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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as formally 
released on February 18, 2019. The promotion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mentioned in the outlin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bay are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cooperation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bay area. And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 as well as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in China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payment channels, the use of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as the means of money laundering crime, not only cause serious damag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rading platform, also in the bay area financial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a 
great challenge. In the bay area, mean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ree legal, makes the 
places in the plight of the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anti-money laundering cooperation, but face is not unable to break 
through this kind of trouble, should be strengthen platform internal regulation and the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is region, the 
formation of preventable and controllable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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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體系的研究 

——反洗錢監管中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洗錢犯罪的思考 

何澤 

法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摘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2019年2月18日正式出臺，而在《綱要》中提及推進金融合作，則是灣區在

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內容，而其中對於建立反洗錢犯罪合作體系，也成為了打造灣區金融監管系統的重要一環。而隨著

“互聯網＋”的興起以及大資料時代的到來，在我國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已經成為重要的支付管道，不法分子利用協力

廠商支付平臺為手段進行洗錢犯罪，不僅嚴重危害這種新型交易平臺的健康發展，還對以灣區金融合作為契機的經濟

發展機遇帶來了極大挑戰。與此同時，灣區內“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點，使得三地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反洗錢合作

面臨的困境加劇，但是面對該種困境並非無法突破，應當通過加強平臺內部監管和灣區相互合作等方式，形成可防可

控的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體系。 

 

關鍵字：協力廠商支付平臺；金融監管；洗錢犯罪；粵港澳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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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不同於以往粵港澳在

投資和產業方面“惠商”形式的合作，而是“惠商”同休

閒、健康、優質生活圈的“惠民”形式的結合。近年來，

協力廠商支付平臺作為一種支付手段發展迅速，憑藉其便

利、快捷、高效等優勢迅速在民間普及，不僅促進了投資

與貿易，也廣泛應用於人民日常生活等各領域中。在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移動支付通過協力廠商平臺交易167.75

億筆、金額37.97萬億元。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

入推進，港澳居民赴內地投資、就業、旅遊和生活日益增

多，對便捷共用協力廠商支付服務的需求愈發強烈，而澳

門電腦資訊業商會理事長魏子傑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9市2區”的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民生資料互聯互通、

共用共用，才是大灣區真正融合的根本。”因此，不法分

子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進行洗錢犯罪，已成為粵港澳大

灣區的金融合作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所以，將三地洗錢犯

罪治理經驗加以總結，用以提高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對於協

力廠商支付平臺洗錢犯罪的治理水準，切實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金融合作。 

 

1.新型洗錢犯罪模式及“三法域”的監管檢視 
1.1 一體化發展下的威脅——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洗

錢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9年2月18日正是發佈了《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中鮮明的提出“共同推動

大灣區電子支付系統互聯互通”，這有利於內地與港澳的

交流合作進一步加強，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的趨勢，對於

當前宣導建立的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具有重

大意義。自2019年3月起，網聯清算有限公司方面表示，

將要和支付寶正式共同合作跨境條碼支付的業務。Ali-pay 

HK（支付寶香港本地錢包）新功能上線，交易資金將通

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英文簡稱CIPS）完成跨境結算。

這意味著Ali-pay的香港用戶在內地進行消費時，可以通過

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實施線下跨境支付，而在2020年2月

27日支付寶則宣佈，正式開通港澳跨境電子支付服務，香

港電子錢包Ali-pay-HK成為繼內地支付寶及韓國k-k-pay

之後，第三個在澳門投入服務的跨境電子錢包，粵港澳三

地用戶都能享受“一部手機走遍粵港澳”的的惠民待遇。

因此，在民生領域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成功推進了粵港澳

居民生活一體化，同時為三地的金融發展和資本流動指明

了方向。 

然而，洗錢犯罪侵犯了國家的經濟秩序和金融管理活

動、外匯管理的相關規定，是國家嚴厲打擊的一種破壞經

濟秩序犯罪。一般來說，洗錢犯罪不是一個獨立的犯罪行

為，通常與收受賄賂、綁架勒索、不正當交易等犯罪行為

相關聯，成為連接犯罪上下游的重要一環。而利用協力廠

商支付平臺進行洗錢犯罪，就是將協力廠商支付平臺與洗

錢犯罪結合起來產生的一種新型洗錢犯罪模式。這不僅給

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安全隱患，同時也使粵港澳大

灣區的金融合作安全陷入一定的危及。之前，央行發佈的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規定了協力廠商支付平

臺涉及的業務為網路支付、銀行卡收單、預付卡的發行與

受理、和其他支付服務四種。中國國內比較有名的協力廠

商支付產品主要有支付寶、微信支付、百度錢包等。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關於不法分子利用協力廠商支付

平臺洗錢犯罪的原因，筆者有以下考量：首先，協力廠商

支付平臺作為一種新興的具有廣泛發展潛力的網路支付

手段，其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了相關單位的預期設想，導致

相關法律立法不到位和監管制度尚未完善，而跨區域的特

點使得三地各自的監管體系容易形成漏洞；其次，同時該

洗錢手段具有良好的隱蔽性和便捷性，資金轉移迅速，國

家監督難度大被檢測查處的可能性很低，這都使得利用協

力廠商支付平臺進行洗錢犯罪的犯罪行為收益大大高於

風險，犯罪分子便樂意鋌而走險，所以犯罪分子便充分利

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洗錢犯罪有著極為隱蔽，全球化流通

程度高，操作便利（往往操作者不需要很高的知識水準），

成本極低等特點，進行洗錢犯罪；再次，犯罪分子只需要

利用電腦的虛擬位址和身份便可進行資金周轉流通，使得

資金交易情況無法被有效地監控和反映，即使監控到資金

流，也很難找到真正的洗錢犯罪行為人，從而為偵查工作

帶來了極大困難；最後，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屬於資金支付

手段提供方，通常不屬於機關單位或者大型國企，是民間

企業與科技公司合作而產生的新興事物，國家對其只能通

過民事行為規範進行調控，不能通過強制性的行政命令進

行幹預，這導致國家對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防控能力極低，

通常難以做到事前預防，只能在產生犯罪後進行事後調查，

這使我們國家對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進行洗錢犯罪的

行為難以監控，這不僅給警方的偵查取證工作帶來了新的

困境，同時使檢察官的檢查起訴工作和法官的審判工作帶

來極大地困難。 

綜上所述，在國內協力廠商支付市場格局逐漸成型的

背景下，境外市場跨境協力廠商支付正逐漸成為協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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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巨頭的佈局重點，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的一

環，作為境內外協力廠商支付巨頭競爭的重點區域，在適

用初期高速增長的背景前提下，筆者認為犯罪分子利用協

力廠商支付平臺進行洗錢犯罪的風險將隨之增長，使粵港

澳大灣區金融秩序存在安全隱患，正確處理以協力廠商支

付平臺的積極成長的前提下，避免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洗

錢犯罪漏洞，從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智慧生活圈加速落

地。 

 

1.2“三法域”關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監管檢視 

粵港澳同宗同源分屬一家，而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難

度遠超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以及日本東京灣區等世

界三大灣區，其重要原因在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大特點，

即“一國兩制三法域”，粵港澳大灣區，就現金流而言，

存在三種不同的貨幣；就法律體系而言，存在三種特色的

法律體系；就進出口貨物而言，存在三個獨立的關稅區。

諸多因素使得大灣區反洗錢合作面對困境，而維護陪伴人

們日常生活的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安全高效，更是監管體

系中一大難題。 

首先，在內地自2010年《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

辦法》出臺實施後，內地對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市場展開了

整頓與清理，自2010年到現在為止先後頒發了12部相關

法律法規。從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市場准入、業務規範、

客戶管理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進，與此同時2018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電子商務法》更是對支付平臺管

理者的責任承擔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同時該法對於協力

廠商支付平臺使用者的知情權保障以及隱私權保護進行

了相應規定，因此關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管理，內地已

經形成了以《電子商務法》為主體，配合國務院及其部委

的相應法規為實施細則，中央人民銀行為管理者的監管體

系。 

其次，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較之於內地央行從2010年

開始對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管理，香港立法會自2015

年11月通過《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於2016

年由金管局開始對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市場進行整頓管

理，雖然近年來香港就電子商務的領域有一定的發展，但

其就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市場的規模依然有限，其中相當一

部分經營者來自於內地。而當時金管局負責人曾表示，站

在反洗錢的角度考量，如果有關儲值支付工具的交易範圍

僅限於香港本地，對應的監管要求就比較低，但如果涉及

跨境支付等功能，要求就可能會提高，同時針對申請者的

業務性質不同，金管局不會以“一刀切”的方式劃定限額，

申請人可以根據過往交易記錄提出建議，但金額越高，金

管局對於該機構的反洗錢等風控措施的要求也就更高。由

此可知，對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反洗錢，香港政府採取了

支付區域“內外有別”以及支付金額逐級審核的監管體

系。 

再次，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金融法律延續了澳門法律

體系的傳統，與承繼了法國金融法律體系的葡萄牙相一致，

因此關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管理澳門並沒有出臺專門

系統的法律規範檔，而是將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同金融機構

一視同仁進行管理。儘管，澳門金管局在2016年出臺了

《指南》作為金融機構申請文本，但是因其不具備法律效

力，所以筆者並不認為其可以作為澳門管理協力廠商支付

平臺的法律文本。然而，關於澳門整體的反洗錢監管體系

上，在上一輪亞太反洗錢互相評估中，《澳門反洗錢反恐

怖融資互評估報告》表示澳門反洗錢監管體系所秉承的原

則始終都是將更多資源投入在了高風險領域，且把所有金

融機構、特定非金融行業和職業以及眾多的其他行業部門

納入監督。其中，兩個重要的行業都擁有著健全的監管機

制，分別是由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監管的博彩業以及由澳

門金融管理局監管的金融機構，這些主管部門主張風險為

本的監管策略，其所採取的監管行動推動了行業合規性的

不斷提升。不過，其他方面的監管在基於風險為本的做法

方面仍顯不足，比如部分特定非金融行業和職業(例如當

鋪、高價值經銷商/媒介等)，而其中協力廠商支付不同於

博彩業以及其他傳統金融機構，深深紮根於人們群眾日常

生活中，是一種支付工具，但是本質系金融機構。由此可

知，澳門的反洗錢監管體系關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管理

制度，仍然屬於傳統金融監管體系。 

 

22.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洗錢犯罪的一般概述 
2.1 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支付流程——以支付寶為例 

消費者選購商品後，利用支付寶，從而使得與帳戶相

綁定銀行卡上的資金進入到平臺帳戶上，之後支付寶通知

賣家貨款已到達，賣家按照訂單發貨，貨到後買家檢驗貨

物之後通知平臺帳戶付款給賣家，協力廠商平臺再將貨款

支付給賣家。因此，通過協力廠商支付平臺，不法分子可

以利用虛假身份資訊，進行多種方式的洗錢。 

首先，通過真實的網路交易進行洗錢。例如：不法分

子用非法所得在網上大量購買商品，之後以明顯低於市場

價格大量賣出，從而產生網路交易訂單，進行洗錢。或者

自己開設網路商店，買自己的產品，將錢從不同帳戶轉入

進行洗錢。或者是通過結夥作案：一人發佈虛假的商品資

訊並放在網上售賣，然而實際並不存在該商品。之後另一

人購買，也能實現資金的轉移，掩蓋實際洗錢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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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利用網路交易進行洗錢的模式類似宋朝的一種賄賂

手段，即受賄人將假古董寄賣於古董店，行賄人明知是假

的卻用真貨甚至高於真貨價格購買，利用古董店的合法交

易進的形式掩蓋非法交易的本質 

其次，通過取消交易、退貨等方式進行洗錢。網路退

款是將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所預收的備付金退還給買家，資

金的走向、來源與支付過程是分開的。買方可以選擇將資

金退入原來的帳戶，也可以退入新的帳戶。資金流轉過程

中可以進行兩次洗白。通過這種形式不法分子能夠將協力

廠商支付平臺作為虛擬的POS機進行套現。其非法所得通

過退貨的方式在多個帳戶間完成轉移，而且這種資金流轉

是不受監管，實現以合法形式掩蓋其非法目的。 

再次，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進行非法的網路賭博進

行洗錢。不法分子可以將錢轉移到賭博合法化的地區（澳

門），之後將黑錢投入到賭博中，將賭博後或少或多的錢

拿回，完成洗錢活動。 

最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金融合作

腳步的加快和貿易共同發展的程度不斷深化。但是，大灣

區內寬鬆的政策環境以及激勵措施在便利交易、促進貿易

的同時，也增大了貿易中協力廠商支付平臺交易管道的監

管難度，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合作安全面臨威脅。 

 

2.2 洗錢主要手段的淺要分析——以談某走私洗錢案為

例 

首先，不法分子談某借用他人帳戶，多次進行跨行轉

帳，從而進行累計，並且提取大量現金。為避免監管機構

的懷疑，談某一般極少乃至不會使用本名帳戶進行大量資

金的轉移以及歸集，並且通常在許多的金融機構使用大量

不同的身份證開立多個銀行帳戶。不法分子談某而言，一

般不會採取用一個銀行帳戶完成全部資金交易的方法，而

是經常大批量的進行跨行轉帳，讓資金遠離最初來源，實

現資金源頭的混淆。大量的提取現金，從而切斷資金鏈，

也是談某洗錢的慣用伎倆。在非法資金轉移的過程中，不

法分子談某自身始終作為轉帳即以及相關業務的實際辦

理人，談某可以通過交替使用多個不同的銀行帳戶，盡可

能避免因多次轉帳交易而被金融機構業務人員或者監管

機構人員發現。 

其次，進行逃避反洗錢監管機構的監測以及相應現金

管理的活動。不法分子談某可能對銀行業及其監管機構的

反洗錢監管工作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作案期間，通過部分

金融機構所開展的個人匯款業務尚未完全納入反洗錢監

管機構監測範圍的漏洞，不法分子談某則主要通過該類金

融機構的匯款業務，收取其犯罪夥伴轉帳而來的贓款，從

而達到降低其進行洗錢行為的風險，避免因監測而被發現

的可能性。另外，不法分子談某還利用金融機構的另一大

漏洞，即尚未建立相應嚴格現金存取的提前預約、登記以

及報告制度，從而逃避現金管理。 

還有，利用貿易內部監管的薄弱環節進行走私，並且

完成非法洗錢。走私——實物流方面，不法分子在國外購

買各種大型機械物件，並且將其拆分，可多次重複利用小

額包裹快遞寄回國，同時也通過自身的人際交往圈等關係

在各地等多處物色可以接受包裹的收件人，並將收件人姓

名、家庭位址等身份資訊進行收集整理，並且加以利用。

不法分子在得知快遞包裹消息後，立即通知收件人領取快

遞，並且由不法分子進行收集，加以收集後，轉遞給公司

進行銷贓。 

然後，還有外國華僑套現取錢，境外的不法分子利用

其身在境外便利，通過境外華人、華僑、留學生等相應的

人群中進行收集活動，分析需要向境外人士需要向國內的

親友匯款的資訊，約定採取“先匯人民幣，後收取美元”

的手段，並向境內的不法分子同夥發出相應的匯款指令。

接到同夥不法分子指令後，將款項通過轉帳的方式匯給指

定的國內收款人，並告知收款人與境外匯款人雙方核實，

同時向境外的不法分子同伴發出境外收取美元的通知。在

彼此對匯款金額核實無誤後，按照事先約定相應的收取美

元。可見，一批有預謀有組織的不法分子利用境內外收付

款人的人民幣需求，以及境外匯款人的外幣供給等一系列

手段，完成了將走私贓款從國內“轉移”到境外的過程。 

除此之外，還有洗錢——資金流方面，銷贓並歸集贓

款。公司在收到不法分子所郵寄的包裹後，開始進行對大

型機械拼裝活動，達到完成銷售的目的，然後再根據不法

分子之間的事前約定將非法資金按照一定比例分發，而走

私獲取的“黑錢”則可以通過匯兌、銀行卡異地轉帳等手

段方法，分散轉帳給不法分子。不法分子在收到的轉帳所

得匯款後，從相應的金融機構帳戶上提取現金，最終以銀

行吸收存款、代存貨款等名義，實現將不法資金存入利用

他人身份證事先辦理帳戶的目的。 

 

33.反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洗錢犯罪的管理策略 
由於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進行洗錢犯罪的資金流

向不明、難以監測、灣區環境複雜，這類案件偵查難度較

大。因此，應將偵查與防控相結合，才能有效的打擊利用

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犯罪以及預防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

臺犯罪的可能。 

 

3.1 就協力廠商支付平臺自身出發——完善平臺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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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內地視角出發，根據央行發佈的《非金融

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目前在內地協力廠商支付

平臺尚且不屬於金融機構。而後央行又出臺《支付機構反

洗錢和反恐融資管理辦法》，表明將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納

入反洗錢監管體系中，但是現在仍然沒有將協力廠商支付

平臺反洗錢的監管上升到法律層面。同時，沒有相應法律

明確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在反洗錢監管中的責任和義務。因

此，應完善相關立法，頒佈專項的法律法規明確將協力廠

商支付平臺反洗錢納入反洗錢監管體系，並通過立法明確

協力廠商支付平臺、銀行和偵查機關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

反洗錢中的責任分配。 

其次，三地關於反洗錢的監管體系，都應當明確協力

廠商支付平臺洗錢的責任分配。協力廠商支付平臺使得網

路交易過程一分為二（買方資金進入資金池和資金池將資

金匯入賣方是分開的），這使銀行無法確定各個交易的因

果關係，從而無法掌握資金流動過程，這就脫離了銀行的

反洗錢監管體系。因此，銀行不承擔責任，而協力廠商支

付平臺作為支付工具，識別客戶真實身份資訊的能力有限，

某些情況下僅僅只需一個手機號就可以註冊，不法分子很

容易利用虛假身份資訊註冊並進行非法交易。這兩種情況

使得利用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洗錢便利且難以監管，因此需

明確責任分配。 

    再次，三地關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審批機關，應當

強化協力廠商平臺的市場准入，將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按照

額度進行註冊分流。對大額度註冊者嚴格進行身份識別，

強制進行實名制註冊並綁定註冊人銀行帳戶來審核其身

份的真實性，降低利用虛假身份進行洗錢的隱患。其次，

督促協力廠商支付平臺向監管部門進行資訊回饋，對日常

可疑交易進行跟進監測，並完整保存交易資料，定期將可

疑交易告知監管部門。 

     最後，三地政府應當嚴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日常管

理，注意盤查電子商戶的身份資訊與經營內容，重點偵防

經營內容與註冊內容不符的。尤其是其內容簡陋但銷量異

常的，商品價格與正常市場價格不符的。其次，重點盤查

存疑登錄資訊的客戶。比如：註冊地與登錄地不同，同一

個帳戶多次異地登錄。最後，要注重監測可疑轉帳的方向

和數額。比如一個帳戶多次退款給不同帳戶，資金交易數

額與次數可疑的，多次將資金轉到境外而在不久後轉回的。

這都應該是重點監督對象。 

 

3.2 從大灣區反洗錢體系出發——強化合作、共同打擊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在打擊區域內洗錢犯罪時，根據

各自的特性，出臺區域性反洗錢檔，具體界定洗錢犯罪以

及明確各自在必要條件下的司法互助等內容，同時對區域

間金融合作產生的經濟往來，建立良好有效的多方監管和

許可權制約體制；粵港澳大灣區建立長期金融交流機構，

實行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標準化管理，加強對其監管力度，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內法制共識，完善金融監管合作機

制。同時，可以建立大灣區金融管理年度會議制度，共同

研究洗錢犯罪，促進各自反洗錢工作的交流，以便掌握最

新的洗錢趨勢。 

其次，加強“警銀”合作。銀行定期整理巨額資金的

資料，並且將其總結，將批量大、可疑、來源不明、用途

不清的資金向警方彙報，同時銀行內部加強行業管理和從

業人員的業務素質自律，避免銀行與洗錢犯罪向勾結，造

成大規模、難以預防和難以控制的洗錢犯罪。 

再次，案件來源的轉變以及類型趨勢的發展，要求三

地機關加強合作。其中，現金流是跨境洗錢犯罪環節的關

鍵突破口,而從單個案件到同類案件或串聯案件的趨勢，也

說明瞭粵港澳大灣區的洗錢犯罪活動不斷衍變。但對此並

非束手無策，警方一向高度重視同金融機構合作,追查境內

外可疑資金的來源與去向，根據洗錢犯罪的最新特點及趨

勢，整理總結反洗錢的偵防活動，由傳統“案→人→與人

有關的資產資訊”、“錢→犯罪”等傳統模式，調整為

“與人有關的資產等資訊→人→案”、“上游犯罪→錢→

下游犯罪→新型犯罪”新型模式。這個轉變，要求三地在

各自履職的前提下，加強合作，同時也是新形勢下警方提

升打擊跨境犯罪能力的重要支點,。 

最後，粵港澳大灣區三地“三法域”的特點，是不可

避免的，但存在可以通過加強合作，探索反洗錢法治文化

協同發展的道路加以解決，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將反

洗錢合作納入《粵港澳大灣規劃》中，形成粵港澳大灣區

反洗錢共識，以便於職能部門合作有依，同時正確建立相

關組織機構以及權力配置，共同打擊反洗錢犯罪活動，並

且通過反洗錢合作，進而追繳非法資產、從而切斷跨境犯

罪經濟支柱，更有效阻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出現的

跨境犯罪活動，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保駕護航。 

 

44.結語 
洗錢犯罪是世界範圍內金融犯罪中的高發犯罪事件，

同時也是各國重點打擊的對象，而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出

現和普及為洗錢犯罪提供了新的演變機會。兩者的結合使

得我國內地原有打擊金融犯罪體系出現缺失，同時也對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在金融合作安全面臨較大的威脅。而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金融合作勢必是其重要的一

環，而協力廠商支付平臺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支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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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若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進行洗錢犯罪活動，必然會危

及平臺金融安全，甚至於給人們日常生活造成不便乃至重

大經濟損失。所以，粵港澳大灣區對於協力廠商支付平臺

的管理，應當形成系統聯動，互相配合的體系，才能順利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實現區域內的金融安全，居民

的安居樂業。 

 

參參考文獻 

[1]王博文.國際金融風險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及對策[J].科技

創新導報. 2016(34) 

[2]張寶.全球化背景下洗錢罪爭議問題探析[J].河北法學. 

2017(04) 

[3]阮方民. 洗錢犯罪的預防與懲治[J].人民檢察[D],2007.(03) 

[4]劉俊奇,安英儉.資本專案開放下中國跨境洗錢的新趨勢及監

管對策[J].新金融. 2017(02) 

[5]蘭立宏.利用互聯網支付系統洗錢犯罪研究[J].中國人民公安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03) 

[6] Jamie Bryant, et al. Oncology patients overwhelmingly 

support tissue banking [J]. BMC Cancer, 2015, 15(1). 

[7]郝宏奎.中國社會轉型期偵查工作的演進軌跡[J].貴州警官職

業學院學報. 2006(01) 

[8]楊琦峰,馮彬,楊恩寧.協力廠商電子商務支付平臺的構建[J].當

代經濟. 2006(11) 

[9]吳志攀,白建軍.證券市場與法律[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社.2000 

[10]王君權.《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述評[J].

吉林金融研究. 2016(02) 

[11]劉凡.特定非金融行業反洗錢法律制度研究[D].武漢大

學.2014 

[12]肖浦嶸 .對金融業監管協調機制的一點看法[J].法學 . 

2006(09) 

 

作者簡介 

何澤，（1995- ），澳門城市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

研究領域爲物權法、商法。

 

 

196

SSH, 202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2005_7.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