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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境外留学汇往学校超 5 万美元凭学校的收费单
可以不受额度限制吗？

答：是的。境内个人购汇支付境外留学学费不受年
度购汇额度的限制。

问：孩子在国外留学，汇外币去国外，需要证明材料
吗？

答：如果涉及购汇，且在年度总额内，凭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直接办理，如果超过年度总额，凭有交易额的留
学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汇出环节，按《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当日汇出累计在 5 万美
元以下，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直接办理，超过的凭有交
易额的留学相关证明材料办理。

问：境内个人向自己 2 年前在国外留学时开立的境
外账户汇款 6000美元，用于旅游。国际收支申报国别填
什么？

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6 年版）>的通知》要求，
境内居民通过境内银行与境外居民发生的收入和支付
款项，“付款人/收款人常驻国家（地区）”填写为境外居
民境外账户开户银行所在国家或地区。

问：请问如果在海外亚马逊平台开立网店，营业额
该如何汇回国内？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从业者来说该如
何解决资金往来款问题？

答：目前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通过境内报关的进
出口公司收结汇；二是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支
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的规定，个人通
过经批准开展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支付机构收结
汇；三是个人按《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
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凭合同及物流公司出具的运输
单据等商业单证办理收结汇。

问：客户在电商平台上的交易款通过三方支付平台
PayPal提现，银行会收到一笔从 PayPal汇来的钱，申报是

在银行申报还是在提现时已经申报？
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

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汇
发〔2015〕27 号）关于集中收付业务的申报要求，第三
方支付机构，应在跨境交易环节对实际收付数据或
者 还 原 数 据 进 行 申 报 。 因 此 ，收 到 PayPal 的 交 易 款
项，应在资金跨境时由 PayPal 进行申报。此外，根据
27 号文第二章申报原则第二节申报方法和时间的第
十二条，发生涉外收入的申报主体，应在解付银行解
付之日或结汇中转行结汇之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
该款项的申报。

问：境内个人在电商平台购买境外商品，通过第三
方支付平台办理的外币购汇业务，占用个人年度购付汇
总额吗？

答：不占用个人年度购汇额度。

外汇管理政策知识解答（二）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局宣

售价百余元一盒的降糖保健食品，成
本其实不超过两元，开始服用时降糖“效
果”很明显，是因为非法添加了格列本脲
等西药成分，长期大量服用会损害肝、肾
功能甚至死亡。

浙江台州警方近期侦破一起特大制
售假降糖保健食品案，摧毁了一个集原料
采购、制作、包装、分级销售的全产业链犯
罪团伙，扣押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降糖保
健食品 10万余盒，查证已售出有毒有害降
糖保健食品 4200 余万盒，涉案金额高达
16亿元。

粉碎的药粉随意放桶里
掺淀粉直接用手抓

犯罪嫌疑人李某是这条地下产业链
的源头供货端。因家人多在医药公司工
作，李某想到通过医药公司批发西药转卖
赚钱的主意。在没有许可证和执照的情
况下，她挂靠到一家药品批发公司，购买
到格列本脲、二甲双胍、硝苯地平等西药，
并通过微信销售这些西药。

安徽亳州人张某是李某的主要买家
之一。今年 47 岁的张某曾因销售假药获
刑，刑满释放后重拾“老本行”。2016 年 5
月，张某到内蒙古参加药交会，发现很多
人做保健食品原料买卖。“我在药交会上
发名片，说有做保健食品的格列本脲和二
甲双胍等西药粉。”张某说。

张某以市场批发价从李某处买到西
药后，并没有将其立即销售，而是把收到
的西药片拆开，用粉碎机打成粉末，再加
入淀粉稀释做成西药粉。“作业的环境很
差，加淀粉直接用手抓，没有任何卫生措
施，家里、仓库里放的都有粉碎机，粉碎完
的药粉直接放在地上的桶里。”办案民警
回忆现场情况时说。

张某把这些药粉以 800元一千克的价
格通过邮寄卖给其下家、37岁的河南沈丘
人刘某。刘某经过加工，最终将这些药粉
包装成各种不同品牌的降糖保健食品，通
过各地的经销商卖到了全国。据办案人
员介绍，曾有患者服用后称血糖不降反
升，通过层层反馈，张某在原料药粉中提
高了西药比例，以增强药效。

据了解，此类违规添加格列本脲等西
药成分的保健食品，往往在短时间内有明
显效果。但由于非法添加的西药成分未
经科学配比，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如长期
大量服用，可能导致低血糖，损害肝、肾功
能，甚至导致死亡。

一种药粉多种包装
多级分销卖往全国

据了解，这一有毒、有害保健品在全
国多地销售，它是如何从一个简陋的小作

坊跨省流通的？
警方介绍，刘某购买了相关设备并印

制名片，在郑州的药交会上发给客户，声
称自己做保健食品代加工。2016 年 9 月，
有经销商提供多种降血糖保健食品的包
装盒，让刘某照样子做产品。刘某把从张
某处买来的原料药粉灌装进胶囊，包装成
成品卖给经销商。

刘某供称，他做过基因口服胰岛素二
代、仁合胰宝、糖必平、化糖通脉等多种降
糖保健食品，“这些东西里面的配方配料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不一样”。

刘某发货不走快递，直接找货车司机
送到经销商处，与买家现金交易。刘某将
这些假降糖保健食品销售给全国各地的
一级经销商，再由他们进行二级、三级销
售。据查，刘某两年内累计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保健食品 4200 余万盒，涉案金额

16亿余元。
郑州人杨某一伙是给刘某“下单”买

假降糖保健食品的经销商之一。2016年 7
月初开始，杨某伙同其妻孙某以及朱某等
人从刘某处购得已完整包装的非法添加
西药成分的基因口服胰岛素二代等数十
种保健食品，在河南台前、新郑以及山东
阳谷等地流动作案，将这些假保健食品销
售给二、三级经销商。

处方药流入非法交易市场
犯罪嫌疑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在相关网络销售平台治理部门的协
助下，警方斩断了这条假降糖保健食品
产销链，抓获 14 名犯罪嫌疑人，捣毁非
法生产窝点 4处，扣押西药原料 72箱共 1
吨、尚未销售的成品非法添加西药成分
的降糖保健食品 120余箱等。

办案民警徐方华介绍，这些不同包
装的假降糖保健食品所含物质基本相
同 ， 因 每 粒 胶 囊 掺 入 的 西 药 含 量 不
同，成本也不同。一般每盒成本一两
块钱，到一级经销商卖 40 多元，二级
经销商 80 多元，三级经销商售价高达
100 多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案中，一些药
品销售部门的监管漏洞导致大批处方药
流入非法交易市场。药品原料供应商李
某明知去医药公司批发西药需要营业执
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但她都没
有，便联系上河南一家有备案的药品销
售公司，使用对方寄来的相关证件的复
印件，轻易地从医药公司的销售员处买
到了大量西药。办案民警介绍，由于犯
罪嫌疑人频频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给警
方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据新华社杭州6月21日电

售价百余元 成本仅一两元

有毒保健食品如何流向全国

新华社武汉6月21日电 炎炎夏日，
在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下新镇宛大
村村口的小山坡上的宛希俨宛希先烈士
陵园里，松柏肃立，绿荫满园。

下新镇党委书记王小恒告诉记者，
烈士陵园是为宛希俨宛希先兄弟俩而
建。作为黄梅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都有 3万多名慕名
前来瞻仰、悼念的市民和游客。

宛 希 先 ，1906 年 生 ，湖 北 黄 梅 人 。
1924 年在黄梅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时，
在堂兄宛希俨和黄梅县进步知识青年的
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
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
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
团 5连当兵，后任连长。

1927年 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任工农革命军第 1师 1团 1营党代表。起
义部队到达三湾后，宛希先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首先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

三湾改编后，宛希先任团政治部主
任兼 1 营党代表，并被增补为前委委员。

从此，他跟随毛泽东奔上井冈山，在实现
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宛希先曾率部
两次攻克茶陵，参与建立湘赣边界第一
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
府。

1928年 1月，宛希先等率领工农革命
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攻克了井冈山东南
最大的反动堡垒遂川城。后又前往九陇
山（今九龙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在九陇
山，他带领干部战士走村串寨，访贫问
苦，宣传革命道理，并在九陇山建立了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和农民赤卫队。粉碎了
国民党对九陇山的围攻，使九陇山革命
根据地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屏障。

1928年 4月起，宛希先任中国工农革
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 4军 10师党代
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共茶陵县
委书记，参与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屡建战功。在湘赣边界的
武装割据中，他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分兵

向湘南冒进的错误主张。在第一次反
“会剿”斗争中，任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
率红 32 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在永新北乡
迎击安福方向来犯之敌，胜利完成任务，
为红军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艰苦斗争的后期，
宛希先革命意志坚定，经受住严峻考验，
与毛泽东一起粉碎了革命队伍内变节分
子的叛变阴谋。1929 年初红 4 军出击赣
南，他奉命留守井冈山，在国民党军进
犯、井冈山五井等军事要地被占领的不
利形势下，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深
入边界各地，健全和扩大党的组织，领导
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1930 年 2 月 24 日，宛希先在江西永
新县大湾牺牲，年仅 24岁。1945年，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宛希先
为革命烈士。

井冈山上一尖兵——宛希先
新华社郑州6月21日电 河南省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湖
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善桥受贿一案。

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2003 年上半年至 2017 年 4 月，被告人刘善
桥利用担任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市长、
中共黄冈市委书记、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
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经营、工程承揽、
职务提拔或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9
年至 2017年，刘善桥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
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 1790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刘善桥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刘善桥
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和各
界群众 6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
刘善桥受贿案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