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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知识宣传栏（连载 3）

反洗钱，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遂宁市反洗钱机制建设和取得的成效

一、遂宁市反洗钱机制建设情况
（一）建立核心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

2005 年，遂宁市就依据《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建立了全市反洗钱核心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

2015 年 5 月 18 日，遂宁市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发布了新修订的《遂宁市反洗钱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将全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扩充为中国人民银

行遂宁市中心支行、市法院、市检察院、市政府办公室、

市公安局等 22 个部门，并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

责。按照联席会议制度规定，各成员单位应认真履行各

自职责，定期分析研判全市反洗钱形势，协调推进全市反

洗钱工作。

（二）健全打击洗钱犯罪工作协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反洗钱联席会议核心成员单位协作，

2017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遂宁市人民检察院、遂宁市公安局联合印发了

《遂宁市打击洗钱犯罪工作协作机制（试行）》（遂银发

〔2017〕26 号）。明确协作各方要以依法依规、协作配合、

正向激励、打防结合为原则，从加强协调沟通、注重线索

收集、开展线索研判、做好案件协查、及时反馈信息五个

方面明确了具体的协作事项，统一将打击洗钱犯罪列入

工作重点，整合内部力量，畅通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优先办理涉及洗钱案件的相关工作。

（三）构建和深化专项行动合作机制

近年来，遂宁市各部门围绕禁毒、打击利用离岸公司

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扫黑除恶、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专项行动，建立和形成了密切、深

入、畅通、高效的工作机制。各方汇集自身优势，打破信

息壁垒，不断强化重点领域资金监测，精准搜集反洗钱金

融情报，建立专项行动的案件线索处理绿色通道，并通过

线索分析研判、案情专题会商、相互交流培训等形式，强

化沟通、协作。如 2018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

支行、遂宁市公安局联合印发了《遂宁市扫黑除恶银警合

作办法》（遂银发〔2018〕41 号），建立了联络协调、线索案

件协查、线索移送反馈、银警互训等四大机制，警银双方

情报信息双向共享的渠道更加畅通，也进一步筑牢了金

融领域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平台和基础。

二、遂宁市近年来反洗钱工作成效
多年来，遂宁市各反洗钱联席会议核心成员单位和

各义务机构积极贯彻中省市反洗钱工作要求和部署，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全市反洗钱工作广度和深度不

断拓展，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合作广度不断拓宽。全市各反洗钱核心成员单

位不断强化协调沟通，围绕建立健全打击洗钱犯罪、扫黑

除恶、特定非行业反洗钱的合作机制、操作流程等，先后

制定印发了《遂宁市打击洗钱犯罪工作协作机制（试

行）》《遂宁市扫黑除恶银警合作办法》《遂宁市房地产开

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反洗钱工作实施细则》《社会组

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关于金银珠宝业执行

反洗钱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通知》等文件制度，推动我

市打击洗钱犯罪和特定非行业反洗钱监管试点工作取得

了较好成效，全市的反洗钱战线不断延伸，多部门反洗钱

合作更加紧密，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二）监管力度不断强化。近年来，作为全市反洗钱

核心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牵头部门，中国人民银行遂宁市

中心支行秉承“风险为本”的监管思路和原则，综合运用

行政执法检查、现场走访、风险评估、约见谈话、分类评

级、质询等多种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手段，依法依规对全市

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引导和督促其切实履

行好反洗钱法定义务，贯彻执行好监管新规。 2009 年

来，累计对市内 25 家金融机构开展 28 次反洗钱行政执法

检查，对 10 家机构及 11 名相关责任人实施了行政处罚，

处罚金额合计 203.5 万元，有力地促进了被查机构问题整

改。

（三）义务机构履职水平达到新高度。随着监管和处

罚力度的不断加强，市内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不断

增强，各机构均建立了“一把手”负责的反洗钱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了各层级反洗钱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反洗钱

核心制度及配套制度，制定了实施细则或操作流程，搭建

了反洗钱业务系统，客户身份识别、分类管理等基础工作

进一步规范，资金监测和分析能力不断提升。全市金融

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防控反洗钱风险的整体水平明显

提升。

（四）资金监测和案件协查效果突出。近年来，中国

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市内各金融机构与公安机关

相关职能部门、市税务稽查局等执法部门不断强化沟通

联系，理清专项行动工作思路和工作职责，了解我市相关

犯罪的新趋势、新特征、新手法，总结归纳相关犯罪的监

测分析识别点，不断提升可疑线索的甄别分析能力。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末，市内各金融机构向中国人

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报送重点可疑交易线索 67 起，涉

及制贩毒、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网络赌博、虚开骗税、地

下钱庄、电信诈骗、涉黑涉恶、网络传销等多种犯罪活

动，其中移送公安机关并立案 9 起，促使多起大案要案成

功告破。同时各金融机构积极配合有权机关开展案件协

查和反洗钱行政调查，有力地助推了案件的侦办和线索

的研判。

（五）培训宣传效果明显。培训方面，2015 年来，中国

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集中组织对金融机构开展反洗

钱业务知识培训 10 余场次，根据部分机构的培训需求以授

课或座谈等方式开展上门专题培训 20 余场次，与市公安

局、市税务机关等部门开展反洗钱相关业务互训 6 场次，开

展市、县金融系统反洗钱知识竞赛 2 次，有效提升了各单位

反洗钱人员的履职能力。宣传方面，将日常宣传与集中

宣传相结合、传统宣传与创新宣传相结合，突出重点区域

和重点人群。通过多年来的持续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了

良好的反洗钱氛围，社会公众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

工作的意识及防范洗钱犯罪活动的能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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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遂宁籍“烈士”唐代理的新闻在各大网站媒
体疯传。无人祭祀的“烈士”墓碑风化开裂、脱落，让广大
读者感到悲凉的同时，都希望能够找到“烈士”的后人。获
知线索后，本报记者也第一时间与蓬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取得联系，并赶到唐代理的老家——蓬溪县群力乡。

长眠内蒙古
遂宁籍“烈士”唐代理引关注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长眠内蒙古 四川

遂宁籍烈士唐代理的后人在哪里？》报道在网上疯传，各

大网站媒体纷纷转载。

报道称，5 月 3 日，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烈士陵园的工

作人员王立儒偶然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阿里得尔

苏木的南山上散步。行至一处零散分布着当地居民墓地

的山谷中时，突然发现一块无人祭祀的“烈士”墓碑。墓

碑上印刻着五角星，其顶部和表面已经因风化开裂、脱

落，但是墓碑上的文字依旧清晰可见——“唐代理烈士之

墓，四川省蓬溪县天福区群力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

三八部队七十分队七一小队”。随后，王立儒着手查找唐

代理“烈士”的线索。在查询乌兰浩特市烈士陵园的资料

和中华英烈网无果后，他拨通了“烈士”籍贯地遂宁市烈

士陵园的电话。遂宁市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同样没有在

市烈士陵园的资料中找到有关唐代理的记录。

无人祭祀的“烈士”墓碑风化开裂、脱落，牵引着当地

媒体及热心市民的心。为了找到“烈士”后人，内蒙古

《北方新报》、封面新闻结合两地政府、媒体力量，为长眠

于内蒙古的这名川籍“烈士”寻找后人。

亲人回忆
唐代理确实参军牺牲

关于四川遂宁籍“烈士”唐代理的报道，也引起了本

报的关注，5 月 22 日中午，顶着烈日，本报记者赶到唐代

理的老家——蓬溪县群力乡。

“接到这条线索后，我们也立即安排党政办、民政办

的工作人员及村社干部挨家挨户的进行核实，最终，确认

网上报道的那个唐代理，就是我们蓬溪县群力乡会民村

人。”蓬溪县群力乡党委副书记文小永告诉记者，目前，

唐代理还有个 65 岁的弟弟唐代财就在老家，妹妹则嫁往

他镇，此外，唐代理的战友也在会民村。

在会民村，记者见到了唐代财，谈及参军牺牲的哥

哥，唐代财也满是伤感。“他参军的时候，我就 10 岁左

右。”唐代财说，哥哥参军刚两年，家里就收到消息，称哥

哥因病牺牲，并寄回了哥哥的军大衣和一些物品。唐代

财告诉记者，当时因为条件有限，他们没想过也不知道如

何把哥哥的遗体接回来，如今，既然知道了，他们还是希

望能将哥哥的骸骨迎接回来，清明春节时，让后辈缅怀祭

拜。

去世前是副班长
有关方面称无烈士身份记录

在该村，当年与唐代理一起参军入伍的一共有三人，

73 岁的常显高，便是剩下的最后一人。

“我们是 3238 部队 70 分队 71 小队，主要在辽宁、内蒙

古等地进行国防施工，是工程兵。”几十年过去了，回忆

起部队番号，常显高仍能流利背出。

积极、上进、踏实、能干……谈及唐代理，常显高满是

钦佩，因为表现突出，参军不久的唐代理便成了副班长。

常显高回忆说，1966 年，他们所在的部队在内蒙古兴安盟

开展工作。那年 4 月 30 日，部队上午工作完毕后，下午便

要开展学习。

4 月 30 日下午，部队要统一集合学习，地点选择在山

里一处树林中。大家在山上集合时，唐代理突然倒下。

他倒地后，战友们立即将他背到营中卫生队，遗憾的是，

还没赶到卫生队，唐代理就没了呼吸。经过医务人员诊

断，唐代理是由于急性心衰竭故去。

第二天，部队组织了士兵送别唐代理，常显高和另一

位川籍战友亲手将其埋葬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阿里

得尔苏木的一处山坡上，并特地找来水泥，立下碑文。常

显高说，由于部队的流动性，此后他们便离开了内蒙古。

那么，唐代理的真实身份到底如何？家人希望迎回

骸骨的愿望能够达成么？就此，本报记者与蓬溪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取得了联系。

蓬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我们蓬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在与省、市相关部门汇

报相关情况，并请求内蒙古方面帮忙进行核实。待信息

核实清楚后，再商讨具体的处理事宜，并按照相关管理规

定进行处理。”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无人祭祀烈士墓碑”家人已找到
病故属实 暂未发现烈士身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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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遂宁家装行业峰会在

明 村 喜 事 汇 举 行 ，本 次 活 动 主 题 为

“携手·聚势·共赢”。据了解，作为遂

宁第一届家装行业峰会，活动由日丰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指导，遂宁日丰总

代理承办，本次大会邀请了遂宁 60 家

优秀装饰装修公司负责人参会。大

家欢聚一堂，共话遂宁家装发展。

“用心为客户着想，用品质说话，

家装企业才能真正走得长走得远。”

活动当天，特邀家居·中国榜样装饰

人物、重庆市人社局培训中心特聘专

家冉奎对目前家装行业发展状况进

行了分析，并对遂宁日丰如何服务遂

宁装饰装修公司，就企业如何始终坚

持“品质铸就品牌、口碑赢得市场”的

经营理念作经验交流，赢得现场装饰

装修企业负责人的阵阵掌声。

遂宁日丰总代理李广平表示，随

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如今家

装行业正发生着悄然变化，但品牌质

量、品质服务、规范化服务一直没变，

只有懂得聚焦用户价值，持续为用户

创造价值，才能让企业更好地发展下

去 。 同 时 ，今 后 将 继 续 通 过 系 统 服

务、透明服务、激励机制来服务大众

消费，让遂宁的家装行业越来越强。

本 次 峰 会 还 为 升 洲·捌 零 装 饰 、

心田家居、维克维尔三家合作优秀企

业装饰公司颁奖。

唐静 文 刘昌松 图

交流经验 共话发展

首届遂宁家装行业峰会举行

大会现场参会嘉宾现场了解日丰产品合作优秀装饰公司领奖日丰产品

重庆大本营装饰公司董事长冉奎做经验分享

遂宁日丰总代理李广平致开幕词

遂宁家装公司代表发言

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