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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瞭解您對我們
反洗錢法的看法。

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是犯罪行為

洗錢是犯罪分子用來“清洗”他們從欺詐、非法毒品交易
和販運等犯罪中賺取的錢的過程。 

通過讓錢看起來像是來自合法來源，犯罪分子可以掩蓋
他們的踪跡並避免被發現。犯罪組織和資助恐怖主義的
人針對他們認為系統薄弱、管控差的企業和國家為目
標，以利他們操控。

每次有人買房子或汽車，或將錢轉移到不同的銀行，或
寄回家，都是洗黑錢的機會。

我們執行反洗錢法已達8年的時間，以打擊這些可能嚴
重損害我們金融體系的犯罪。

我們的反洗錢法已經完善了嗎？

政府在7月間要求司法部檢視我們的反洗錢法。這項檢
視讓我們問自己：我們做對了嗎？

『2009年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法案』(AML/
CFT) 使紐西蘭免受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侵害。通過
讓犯罪分子更難洗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我們也降低了以
營利為目的的犯罪活動，例如販賣毒品或詐騙他人。

洗錢影響到我們所有人。全國各地每天都在發生。預估
每年有10億元來自毒品交易和欺詐，並且可能通過紐西
蘭企業進行洗錢。 

當您思考產生“骯髒”金錢的犯罪及其對社區的危害時，
真正的成本和影響是這個數字的許多倍。資助恐怖主義
的人也使用這些方法向暴力事業匯款，並掩飾提供和接
收資金的人。 

該法案是否為您帶來問題？請告訴我們。

雖然反洗錢法非常重要，但我們知道它可以使事情變得
更加困難或令人感到挫折。我們想聽聽人們執行反洗錢
法的經驗，例如買賣房屋或與銀行打交道時的經驗。 

開設或維持銀行帳戶對您是否更加困難，或者向海外的
家人和朋友匯款變得更加困難或更加昂貴？如果您無法
輕易取得證明您的身分或住處的文件，這類情況可能會
發生。

我們是否在保護人們的隱私方面取得了平衡？企業需要
從客戶那裡收集大量個人資訊，我們希望確保該法案保
護人們的隱私。 

請告訴我們您對我們反洗錢法的看法，電郵
地址是：www.justice.govt.nz/amlcft-review

我們需要在2021年12月3日之前收到您的意見反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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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ogo is an evolution from the previous iteration.
We believe this logo is more ownable because it has  
levels of meaning in each element that creates its shape 
vs the previous version.
 
It combines a koru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of New 
Zealand, a money texture from New Zealand currency, 
money iconography and the shape of a coin.

What we have refined in this version is we have created 
more negative space and a thinner weighting of line in 
the money icon itself. The money texture also has more 
clear space, so it’s less condensed. That has helped the 
Koru to stand out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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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常見問題解答：政府對 
『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法案』 
(AML/CFT) 的檢視 

什麼是洗錢？

洗錢是犯罪分子用來“清洗”他們從欺詐和非法毒品交易
等犯罪中賺取的錢的過程。

通過讓錢看起來像是來自合法來源，犯罪分子可以掩蓋
他們的踪跡並避免被發現。犯罪組織和資助恐怖主義
的人針對他們認為系統薄弱、管控差的企業和國家為
目標，以利他們操控。

每次有人買房子或汽車，或將錢轉移到不同的銀行，或
寄回家、將錢交給親戚，都是洗黑錢的機會。

什麼是恐怖主義融資？

少數人通過向恐怖分子提供資金或資源來支持恐怖主
義。這可能包括想要實施恐怖襲擊或支持恐怖組織並為
此目的預留資金的人。 

資助恐怖主義是一種犯罪，恐怖主義融資者經常使用從
合法來源（例如工資或捐款）獲得的資金與非法資金相
混合的手法。因此，恐怖主義融資者會使用與洗錢者類
似的手法來掩蓋他們的踪跡並避免被發現。雖然資助恐
怖主義在紐西蘭的可能性較低，但潛在的後果可能很
嚴重。而且紐西蘭人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恐怖分子
利用。

什麼是『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
主義法 案』(AML/CFT)?

『2009年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法案』(AML/
CFT) 使紐西蘭免受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侵害。透過
讓罪犯洗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更加困難，我們減低諸如銷
售毒品或詐欺等以營利為動機的犯罪的吸引力，並保護
紐西蘭人免受恐怖主義危害。

這重要嗎？

洗錢影響到我們所有人。全國各地每天都在發生。據估
計一年有超過10億元非法收入來自毒品交易和詐欺，並
可能透過紐西蘭的企業洗錢。 

當您思考產生“骯髒”金錢的犯罪及其對社區的危害時，
真正的成本和影響是這個數字的許多倍。資助恐怖主義
的人也使用這些方法向暴力事業匯款，並掩飾提供和接
收資金的人。 

政府為何要檢視該法案？

我們實施反洗錢法已達8年以打擊可能傷害我們金融系
統的犯罪。

司法部長Kris Faafoi閣下於2021年7月1日開始對於
AML/CFT法案的檢視。此次檢視提供一個回顧過去八
年的機會，並問問我們自己： 

• 我們做對了嗎？ 

• 該制度是否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有效地實現其目
的？ 

•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 

• 我們有什麼可以捨棄?

此次檢討是由司法部主導，同時也得到其他對AML/
CFT法律有相關責任的政府機構的支持。這些機構包
括： 

• 內政部， 

• 金融市場管理局，

• 新西蘭海關總署， 

• 紐西蘭警方，以及 

• 紐西蘭儲備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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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錢和製止資助恐怖
主義對我有何影響？

所有紐西蘭人都受到影響。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方式
有很多種。每一次購買房屋、汽車或船隻都可能涉及洗
錢；每筆國內或國際交易也是如此。行業和組織也受
到影響。因此，如果您在銀行或賭場工作，或者是律
師、房地產經紀人、會計師或汽車銷售員，您都會受到
影響。

我為什麼要在乎？

紐西蘭人因我們生活在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而感
到自豪。我們想讓新西蘭成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最難施展
手脚的地方，我們不希望犯罪分子破壞我們的金融體系
和經濟，或降低我們在全球與我們有貿易往來的國家的
聲譽。 

洗錢助長了犯罪經濟。它是非法毒品市場的金融體系，
導致進一步的犯罪。

我們想要一個遠離恐怖分子的國家。我們齊心協力打擊
洗錢者和恐怖分子。

你們想瞭解什麼？

我們希望確保該法案試圖做的事情仍然與新西蘭與時俱
進，並詢問有關該法案的目的和目標的問題。

該法案目前有三個目標： 

• 遏止他人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並在事件發生時察
覺它， 

• 遵守我們的國際義務，以及 

• 確保公眾對我們的企業運作合規充滿信心。 

雖然該法案旨在保護紐西蘭的安全，但有時它可能會使
人們的日常生活變得困難。例如，我們知道該法案使某
些人更難開設銀行帳戶。這可能使人們難以參與社會，
也可能使人們難以出於正當理由向海外匯款。

我們想了解該法案如何給人們和企業帶來困難。我們想
知道新西蘭人日常開設或維持銀行帳戶是否變得更加困
難，或者向海外家人和朋友匯款是否變得更加困難或更
加昂貴。我們還想了解人們是否因為無法輕鬆取得證明
身份或住所的文件而遇到任何困難或挫折。

這項檢討會持續多長時間？

檢討將於2022年6月30日前完成，司法部將向司法部
長提交一份報告，說明該法案的執行情況以及是否應該
做任何改變。屆時報告將會被公開。

在許多方面，我們將檢討視為可能的改革進程的開始，
以及關於我們如何做得更好的對話的開始。雖然我們可
能會建議做出修改，但任何立法變更可能至少需要兩到
三年的時間。我們或許可以通過使用法規或“二級立法”
在較早階段做出一些改變。 

我何時以及如何參與？

一份長篇的公眾諮詢文件已經發布，其中列出了司法部
確定的所有問題和潛在的變革領域。我們還發布了一份
文件，其中總結了我們正在處理的要點。這些文件可以
從司法部的網站下載：

https://www.justice.govt.nz/justice-sector-policy/key-
initiatives/aml-cft/ 

您可以通過填寫線上表格或以電子或紙本方式提交給
檢討團隊來分享您的觀點。要回答多少個問題，由您
決定。 

公眾徵詢期結束後，我們將在2022年2月至2022年4月
期間與私營部門和社區進一步接觸，以幫助形成建議。

我有多少時間提供反饋？

我們需要在2021年12月3日前收到您的意見。

我有問題該聯繫誰？

向我們發送電郵: aml@justice.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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