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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专栏

2018 年亚洲

反洗钱情况回顾

世
界似乎正处于空前混乱

的状态。报纸上充斥着

洗钱、反恐主题的报道。

欧美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丹斯克银

行、ING 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瑞士

信贷集团倒闭的新闻，而亚洲报

纸则长篇大论地报道澳大利亚国

家银行和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基金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即 1MDB) 的丑闻。

在亚洲，朝鲜船只运送石油以及秘密运送

无烟煤的新闻也十分引人注目。反洗钱 / 

反恐融资 (AML/CTF) 话题纷纷登上各大

报纸的头版头条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

特定非金融行业 (DNFBP) 社群仍不断致力

于提高合规制度的效率。

效率这个主题不仅适用于亚太反洗钱工作

组 /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APG/FATF) 正

在进行第四轮相互评估的国家与地区，如

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特区、菲律宾

和印度尼西亚，也适用于致力加强反洗钱 / 

反恐融资制度的国际社群。

2018 年及未来的重要主题是在整个机构内

培养反洗钱 / 反恐融资能力和胜任力，横

向覆盖各业务条线和支持部门职能，纵向

覆盖洗钱风险管理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

2018 年亚洲地区会员人数大幅增长，会员

涵盖金融机构、组织和公司的各种职能部

门，而不仅仅是合规部门。今年 ACAMS 

亚洲地区的会员增长约 7,000 人，总人数

超过 25,000 人。对于香港和新加坡等采用

能力框架的地区和国家而言，能力培训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洗钱 / 反恐融资和防

范金融犯罪等职业逐渐成熟，并形成合理

风险管理领域。

重大监管发展形势

一方面，公私合作关系、金融科技、企业

注册、最终受益所有人 (UBO) 和测试要求

等全球五大趋势无需过多解释 ；另一方面，

特定国家行动需要予以阐释。五大趋势在

亚洲广泛传播，并自然融入能力和胜任力

建设活动。亚洲所有监管机构都希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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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效率和报告能力，并在金融机构内部

扩大知识共享的横向和纵向范围。

大中华区

• 香港特区 ：政府重新编写了受益所有人

规则、企业注册、客户身份识别程序、

误报处理、校准要求和能力培训要求等

内容的要点。

•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仍在接受金融行动

特别工作组 (FATF) 的审查，国家风险

评估尚未完成。监管机构继续优先考虑

腐败和贿赂、逃税、虚拟货币和网络犯

罪 ；然而，中国大陆在处理制裁规避事

务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仍存在差距。

由于反洗钱 (AML) 控制缺陷，中国人

民银行 (PBOC) 对交通银行、平安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银河证券和中国人

寿分别处以罚款。

• 台湾地区 ：亚太反洗钱工作组 (APG) 

的互评估要求推动了台湾地区的行业发

展，促使整个金融界纷纷采取行动。金

融行业正在迅速改进反洗钱 / 反恐融资

框架和组织要求。要求所有合规专员必

须通过公认反洗钱师 (CAMS) 认证，使

认证会员大幅增加，并创建了更有能力

的社群。为了支持行业和政府履行能力

建设承诺，ACAMS 还鼓励所有产业（不

限于金融服务行业）参与 ACAMS 台湾

分会的建立和启动流程。

• 澳门特区 ：继 2017 年底成功完成互评

估后，澳门特区继续取得长足进步。澳

门特区没有骄傲自满，而是继续加强协

调、减少跨境风险、改善制裁和交易监

控，并在特定非金融行业推行反洗钱

控制。

东南亚国家联盟

• 新加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各类反洗

钱风险提供指引，包括公私合作关系、

以贸易为基础的活动、最终受益所有人，

提高了客户身份识别要求，运用金融科

技措施等技术改进简化了解您的客户 / 

客户尽职调查 (KYC/CDD)、减少误报

并提高效率。

• 马来西亚 ：由于前总理纳吉布 · 拉扎

克 (Najib Razak) 领 导 的 马 来 民 族

统 一 机 构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发生剧变，以及马来西

亚政府投资基金相关的丑闻，政府也发

生了巨变。新任总理马哈蒂尔 · 穆罕默

德 (Mahathir Mohamad) 开始整治腐

败和贿赂问题，并更加关注上游犯罪和

洗钱活动。金融界纷纷采取行动，加强

对交易和制裁的监控。

•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银行（印尼中

央银行）和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积极协

助所有金融机构扩大培训范围。最近 

ACAMS 在印度尼西亚推出了 CAMS 

项目，受到了热烈欢迎。

• 菲律宾 ：在亚洲发展银行的联合组织和

支持下，菲律宾分会于今年 6 月正式成

立，旨在分享了解您的客户 / 客户尽职

调查、风险评估、交易监控和制裁检测

方面的最佳实践。反洗钱委员会（金融

情报机构）和菲律宾中央银行致力于加

强培训并强调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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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

• 印度 ：2018 年初，为制止旁遮普国民

银行 (Punjab National Bank) 的欺诈行

为，监管机构向实施欺诈的珠宝商发出

谅解书，令其停止以贸易为基础的各类

不法活动。1 旁遮普国民银行丑闻暴露了

贸易活动的漏洞、对低风险支行风险评

估以及加强员工审查方面的松懈。这一

丑闻使整个行业感到震惊，暴露了行业

的自满情绪。

•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受到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的谴责，并被列入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灰色名单。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认为，巴基斯坦政府需要结构性改革，

其中涉及恐怖融资、制裁以及对反洗钱

控制的监督和执行。新总理伊姆兰 · 汗 

(Imran Khan) 支持一项 26 点计划，旨

在完善该国的反洗钱 / 反恐融资框架。

日本

日本所有监管机构和金融界都在为 2019 

年的互评估做准备。今年年初，日本金融

监管厅宣布实施反洗钱改革，侧重于风险

评估、最终受益所有人变化、客户尽职调

查 (CDD) 和虚拟货币要求。监管部门和金

融界正积极开展合作，以满足互评估的进

场前和现场评估要求，特别是数据收集和

其他文件提交方面的要求。

从执法行动中吸取的教训

四起执法行动表明，亚洲监管机构不再消

极应对反洗钱 / 反恐融资问题。

• 上海商业银行因其未持续监控业务关

系、未执行适当客户尽职调查等问题，

香港金融管理局对其进行了谴责。谴责

强调了采用风险为本的方法来理解固有

风险和剩余风险的必要性。此外，谴责

还强调风险评估不是静态的，需要通过

基本控制来监控客户及其交易。

•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发现渣打银

行和渣打信托存在失职行为，要求渣打

银行审查离岸司法管辖区的信托账户。

金管局重申，在税务问题上必须建立强

大的风险文化、公平报告并保持警惕。

•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CBA) 未能通过分行

网络对智能自动存取款机和现金存款进

行适当监控。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对澳大

利亚联邦银行开具罚单时，重申了对有

效的交易监控软件的要求，以确保能够

识别和报告可疑活动。显然，新产品、

业务与现有运营体系的政策、流程和充

分性进行整合，必须进一步审查。

• 旁遮普国民银行 20 多亿美元的欺诈性

担保书的丑闻，暴露了银行存在的漏洞

以及反洗钱控制的松懈。事实证明，印

度第二大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在以贸易

为基础的文件和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前进之路

ACAMS 将继续效力于社群，提供推动最

佳实践的平台和合作机会，提升反洗钱 / 

反恐融资社群的能力和胜任力，并迎接新

行业进入社群。

未来几个月，我们将致力宣传基于贸易的

洗钱犯罪、新代理行服务控制、保险产品

和特定非金融行业相关的新风险，并开展

提升制裁和海上控制方面的培训。

反洗钱 / 反恐融资的范围日益扩大，风险

管理实践必须与之相适应。将反洗钱 / 反

恐融资培训引入业务团队和一线团队有助

于扩展能力，而下一步则是帮助支持团队

提高能力。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供应商

将在公私合作、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等领

域展开合作，建设更强大的社群。 

邓芳慧 (Hue Dang)，CAMS-Audit，

ACAMS 亚太区执行长，中国香港，

hdang@acams.org

William Scott Grob，CAMS，ACAMS 

反洗钱合规策略总监，中国香港，

wsgrob@acams.org

1 “Developments in the $2 billion Punjab National Bank fraud case”（旁遮普国民银行 20 亿美元欺诈案的最新情况），路透社，2018 年 3 月 8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unjab-natl-bank-fraud-timeline/developments-in-the-2-billion-punjab-national-bank-fraud-case-
idUSKCN1GK15U

反洗钱 / 反恐融资的范围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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