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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百态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通讯员 王治国

本报讯“ 有钱、任性”，这是时

下流行的一句网络语。不过，自个有

钱是否真的就能“ 任性”花钱呢？那

可不一定。比如外汇的使用，就得遵

守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一家外

商投资企业在上海用企业外汇资本

金结汇买房出租，结果被国家外汇管

理局上海市分局罚款98万元，因不服

处罚，起诉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记者了解到，这是沪上首例非房

地产类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购

买非自用房地产的外汇行政处罚案

件。前天，浦东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

了一审判决。

外企用资本金结汇买非自用房
原告钰基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

公司系香港股东控股的外资公司。据

这家公司讲，他们和同属一香港公司

的另外两家全资子公司共同租赁在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一大厦内，这

栋楼破旧，且与宾馆、养生会所同楼，

有损公司形象。

为了改善办公环境，201 4年1 月

24日，原告与案外人签订了上海市房

地产买卖合同，购买坐落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800号某室的房屋，价

款为人民币1 460万元。

合同签订后，为支付购房款，原

告两次以“ 支付首期购房款、第二期

购房款”的名义，向上海银行徐汇支

行申请资本金结汇，结汇金额分别为

46万美元和1 80余万美元，用于支付

购房款。“ 资本金结汇”指的是外商

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金，通常由境外

投资方以外汇汇入企业开立的账户，

这部分资金在国内使用时需兑换成

人民币。

这个房子原先是带租约的。在购

买房屋后，原告继续与原承租人斯考

特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期限为

201 4年6月1 日至201 6年1 月31 日。当

年9月1 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

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就原告使用资本

金结汇购买非自用房屋的行为，罚款

人民币98万元。

原告被罚后不服起诉讨说法
原告认为，自己买房是为了改善

办公环境，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没有

必要依靠出租房屋谋利，没有违反法

律的主观故意，因而不服处罚决定。

在缴纳罚款后，原告向国家外汇管理

局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原告以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认定事

实有误起诉到浦东法院，要求撤销行

政处罚决定。

被告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

局在庭上辩称，根据《 外汇管理条

例》第二条、第六条，自己有权检查

处理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对原告的

非法结汇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也

是依据《 外汇管理条例》 相关规

定，在充分调查后作 出 的 ，请 求 予

以维持。

记者看到，被告在法定期限内，

向法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的证据材料，并当庭出示了1 7项

证据材料，执法依据主要有三条。

其中，《 外汇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

条明确规定，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

资金，应当按照有关主管部门及外

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外汇

管 理 机 关 有 权 对 资 本 项 目 外 汇 及

结汇资金使用和账户变动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另有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根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

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

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

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 2008〕1 42

号）第三条的规定，银行为外商投资

企业办理资本金支付结汇业务，应当

执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付结汇

的管理规定。

除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外商

投资企业不得以资本金结汇所得人

民币资金购买非自用境内房地产。

《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和

规范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管理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 汇 发〔 201 1 〕45

号）第一条第（ 二）项规定，非房地产

类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以结汇所得人

民币资金支付购买非自用房地产的

相关费用。

被告认为，原告是非房地产类外

商投资企业，动用资本金结汇买房，

且买房后用于出租而不是自用，违法

故意明显，处罚并无不当。

法院认为原行政处罚恰当
法官审理后认为，被告有权对原

告的外汇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且

履行了立案、调查、事先告知等程序，

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后送达给原告，

执法程序并无不当。

而要认定原告行为属非法结汇，

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属非房地产

外商投资企业；用资本金结汇购房；

非自用。从被告已收集的证据材料

看，前两个条件确定无疑，争议焦点

在于，原告买房到底是为了改善办公

环境，还是用于出租谋利？

被告认为，从原告与承租人签

订的合同条款约定来看，原告有续

租房屋的意愿和可能性，应认定为

出租。原告却坚称，房屋买卖时本身

带租约，由于民事法律中有“ 买卖

不破租赁”的规定，原告只得在购

买房屋后，继续与原承租人签订租

赁合同。

法院认为，原告购房前，国家早

已明令禁止非房地产类外商投资企

业以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购买非自

用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在明

知购买的房屋带有租赁合同的情况

下，仍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资

本金结汇用于支付购房款，继续与案

外人签订租赁合同，具有违法的主观

故意，客观上行为也已实施完毕，违

法行为已经成立。因此，对原告“ 买

卖不破租赁”的观点不予支持。被告

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非法结汇，罚款

98万元，占资本金结汇金额的7%，处

罚恰当。

综合本案情况，法院一审判决维

持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示值不稳定！
“ 上海华辰”被责令整改

据了解，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

限公司在201 3年5月由国企转制为

民企后，仍然标注“ 上海华辰”的

“ 上海”牌玻璃体温计，实则全部由

江苏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承担。

但是，上述产品在仅经江苏华辰出

厂自检、未经当地质监部门强制检

定计量授权的情况下，就向市场销

售，并存在无资质人员实施首次检

定和伪造数据的严重违法行为。调

查也发现，“ 上海”牌玻璃体温计的

示值严重不稳定，部分出厂检定确

认合格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后，示

值竟会变为不合格。

相关专家指出，如果生产企业不

能确保体温计成品示值稳定，即使首

次检定合格也会在出厂一段时间后

出现不合格情况，势必影响使用者的

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因此体温计的

示值稳定性是强制检定授权的前提

条件，示值稳定性不解决，首次强制

检定就毫无意义。

事发后，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

限公司被市食药监局和市质监局分

别查处，并责令停止生产和召回全

部问题产品。因涉嫌“ 无证检定、伪

造数据，销售未依法检定合格、示值

不稳定的玻璃体温计”，上海华辰

医用仪表有限公司也被市质监局责

令停止首次强检，在去年1 0月24

日，质监部门就对上海华辰发出了

《 责令整改通知书》，并约谈企业主

要负责人，责令整改，要求其未经质

监部门确认不得开展体温计的首次

强检工作。

想蒙混过关？
再申请竟用被退回的整改报告

此后，上海华辰于去年1 1 月1 3

日和1 2月5日分别提交了《 初步整改

报告》和《 整改总结报告》，但鉴于

报告无法解决体温计示值不稳定的

问题，质监部门于1 2月9日再次约谈

了上海华辰。华辰方面对情况表示认

可并表示将进一步整改，同时承诺在

整改结果未符合要求前不开展体温

计的首次强检行为。

去年1 2月1 5日，上海华辰又提

交了“ 计量授权必备条件和强制检

定能力”重新评估的申请报告，但仍

未对造成体温计示值不稳定的原因

按要求进行整改，该申请被质监部门

退回。

今年2月4日，上海市质监局与食

药监局联合约谈了上海华辰法定代

表人和相关负责人。2月28日，质监部

门还组织技术专家到上海华辰实地

督导，从技术标准、原材料和工艺控

制、规范首次检定等方面对企业进行

指导帮扶。

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示值

稳定性体现着体温计产品质量稳定

性，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若不

能解决示值稳定性之“ 难题”，就不

能保证以后产品合格，不能授权其首

次强制检定，不能让其生产。但是，该

企业始终未能提交有效排除严重质

量风险的整改报告。

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同时透露，

2月28日以后，曾于3月1 3日收到过上

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落款为3月

1 2日的整改报告，但出乎质监部门意

料的是，虽然整份整改报告落款日期

为3月1 2日，但报告中关键的整改部

分落款日期为去年1 2月1 5日。而相

应整改部分就是从质监部门退回去

时的那些。

对于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

司用退回整改报告重新申请之行为，

上海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指出，虽然

该行为被质监部门发现后，上海华辰

医用仪表有限公司法人辩解相应申

请信函非自己提供，而是由其他相关

人员提供，但从中可以看出该企业法

人对产品质量不重视。

有关负责人同时指出，上海华辰

医 用 仪 表 有 限 公 司 要 想 重 新 获 得

“ 准生证”，应该从改进、提高生产工

艺上着手。

用退回的整改报告再次“ 忽悠”主管部门

华辰体温计仍未获“ 准生证”

外企非法结汇买房被罚近百万
状告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

记者昨日从市质监局举行的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因涉嫌生产未
经检验合格的口腔玻璃体温计的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仍未获“ 准
生证”。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虽已责令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
整改，并派了执法人员前往督促整改，但该企业在整改仍未达到相关质
量标准要求的情况下，甚至用曾经退回去的整改报告再次申请。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涉嫌生产未经检验合格的口腔玻璃体温计的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仍未获“ 准生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