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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外汇管理知识介绍
银行结售汇业务是指银行为客户办理

的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兑换业务。结汇是
指客户将外汇卖给银行。售汇是指客户向
银行购买外汇，从银行角度来说，是售汇，从
客户角度来说，是购汇。

问：听说个人结售汇受每人每年5万美
元的限制，是这样吗？

答：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个人结汇和境内
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分别
为每人每年等值 5 万美元。个人年度总额
内的结汇和购汇，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
行办理。

问：那么境内个人超过等值5万美元的
结汇、购汇要如何办理呢？

答：境内个人需要向银行提供与结汇、
购汇业务相关的真实性证明材料。结汇的
证明材料如：境外收入证明、遗产继承法律
文书或公证书、经公证的捐款协议或合同

等；购汇证明材料如：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境外就医证明、相关合同或协议等。

问：什么是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
答：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是指通过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终端等银行非柜
台渠道办理的个人结售汇业务。境内个人
年度总额以内结售汇和境外个人年度总额
以内结汇业务可通过电子银行办理；除上述
情况以外的个人结售汇业务应按规定通过
银行柜台办理。

问：境内个人向境外汇款的业务应如何
办理？

答：境内个人从外汇储蓄账户向境外汇
出外汇用于经常项目支出的，当日累计等值
5万美元以下（含）的，直接在银行办理；超过
等值5万美元的，凭经常项目项下有交易额
的真实性凭证在银行办理。

问：个人在银行柜面存外币现钞有限制吗？

答：有。个人当日累计存入外币现钞等
值5000美元（含）以下的，凭有效身份证件
办理，超过5000美元的，还需要提供经海关
签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
物品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银行外币现钞提
取单据。

问：个人在银行柜面取外币现钞有限制吗？
答：有。个人当日累计取出外币现钞

等值 10000 美元（含）以下的，凭有效身份
证件办理，超过 10000 美元的，需要客户
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和提钞用途证明等
材料向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并向
银行提供经外汇局签章的《提取外币现钞
备案表》。

问：个人出境携带外币现钞的限额是多少？
答：个人携带等值5000 美元（含）以内

的外币现钞，海关直接放行；携带外币现钞
金额在等值 5000 美元以上至 10000 美元

（含）的，应当向银行申领《携带证》，出境时，
海关凭加盖银行印章的《携带证》验放；携带
外币现钞金额在10000美元以上的，应当向
所在地外汇局申领《携带证》，海关凭加盖外
汇局印章的《携带证》验收。

问：境内个人境外购房可以在银行汇款吗？
答：不可以。目前，个人境外购房尚未

开放，因此境内个人不得以购房名义向境外
汇款。

问：境内个人是否可以到境外购买保险？
答：境内个人因到境外旅行、留学和商务

活动等购买的个人人身意外险、疾病保险，属
于服务贸易类交易，是外汇政策允许和支持
的。但境内个人到境外购买的人寿保险和投
资返还分红类保险均属于金融和资本项下交
易，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尚未开放。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宣

新华社兰州2月13日电 13日上午，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
判孙发明等 34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告人孙发明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7项罪名被
判有期徒刑 20 年。据悉，此案为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甘肃省首例公
开宣判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经法院审理查明，以孙发明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
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
通过实施抢劫、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聚众
斗殴、敲诈勒索、开设赌场、妨害公务等违
法犯罪活动，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
织。通过非法采砂、抢劫、强迫交易、开设
赌场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并为其成员配
备土枪、砍刀等作案工具，以支持该组织
的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严
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共 17 人，其中被告
人孙发明为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郭刚、
贾光魁等 9 人为骨干成员，被告人陈昌
学、何伟等 7人为参加者，其余赵青权、徐
达元等 17 名被告人还犯有聚众斗殴、敲
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罪。

兰州中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
孙发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抢劫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
殴罪，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年，剥夺政治权
利 2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被
告人郭刚、贾光魁、王宾鹏、张小刚等 33
人分别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
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
罪、非法拘禁罪等，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1年至 14年不等，其中对郭刚、贾光魁、
王宾鹏等并处罚金。

多地“升级加码”限制燃放

记者采访了解到，针对燃放烟花爆竹
产生的空气污染，之前饱受雾霾困扰的京
津冀地区，今年春节纷纷对烟花爆竹的燃
放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把往年的主城
区“限制燃放”升级为主城区“全面禁燃”。

2017年 12月，北京正式公布实施了新
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要求在五环路内实施全面禁放；五环路
外，划定禁、限放区域。此外，空气重污染
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全市禁售、禁放。
跟往年相比，所有大、中、小型的组合类烟
花以及吐珠类烟花爆竹也全部被列入禁
售范围。

与此同时，天津也出台了《天津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决定》，明确从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含外环线）地区将
不分时间、地点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随后，环城四区、静海、武清、宝坻、宁河、
蓟州、滨海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也相继发
布“禁放令”，涉及范围再次扩大。而 2017
年春节期间，天津采取的只是“限时”燃
放。

在河北，不少地方今年也都实施了全
面禁燃的政策。如邯郸市规定在主城区
范围内，2018年全年（包括春节）禁止燃放
任何种类的烟花爆竹；廊坊从 2018年 1月
1日起，市区、各县（市）城区全年任何时间
禁燃；唐山更是发布了《关于禁限放烟花
爆竹的通告》，规定 5年内市区禁限放烟花
爆竹。

江苏省苏州市也有相关规定，市区禁
放区域由原来的 376.22 平方公里，扩大到
464.3平方公里，扩大了 88平方公里，施行

时间为 2018年 1月 1日。

支持“禁燃”声音渐成主流

“今年春节，街上摆摊卖炮的或将成
为历史了。”不少网友表示，这是近年来各
地方出台的最严“禁燃令”了，以前的一些
规定在春节的特定时间还是允许燃放的，
但这次并没有“留口子”。虽然有人担忧
这样的春节会少了年味，但记者采访发
现，更多人还是对此持肯定态度。

据环保部门数据显示，天津市 2017年
正月初一零时，15个区达到重度及以上污
染，其中严重污染区 13 个，全市 PM2.5 平
均小时浓度迅速增长了 6.67倍。近年来，
燃放烟花爆竹的负面影响被公众逐渐认
同，一些市民也自觉地不再燃放，尤其是
这几年空气污染问题，更促成了公众保护
环境共识的达成。

网友奥古斯都表示，“支持禁放！燃
放烟花爆竹具有一定危险性，每年春节
都能在新闻上看到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
的火灾和人身伤害。另外，烟花爆竹燃
放的废渣污染不可忽视，爆竹过后一地
狼藉，多少环卫工人的辛酸苦楚谁人可
知？”

一些网友建议，如果大家想要体验年
味，可以到乡下或者主城区以外允许燃放
烟花爆竹的地方“过把瘾”。也有网友建
议可以借鉴日本的烟花大会，每年新年时
由相关部门统一在特定区域安排燃放焰
火，组织市民安全有序观赏。此外，民俗
专家建议，可以加快推广“电子鞭炮”“烟
花投影”等替代物的使用，保留春节的年
味。

禁燃成效初显 市民更趋理性

相关专家表示，除了春节，在其他节
日，或是婚丧嫁娶，进学升迁，商铺开张
等，只要为了表示热闹喜庆，人们都习惯
以燃放烟花来庆祝。而随着城市的建筑
和人口密度不断增长，在安全隐患和环保

压力的影响下压力的影响下，，燃放烟花爆竹的弊端日益燃放烟花爆竹的弊端日益
明显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次多地对重点此次多地对重点
区域和地点实行禁放区域和地点实行禁放，，出发点就是最大程出发点就是最大程
度减少烟花爆竹燃放对人口密集区和产度减少烟花爆竹燃放对人口密集区和产
业集中区的环境污染业集中区的环境污染、、扰民及安全危害扰民及安全危害。。

根据环保部通报的 2013 年至 2017 年
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影响情况，监测
分析显示，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对城市空气
质量影响较大，导致 PM2.5浓度快速上升，
空气质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上海、南
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
市在除夕夜间 PM2.5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
升现象，和本地未禁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
下降。

“现在的年轻人对过年放炮的兴趣大
不如前，尤其是之前冬季的雾霾天气，让
很多人都树立了环保意识，对待燃放烟花
爆竹的选择也越来越理性。很多以前是
为了应景或者从众心理而去放炮的，现在
自然就成为新规的支持者。”部分网友还
担心，“禁燃令”规定虽严，但放炮毕竟是
瞬间行为，恐怕执行起来会在一定程度上
遭遇落实难，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真正做到

“令行禁止”。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新华社香港2月13日电 香港粉岭
裁判法院 13日就香港大埔严重巴士车祸
案开庭。肇事司机陈浩明被控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被告暂时毋须答辩，案件
押后至 4月 10日再审。

香港一辆双层巴士 10日傍晚在新界
大埔公路发生侧翻事故，造成 19人死亡，
60多人受伤。肇事司机陈浩明因涉及危
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受伤于 10日晚被
香港警方拘捕调查。香港警务处 12日晚
对肇事司机提起诉讼，案件于 13 日在香
港粉岭裁判法院开庭。

根据案情，肇事司机在案发路段驾
驶双层巴士转右弯下斜坡时，以约 70 公
里高速行驶，其间翻车致 19人死、60多人
受伤。肇事司机被香港警方以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控罪。

据悉，香港警方已为 28 名乘客录取
口供。由于仍需时间为另外 37名乘客及
可能目击事件的市民录口供，并要等候
验尸报告及行车记录仪数据分析等，警
方申请将案押后 8星期后再次审讯。

粉岭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练锦鸿批
准将案件押后至 4 月 10 日，以便警方进
一步调查。警方起诉人表示，在完成调
查后，会考虑案情及咨询法律意见，不排
除改控更严重的罪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2日表
示，将就相关交通案件提出一个由法官
主持的独立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视香港
专营巴士的营运、监管及社会提出所关
注的议题。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
立表示，非常支持这个建议，并会作出全
面配合。

最严禁燃令出台，春节你还放炮吗？

兰州中院公开宣判一起重大涉黑犯罪案件 香港巴士车祸案开庭
肇事司机被控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

当“爆竹声中辞
旧岁”遇上“史上最
严禁燃令”，今年
春节，你还会放
炮吗？日前，全
国 多 地 出 台 相
关规定对燃放烟
花爆竹进行规范和
限制，一些地区还在
往 年 要 求 的 基 础 上

“升级加码”，力争营造
出一个“不闻鞭炮声”的
春节。记者采访了解到，
近年来，在安全和环保问
题被日益重视的背景下，
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
竹成了更多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