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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Ans. 1

澳門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和《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之法律
及法規是何時頒布的？大致上包括些甚麼內容？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為加強打擊財經犯罪及擾亂金融活動的罪行，防
止造成不正當的競爭現象和損害本澳的經濟體制，以及與國際接軌，於是制定
了《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2/2006 號法律),並已在二○○六年四月四日
生效。此法律將會成為澳門專門針對清洗黑錢犯罪的特別法，內容重點針對清
洗黑錢行為的預防與控制，將主體適用範圍由原來的黑社會擴大到包括任何自
然人、法人及犯罪集團，明確了相關的不法利益範圍，並對從事金融等活動的
實體及個別專業界別人士設定了特定義務。
此外，為保護本澳內部及國際的公共安全，以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等犯
罪，立法會制定了《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 3/2006 號法律),並已在二○○
六年四月十一日生效。
針對履行預防恐怖主義及清洗黑錢犯罪的各項法定義務，政府亦接續頒
布了《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第 7/2006 號行政法規),以
進一步規範該等義務的前提條件及詳細內容，訂定關於該等義務履行情況的監
察制度以及不履行該等義務的處罰制度等。
為配合社會發展及國際機構的要求，第 2/2006 號及第 3/2006 號法律已被
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並於 2017 年 5 月 22 日於公報刊登及刊登後翌日生效。
第 7/2006 號行政法規，亦已被第 17/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於 2017 年 5 月 29
日公報刊登及刊登後翌日生效。
根據《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行政法規之規定，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制訂適用於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之《清洗黑錢及資助
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自二 0 0 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效，並於二 0
一五年十一月作出修訂。因應法律法規的修訂，新指引將於 2018 年四月一日
正式生效。
資料來源：參考經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2/2006 號法律第 1-4 條及第 7 條的規定
參考經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3/2006 號法律第 1-5 條
參考經第 17/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7/2006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的規定。

Q2
Ans. 2

何謂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活動？
「清洗黑錢」是指不法分子為隱藏或掩飾其從事犯罪活動後所得利益的真實來
源而進行的活動。
「資助恐怖活動」指對從事恐怖活動的人士或組織提供的任何形式的財政資
助，以求達到其目的，有關資金來源可以是合法或不合法。
「清洗黑錢」與「資助恐怖活動」是緊密關連的，因為恐怖活動的融資大多會
透過清洗黑錢來掩飾或隱藏其最終目的。
資料來源：澳門金融情報辦公室網頁: www.gif.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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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Ans. 3

清洗黑錢較常見的手法有哪些？
目前，現金為犯罪活動最常見之交易工具，不法分子利用層出不窮的手法
將所收到的巨額現鈔轉移，並整合於合法的商業活動中，包括透過金融及非金
融系統以各種各樣的途徑進行交易。較常見的清洗黑錢方法是經金融系統進
行，如銀行存款、戶口轉帳、匯款或投資不同的金融產品等；此外，按照近年
國際清洗黑錢活動趨勢，不法分子利用以下非金融行業及專業人士進行洗黑錢
活動，以隱藏或掩飾其資金真實來源，包括有：





非正式匯款系統，例如南亞地區常用的“hawala”、國內的“飛錢”、
泰國的“phoe kuan”或菲律賓的“door to door”；
涉及巨額現金的商業活動，例如購置房地產、名貴房車、貴金屬及寶石
等等；
包含大量現金交易的博彩活動(例如沒有經過賭博活動的籌碼兌換)；
信託公司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如財務中介人；
替客戶進行財務活動的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等。

資料來源： 澳門金融情報辦公室網頁: www.gif.gov.mo

Q4
Ans. 4

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將受到甚麼處罰？
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乃刑事罪行，最高刑罰可達 12 年監禁。
資料來源：參考經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2/2006 號法律第三、四條 及
經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3/2006 號法律第七條。
澳門金融情報辦公室網頁: www.gif.gov.mo

Q5
Ans. 5

新修訂的《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與原指引有什麼
不同點?
一. 適用範圍
離岸機構經營第 2/2006 號法律第六條第六項 3、4、6 分項之活動。意即
提供勞務的機構，當其為客戶準備進行或實際進行以下活動，包括：
1. 向某公司、其他法人或無法律人格的客戶提供公司住所、商用地址、設
施、又或行政或郵政地址；
2. 作為信託基金或機構的管理人；
3. 進行必要措施，使第三人按以下方式行事:
a. 作為某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秘書、股東，又或作為其他法人
的與上述者具有相同位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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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為信託基金或機構的管理人；
c. 在損益歸他人的情況下，以股東身份參與活動。
二. 設立內部控制系統
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應制定防止/防範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
的內部控制系統，包括:
a. 制定適用於合規管理及員工招聘的內部政策、程序及控制的標準
b. 員工持續培訓計劃
c. 獨立的內部控制機制，以審核該系統的有效性
d. 內部控制系統負責人，必須由一位高級管理人員擔任
e. 內部控制系統同樣適用於其海外分支機構及具有絕對控制權的子公
司/母公司

Q6
Ans. 6

三. 要求第三方協助
為遵守對客戶盡職審查義務，離岸機構可向第三方採取以下行動，包括：
a. 即時獲取客戶盡職審查義務措施所需的資料
b. 確保第三方能根據要求及時提供上述 a 點資料的身份證明文件及相
關文件的副本
c. 確保第三方已採取措施遵守對客戶盡職審查之義務及保存相關文件
那一類國家或地區屬高風險?
國家或地區受到聯合國等機構的制裁、禁運或類似處罰，屬高風險地區。此外，
受國際金融反洗錢特別工作小組(FATF)或其他具公信力之機構認定為在反洗
錢鬥爭中不合作之國家及/或地區採取制裁措施的性質(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及國際透明組織)等機構的制裁，亦屬高風險。

Q7
Ans.7

《政治公眾人物》如何界定?
凡目前或曾經擔任重要公共職務的人士，例如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政界高層
人士、高級政務官員、司法官員或軍官、公營企業高管及政黨要員；及目前或
曾經在國際性組織擔任重要公共職務的高層管理人士，譬如理事長，副理事
長、理事會成員或同等職位之人士。

Q8

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就《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
指引有那些法定或降低風險義務？
一、採取審查措施包括識別及核實身份的義務：

Ans.8

採取客戶盡職審查措施義務是要識別及核實合同訂立人、客戶及其代理
人或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當建立業務關係或有跡象顯示有人實施清
洗黑錢或資助恐怖主義犯罪，又或是所進行的一次活動或多次活動合計
涉及金額超出指引中所訂出的金額時，或懷疑合同訂立人、客戶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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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身份資料的真實性及適當性便應利用來源獨立可靠的文件、數據或
資料，以識別及核實合同訂立人、客戶或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此外，
如合同訂立人、客戶為法人或無法律人格的實體，須採取適當措施，以
了解其公司架構從該等人處取得關於其代為行事的人的身份資料。。
二、採取偵測可疑活動的適當措施的
適當的措施是指依照其活動目的、金額及所使用的支付方法等資料詳細記
錄；此外，建立風險管理程序-尤其是對業務活動之數量、性質或金額的
限制，運用風險管理標準，建立評估客戶或受益所有人的風險，尤其是
考慮其背景、國別、交易、提供服務的性質及職業，對高風險個案採取
更嚴格的監察措施，以管理及降低風險。
最普遍的評估標準為業務經營或發源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的風險和非本
地客戶、允許股東代表或不記名股份之企業、匿名操作或無實體存在的
企業及不知名人士或第三方無關人士付款。國家或司法管轄地區，受到
聯合國或國際組織等機構的制裁、禁運或類似處罰，可視為高風險地區。
三、採取措施預防不適當地利用新產品、新商業模式及新技術的義務
制定適用於與客戶或受益所有人建立業務關係以及持續的盡職監察措施
的政策或程序，以避免涉及客戶沒有實體存在的業務活動或關係的特定
風險。
四、制定內部控制系統：
離岸機構必須設立內部控制系統，以履行客戶盡職審查義務。
五、要求第三方協助
為遵守對客戶盡職審查義務之相關措施
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應確保第三方在打擊洗錢和恐怖融資方面採取
適當的盡職審查義務，並確保適當地監控任何國家/管轄區的風險。因
此，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
六、拒絕進行有關活動的義務：
假如未能獲得識別及核實客戶或受益所有人及相關活動所必需的資料，
第 4 頁，共 7 頁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遵守適用之
《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
常見問題集
2018.04.01 更新

或客戶或受益所有人匿名或使用假名進行業務交易，應拒絕進行任何活
動或終止交易。
七、保存證明文件的義務：
所有識別及核實客戶，受益所有人及相關活動的所有證明文件的紀錄，
自完成識別程序之日或自交易關係結束後保存至少五年。
八、採取更嚴格措施的義務：
除一般的監察措施外，對於與《政治公眾人物》或來自高風險地區的客戶
或受益所有人進行業務，須採取更嚴格的措施。
九、舉報可疑活動的義務：
當有跡象顯示有人實施清洗黑錢，尤其是該交易涉及的金額、次數或其
他不尋常的可疑現象，當事人便應在兩個工作天內就該犯罪活動向金融
情報辦公室作出舉報。
十、信息披露和保密義務：
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之董事、主管、僱員或代理人嚴禁透露懷疑與
清洗黑錢或資助恐怖主義犯罪有關的某項活動將通報金融情報辦公室
（GIF），亦不得透露該項活動或通報的內容。
十一、合作義務：
負有法定義務的企業及人士應與具有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職權的當
局保持合作，協助提供所有相關的資料及文件檔案。
資料來源：參考經第 17/2017 號法律修改第 7/2006 號行政法規第 3-8 條，及經第 3/2017 號法
律修改第 2/2006 號法律第 7 條的規定。

Q9

Ans. 9

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如不履行《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
防措施》(經第 17/2017 號行政法規增補第七/二○○六號行政法規)及《洗黑
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所定之義務，將會甚麼處罰？
對於不履上述行行政法規和指引所訂各種法定義務，又或向相關人士洩
露因履行職務或義務而知悉的情事，將構成行政違法行為。對違反該等義務的
個人，將會被科以一萬至五萬澳門元的罰款，而對法人則科以十萬至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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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罰款。即使不存在故意的違法行為，在過失的情況下，當事人仍會被當局處
罰。倘違法人士因作出該行為而獲得的經濟利益高於上述所訂定最高罰款額的
一半，那麼，最高罰款額將提高至該利益的兩倍。
資料來源：參考經第 17/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7/2006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及經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2/2006 號法律第 7B 至第 7E 條的規定。

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該如何配合，以實施《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
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
Ans. 10
防範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需要長期和廣泛的配合，敬請澳門離岸
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向所有公司內管理層成員及相關職員傳達有關防止洗黑
錢及資助恐怖份子活動的政策，設立完善的內部監控程序，並持續執行和定期
檢討、更新。
Q 10

當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發現跡象顯示有人實施清洗黑錢或資助恐怖
主義犯罪，應該向那一個政府部門作出報告？
Ans. 11
按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
指引第 3.9.1 款規定，有關機構應在該活動進行後兩個工作日內，填寫指引第
3.9.3 款之報告書，將情況通報金融情報辦公室。有關報告書之表格可在澳門
貿易投資促進局網頁下載，亦可以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或金融情報辦公室索
取。
Q 11

澳門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向金融情報辦公室報告有跡象顯示有人實施清
洗黑錢時，是否亦須要知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Ans. 12
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
引規定，相關可疑交易應向金融情報辦公室報告。然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作
為審查本指引執行情況之部門，促請有關機構同時間知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
局。
Q 12

是否所有客戶在該財政年度內之交易，均須要通報金融情報辦公室或知會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Ans. 13
只有在有關活動中有跡象顯示有人實施清洗黑錢或資助恐怖主義犯罪，
尤其經分析客戶的做法後考慮到該等活動的性質、複雜性、所涉金額、次數或
當中所出現的不尋常情況，有關機構才須要將情況通報金融情報辦公室和知會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Q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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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在提交予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年報中，是否須要
就執行《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作出任何報告？
Ans. 14 在每年提交予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審計財務報告中，須列明：
1. 該財政年度內是否經營第
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2/2006 號法律第六條
第六項 3、4、6 分項業務
2. 該財政年度內是否曾向金融情報辦公室通報，如是，通報個案數字；
3. 該財政年度內經營第 1 點業務的客戶數量及總額。
Q 14

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之核數師在審計報告中，是否必須要對該機構已遵
守《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之具體情況表達意見？
Ans. 15
除非另有法例或指引規定，否則適用於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之《洗
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指引並沒有規定核數師在年度審計報告
中作出相關意見。
然而，離岸商業及輔助服務機構必須在年度審計財務報告中，按上述指
引第 3.11.2 款作出真實和公允之披露。
Q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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