我公司目前用气价格是根据遂发改【2019】
89 号文件精神执行的，居民生活用气实行年度

阶梯气价，执行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居民生活用气价格具体为：年度内累计使

用 450 立方米以内（含 450 立方米），属第一阶梯

气价按 2.09 元 /立方米执行；451 立方米至 660 立

方米，属第二阶梯气价按 2.50 元 /立方米执行；

660 立方米及以上，属第三阶梯气价按 3.13 元 /
立方米执行。

媒体二问：今年以来，12345 已接到多起关

于贵公司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的相关投诉。请

问，贵公司围绕“查问题、讲担当、提效能”做了

哪些工作？查实类似问题后，你们是如何处理

的？

华润万通燃气公司：自去年以来，公司根据

当地政府作风整治相关要求，一是建立党建平

台，通过《遂宁日报》、政府网络平台等渠道对

外公示公司服务承诺，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成

立一站式客服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燃气业务，搭

建业务受理综合平台，减少用户跑路，提高服务

工作效率。三是通过设立服务监督员岗位，安

排专人抽查服务现场、电话拜访用户，实时了解

窗口服务工作；四是对公司一线人员服务工作

进行效能监察。

为进一步做好“查问题、讲担当、提效能”的

相关工作，今年，公司相继成立了斗城燃气先锋

队、蓝焰服务先锋队，以最快速度解决用户在通

供气、户内抢维修、抄表收费等服务过程中遇到

的难点和难题，优化服务，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公司一线员工工作能力、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日

常工作中存在部分员工工作散漫、态度不好的

情况，公司是核实一起、查处一起，并根据造成

的影响范围和后果，对相关人员进行单独谈话、

扣罚个人月度绩效、扣罚部门业绩分值、调岗处

理、待岗处理。

媒体三问：网友反映，贵公司官方网站已成

为“僵尸网站”，多年未更新。停气公告、行业

资讯等栏目的最新信息还停留在 2014 年，客户

服务栏目则是在 2012 年更新。另外，贵公司官

方微信也是多年未更新。请问怎么解决？

华润万通燃气公司：现目前，公司官网点击

率低，用户关注度不高，对用户影响不大。公司

也向用户发送手机短信进行了燃气信息告知，

通过新闻媒体、报刊杂志、移动多媒体客户端进

行了重大事项发布，也借助了政府官网发布停

供气等日常燃气信息。

目前，公司正在制定有关重要燃气信息发

布方案。届时，公司将利用微信公众号定期对

重要和用户关注事项进行实时发布，让广大用

户及时获取到燃气信息。

媒体四问：请问居民家停气大概有哪几种

原因，如果没有及时恢复供气，有没有相关问责

措施？

华润万通燃气公司：停气分计划性停气和

抢险临时停气，计划性停气包括新用户新管线

的连接，按国家行业规范要求的设备检修停

气。临时停气主要是漏气、第三方破坏燃气管

道、设备故障、用户热水器接错水管和气管引起

管道进水的抢险停气。

一般性的抢修，90%以上半天时间都能完

成并恢复（夜间 21 点至次日早晨 6 点严禁恢复

供气）。确实存在部分漏气停气无法立即恢复

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管线走向复杂，漏点难确

定；违章占压严重，改管困难等原因。这些就

需要市政部门、社区、街道办等多部门的大力

支持。只有险情排除了，我们才能恢复供气。

对于未能及时恢复的，公司会采取现场张

贴停气通知、短信告知、本地媒体发布等方式通

知用户，取得用户的谅解，并现场持续抢险，争

取最快恢复。若没有及时恢复供气，公司服务

监督部门、业务部门通过情况核实，属于公司员

工主观造成不作为、不积极的情况，公司会依照

管理规定进行问责，对违规人员、违规部门进行

绩效处罚以及通报。

燃气安全关注度高
一小时接 39个热线

员工态度不好
核实一起查处一起

媒体问政

现场见证

燃气泄漏出现明显异味
抢修队 10分钟解决问题

“喂，万通燃气公司吗？我家燃气漏气了，

请尽快派人处理。”5 月 22 日上午 11 点 47 分，华

润万通燃气公司抢修热线 2226660 接到市民来

电反映，称他所住的南门建安小区 4 幢出现了

燃气漏气现象，并出现明显异味。接到热线后，

斗城燃气先锋队抢修人员迅速携带专业设备赶

至现场，《遂宁日报》、遂宁新闻网、遂宁客户

端、@遂宁发布等媒体记者也赶到抢修现场，见

证了专业抢修队耐心、仔细的抢修过程。

抢修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疏散周边

居民，引导过往人员远离事故区域，并打围设置

警示。紧接着，专业人员用激光检测仪检测漏

点及周边地区天然气浓度，制定抢修方案，对现

场进行处置。经检查，此次事故泄露较小，所以

只用了 10 分钟，问题就得以成功解决。

“为提高服务效率，公司成立了斗城燃气先

锋队、蓝焰先锋队，抢修人员也大多是党员。”

华润万通燃气公司客户部经理王伟介绍，在日

常工作中，他们经常接到市民家中燃气泄露的

热线电话。对此，他提醒广大市民，在燃气管

道、燃气表、燃气阀门等燃气设施上不要悬挂物

品，也不要搭绳拉线，以免燃气设施因外力损坏

而引发泄漏。若出现故障，用户自身不能排除

的，可立即拨打抢修热线 2226660、2236150，该

公司也会第一时间派抢修人员上门处理。

值守现场

全程网络直播
网友重点关注停气信息

“希望你们加大停气信息的宣传力度，要不

然我们了解不到。”昨日的活动得到了@遂宁发

布、遂宁新闻网、@在遂宁、遂宁客户端、遂宁党

政参考手机报等媒体以及官方微博微信平台的

大力支持。其中，遂宁新闻网和遂宁客户端还

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直播，网友纷纷通过微博、微

信参与提问、讨论。

截至 18 点，网络浏览量已经达到了 26 万余

次。评论中，不少网友针对我市燃气各方面工

作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其中大部分留言都与停

气有关。对此，市住建局与华润万通燃气公司

的值守嘉宾都不予回避，积极正视问题。对网

友咨询的问题，从政策、法规上作了详细解释；

对网友投诉的问题，均表示活动结束后将立即

展开调查。

抢修现场

■全媒体记者 谭周胜 郑小艳 余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