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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犯罪形式回顾

欧盟 
反洗钱活动 
刻不容缓

2018 年 9 月，荷兰最大的银行 ING 银行因未遵守反洗钱规定，

被欧盟处以约 9 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尽管 ING 银行的高额

罚款引人注目，但人们对洗钱违规本身毫不意外，因为过去

几年，各大知名欧洲银行纷纷陷入洗钱丑闻的漩涡。例如丹斯克银

行、德意志银行和 NLB 集团，它们都是欧盟防范金融犯罪存在缺

陷的明证。ING 银行的不端行为只不过是欧盟黑暗的洗钱犯罪网络

中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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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案件暴露了欧盟反洗钱 (AML) 

政策和工作的漏洞。随着丑闻愈演愈烈、

批评声浪越来越高，欧盟因其成员国屡次

出现反洗钱失职而被推上风口浪尖。在

即将出台的各项新政措施中，似乎有一种

新的政治意愿，即集中力量来执行反洗钱

法规。

欧盟反洗钱政策的根本漏洞在于，把大部

分监管责任下放给各个成员国。欧盟金融

监管机构在最近提交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

的机密报告中也强调了这一点。1报告指出，

执行欧盟指令规定的反洗钱标准应是国家

监管机构的责任。这对欧盟内部的较小国

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们缺乏在本国

银行范围内有效执行反洗钱监管规定的资

源，从而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换句

话说，这为犯罪分子留下了使赃款进入欧

洲银行网络的“后门”。

而欧盟监管机构与各国主管部门的分立，

也使人怀疑各机构如何合作并开展适当的

信息共享。引用的报告称，缺陷的核心在

于缺乏欧盟层面的资源以执行反洗钱监管，

引发人们呼吁将反洗钱责任集中于一家欧

洲机构。下述例子介绍了本地化反洗钱流

程中的失职案例。

丹斯克银行爱沙尼亚分行的愚蠢

行为

最新反洗钱行动发现的违规欧洲银行是丹

麦的丹斯克银行，但人们尚不清楚其后果

的严重程度。

2018 年 9 月有报道称，2007 年至 2015 

年期间，丹斯克银行爱沙尼亚分行发生了

严重的洗钱违规行为。事实上，这段期间

流入爱沙尼亚分行的 2,340 亿美元中有“很

大一部分”被“视为可疑”。2017 年 9 月

监管机构开展全面调查后，发现爱沙尼亚

分行的“三道防线均存在缺陷”，在该行 

15,000 个账户中，有 6,200 个账户呈“最

高风险指标”。据报道，许多可疑交易来自

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之后资金就在不同

的空壳公司之间进行转移。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早在 2007 年监管机

构就针对该问题向丹斯克银行发出过警

告，此后也不断发出警告。2013 年，一名

举报人甚至给该行高管发送了一封电子邮

件，但该行却拖延了四年时间才采取行动。

这表明丹斯克银行的反洗钱政策存在严重

缺陷。

丹麦和爱沙尼亚当局的刑事调查还在进行

之中，因此赔偿数额尚未完全确定。然而，

受调查影响，今年银行的市值暴跌 32%，

而首席执行官 Thomas Borgen 也于最近

宣布辞职。分析师估计，该行可能面临高

达 8 亿美元的罚款，而罚款将进一步损害

丹斯克银行的财务安全。

洗钱罪行给 ABLV 银行带来毁灭性

打击

要想知道反洗钱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有

多严重，只需看看拉脱维亚第三大银行 

ABLV 银行的困境就知道了，该行目前正

处于清算阶段。

2018 年 2 月，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CEN) 发布通知称“ABLV 银行的高

管、股东和员工已将洗钱活动制度化，并

将其作为银行业务实践的支柱。”通知进一

步说明银行员工安排并参与了洗钱计划，

银行对高风险空壳公司账户控制不足，并

且 ABLV 银行管理层“为了包庇这些业

务，试图阻挠拉脱维亚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AML/CFT) 法规的执行。”2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继续表示，ABLV 银行 

90% 的客户都属于“高风险”，而且“大

部分是在保密司法管辖区注册的高风险空

壳公司”，这远远高于普通银行的安全比例。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还指出了银行交易与被

制裁机构的关联，“一些机构涉及朝鲜弹道

导弹的采购或出口”。3

针对这一通知，欧洲中央银行 (ECB) 宣布 

ABLV 银行“违反或很可能违反单一清算

机制法规”。4 此后不久，该银行破产清算。

在该案例中，欧盟需要依靠美国当局才能

发现在其管辖范围内运营的银行存在反洗

钱漏洞，这对欧盟来说颜面尽失。欧洲中

央银行回应称 ：“反洗钱行为可能源于银行

内部根深蒂固的治理缺陷，但欧洲中央银

行也缺乏发现相关缺陷的调查权力。”5 这

听起来像是一个战斗号角，要求赋予欧盟

机构更多权力，以打击金融犯罪。

欧盟反洗钱政策的

根本漏洞在于，把

大部分监管责任下

放给各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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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银行 ：洗钱惯犯

如上所述，ING 银行最近与欧盟达成和解，将为洗钱犯罪支付 

9 亿美元罚款，创下历史新高。这已经不是监管机构第一次发现 

ING 银行的反洗钱制度缺陷，因此罚款数额也是异常之高。

在发现 ING 银行涉嫌违规行为后，有关部门于 2016 年开始调查。

检方发现，ING 银行未能为反洗钱制度有效运行提供足够资金和

人员，这导致其尽职调查、交易监控和律师管理局 (SRA) 的实践

不足。这进而导致未审查客户账户的受益所有人，且未发现客户

账户的异常交易。调查还发现，银行在出现危险信号等情况下未

采取适当行动，致放任犯罪分子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通过该行

洗钱数亿欧元。

与丹斯克银行一样，此案最令人担忧的是 2008 年以来，ING 银行

就因反洗钱缺陷不断受到警告。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ING 银行

因协助古巴和伊朗客户付款而被处以 6.19 亿美元的罚款。

一些人认为这些失职完全可以避免，尤其是考虑到早期监管机构

已经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因此呼吁在欧盟内部建立集中反洗钱监

管机构。

由于反洗钱失职行为屡禁不止，一些欧洲监管机构正加强对银行

防范金融犯罪措施的审查。例如，德国金融监管机构联邦金融监

管局 (BaFin) 已任命独立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德

意志银行在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方面的进展。在欧盟层面，欧盟

金融监管机构对各项成员国的反洗钱失职行为进行了调查，结论

是需要在全欧盟范围内建立集中的反洗钱机构，以执行欧盟的反

洗钱监管规定。然而，集中机构的建立也依赖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

由于最近丑闻频繁曝出，因而各国不缺乏解决问题的意愿，欧盟

委员会 (EC) 已把弥补反洗钱缺陷作为首要任务。2018 年 9 月的

欧盟委员会通讯，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提议，赋予欧洲银行

业管理局更多反洗钱执法权，以及亲自调查涉嫌缺乏反洗钱制度

的欧盟银行的资源。欧盟委员会要求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最迟

在 2019 年初批准通讯提出的行动。6 欧盟委员会还建议欧洲中央

银行 (ECB) 与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就数据共享达成协议。在全欧盟

范围内建立集中的反洗钱机构以执行反洗钱职责，很可能成为弥

补缺陷的长期关键措施，但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建议扩展新设立欧洲公共检察官办公室的权

力，包括有权调查和起诉涉嫌恐怖融资的成员国。然而，即使各

成员国表示同意，这项提议也至少要到 2025 年才会生效。

毫无疑问，在欧盟内部，人们认为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

打击行动已经拉开序幕。在当前反洗钱监管日益严苛的环境下，随

着履行合规措施的要求日趋提高，适当的反洗钱执法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欧盟成员国无法迎头赶上，将难以适应日

益严苛的监管环境。 

Sam Pothecary，高级分析师，Berlin Risk，德国柏林， 

sam.pothecary@berlinri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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