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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博彩業開放以來，隨着外國資金大量進

入，澳門迅速走向國際化，各國資本、商人以及遊客

更多地湧入澳門。在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關注的同

時，澳門受到國際事件的影響、捲入中國外交和國際

關係糾紛的可能性也大大提升了。在這種國際背景

下，美國對澳門的影響最為突出，這不僅僅是因為大

量美國博彩資本在澳門的經營，也因為美國這個惟一

的超級大國，在全球不同領域、各個角落都有自己的

影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以下簡稱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交和國防事

務由中央政府負責管理，同時，該法也規定中央人民

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

對外事務。這就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在適當領域展開對

交往提供了法律依據。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下，能夠參與到與

澳門相關的中國外交事務中，既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具

體授權下自行處理相關事務，也可以和中央政府配

合，一起處理相關的外交事務。這種靈活的機制安排，

使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對外事務方面，特別是與

中央政府合作處理某些外交事務方面，能夠發揮較為

特別的作用。 
2005 年 9 月，美國財政部根據美國《愛國者法》

311 條款指名澳門滙業銀行為美國“首要的洗錢關

注”，滙業銀行被指同朝鮮的洗錢等一些非法活動有

關，滙業銀行事件爆發。滙業銀行事件是美國針對其

眼中的“流氓國家”朝鮮進行金融制裁而引發的一個

事件，同時，該事件由於同當時中國主持的關於朝鮮

核問題的六方會談聯繫在一起而成為了一起外交事

件，不再是一起單純的金融事件。 

滙業銀行事件發生後，圍繞對滙業銀行被凍結朝

鮮資金的處理、以及這筆資金的解凍與朝鮮核問題六

方會談進程的聯繫等一系列具體問題，中央政府進行

着外交談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則在中央決策下協

助處理相關事務。整個過程在外界看來，恰是“一國

兩制”下外交實踐的一次重要實戰演練。 

 
 

一、滙業銀行事件的背景 
 

布殊政府上台後，特別是“9‧11”恐怖襲擊之

後，美國將朝鮮確定為“邪惡軸心”並列為先發制人

打擊對象之一。同時，美朝互相指責對方違反 1994
年的朝美核框架協議，雙方關係惡化。2002 年 12 月，

朝鮮稱計劃重啟寧邊核反應堆並於2003 年 1 月宣佈退

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引發第二次朝鮮核問題危

機。美國一直敵視朝鮮政權，拒絕同朝鮮進行雙邊談

判以化解危機。中國則一改此前在朝鮮問題上的被動

應對態度，積極主動參與到朝鮮核問題中來，促成美

朝雙方同意進行包括有關各方在內的多邊會談。2003
年 8 月，第一次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 

美國政府在六方會談之外，也採取第二軌道來對

付朝鮮。2003 年 4 月，美國國務院發起了跨部門的非

法活動調查計劃(Illicit Activities Initiative, IAI)，以分

析、調查和反擊朝鮮的非法活動，並成立朝鮮工作組，

以監督非法活動調查計劃的執行並為六方會談提供政

策計劃支持。非法活動調查計劃的主要職責就是根據

美國法律採取執法行動，打擊朝鮮政府的各種國際非

法活動，重點是切斷朝鮮與其進行非法活動的全球銀

行合作夥伴之間的聯繫。1

此外，隨着“9‧11”後的全力反恐，美國在政府

部門的組成和功能方面也進行了較大調整。財政部在

反恐方面的作用得到加強，其獨特性體現在兩個方

面，一個是布殊總統發佈了行政命令 13382，授予財

政部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活動的制裁權；另一個

就是將執行《愛國者法》第 311 條款權力賦予了財政

部於 2004 年 7 月新成立的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辦公

室。311 條款的獨特授權使得財政部可以指控一個外

國金融機構或者司法管轄區，將其確定為“首要的洗

錢關注”，其影響力比許多人想像的都要強大。 

據報載，滙業銀行是澳門碩果僅存仍然保持家族

式經營的本地銀行，已有 70 餘年歷史，是澳門惟一一

家以服務性業務收入為主的銀行，其經營的業務廣

泛，涉及證券、金融期貨、保險、房地產、代理人服

務等多項領域，在澳門、香港及東京均設有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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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0 年代開始，滙業銀行即與朝鮮的銀行及貿易公司

建立商業銀行關係，也一直與美國當局在調查可疑商

業活動上進行合作。滙業集團主席為區宗傑，曾擔任

澳門立法會議員和中央政府委任的全國政協委員，

1999 年時曾與現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競逐澳門第

一屆行政長官。 
 
 

二、滙業銀行事件的出現和發展 
 

(一) 2005 年 9 月滙業銀行事件出現 

經過兩年四輪的談判，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05
年 9 月 19 日，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取得第一個重大成

果，與會各方一致通過《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

朝鮮在聲明中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

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回到國際原子能機

構保障監督。美方在聲明中確認，美國在朝鮮半島沒

有核武器，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朝

鮮。朝鮮和美國在聲明中承諾，將採取步驟實現關係

正常化。 

與此同時，在美國對付朝鮮的第二軌道方面，也

取得突破。經過長達四年通過臥底進行的調查，2005
年 8 月 22 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宣佈，由FBI、美國特

勤處(U.S. Secret Service)等多個部門合作的兩個代號

分別為“皇家魅力” (Royal Charm)和“冒煙龍”

(Smoking Dragon)的針對中國黑幫的調查案件結案，一

共逮捕了 87 名嫌犯，他們被控走私武器和美元假鈔以

及香煙、迷幻藥等毒品以及其他違禁品到美國。2 美

國宣佈從中發現了澳門相關銀行和朝鮮偽造貨幣及清

洗黑錢等活動有關。 

案件結束後不久， 9 月 15 日，美國財政部根據

美國《愛國者法》311 條款指名澳門滙業銀行為美國

“首要的洗錢關注”。財政部負責反恐及金融情報的

副部長斯圖亞特‧利維(Stuart Levey)稱“滙業銀行是

朝鮮政府的積極卒子，通過澳門從事腐敗的金融活

動，澳門需要顯著改善控制洗黑錢”，“引用《愛國

者法》權力，我們正着手保護美國的金融機構，同時

就滙業銀行所構成的非法財務威脅警告全球社會。”

財政部具體指出了澳門滙業銀行為涉及非法活動的部

分朝鮮政府機構和前線公司提供金融服務等五項罪

名。 3

消息傳出後，引發大批存戶對滙業的擠提，3 日

之內滙業銀行共被提去 3 億多元的現金及本票。香港

金融管理局委派的會計師行暫時接管了滙業在香港的

一間接受存款公司，直至澳門當局查明對滙業的指控

是否屬實。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公開呼籲居民要

對金融體系有信心。9 月 29 日，特區政府委任的行政

管理委員會全面接手滙業銀行管理權，代替了滙業銀

行董事會的權力，以使外界重拾對滙業銀行的信心，

強化滙業的運作，消除客戶對滙業的戒心，擠兌風波

暫告平息。 此後，朝鮮於滙業的 52 個戶頭的共計

2,500 萬美元資金被凍結，特區政府也對滙業及其他本

地銀行採取了更為嚴厲的審計監管措施。 

 

(二) 滙業銀行事件與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

聯繫 
美國通過滙業進行的金融制裁擾亂了六方會談。

朝鮮對美國制裁滙業做出強烈反應，原定於 2005 年

11 月召開的第五輪六方會談進行了三天就即告結

束，沒有任何成果。12 月 6 日，朝鮮稱，倘若美國不

解除對於朝鮮制裁的話，朝鮮就不參加六方會談。 
2006 年 1 月 3 日，朝鮮重申，除非美國解除對朝鮮有

關偽造貨幣和洗錢指控而實施的制裁，否則不會繼續

參加六方談判。 

美國財政部對滙業的指控只是其對朝鮮進行全球

金融制裁的開始。2005 年 12 月，美國財政部下屬的

金融 犯罪執法網 絡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向美國及全世界的金融機構發出通

告，警告美國金融機構防範朝鮮通過它們來進行非法

活動，並鼓勵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採取相似的措施。

財政部副部長利維還出訪日本、越南、新加坡以及韓

國，因為據稱朝鮮將把帳戶轉移往這些國家，處處強

調美國對朝鮮非法金融交易的關注。隨着美國對滙業

的指控所傳達出的信息，即同朝鮮進行金融交易會得

到滙業一樣的下場，再加上美國後續的威脅，到 2006
年夏天，世界上特別是東亞地區的銀行，包括韓國、

日本、越南、蒙古以及新加坡等國大約 20 多個銀行，

都開始切斷同朝鮮的金融往來。2006 年 7 月 24 日，

中國銀行宣佈凍結其澳門分行與朝鮮相關的資金。 

從 2006 年 1 月開始，隨着朝鮮以美國對其實施的

金融制裁為由退出六方會談，金融制裁中的關鍵問

題，即澳門滙業銀行的朝鮮資金凍結問題，就與朝鮮

核問題的六方會談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也就是說，滙

業銀行事件與東亞的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處理聯繫到

了一起。圍繞滙業銀行的朝鮮資金問題，澳門特區政

府捲入到了這起複雜的外交事件中。與此同時，外界

也開始關注作為六方會談組織者、東道國以及協調人

的中國政府對澳門滙業銀行的處理情況。 

 

 

三、中央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在滙業銀行 
事件上的應對與處理 

 

從 2006 年的情況來看，隨着對滙業的指控，美國

展開了針對朝鮮的全面金融制裁，朝鮮強硬回應以退

出六方會談、進行導彈試射和核試驗。這一期間，美

國對滙業沒有最終裁定，中國中央政府根據“一國兩

制”的安排，在六方會談上以及對朝鮮的金融制裁問

題上與美國政府應對，一方面積極斡旋，推動美國與

朝鮮進行金融談判，推動六方會談進程；另一方面也

通過中國銀行採取了凍結朝鮮資金的行動。這既表達

了對置中國利益於不顧進行導彈試射和核試驗的朝鮮

@ DK @ 



“一國兩制” 下的外交實踐 
 

的強硬政策，又是打擊國際金融領域、不擴散方面的

正當舉動，以行動回應了美國的壓力，也回應了美國

財政部對中國銀行澳門及香港分行的制裁威脅。同

時，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採取的反洗錢立法等做法也

加以肯定，稱其與中央政府堅決反對洗錢等金融犯罪

活動的立場是一致的，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對有關的非

法金融活動進行查處。這樣中央與澳門特區政府在打

擊反洗錢等金融犯罪活動方面互相響應，配合默契。

對於具體的滙業銀行的處置問題，中央政府在公開場

合一概以滙業銀行的事根據“一國兩制”的安排，由

澳門特區政府處理來回應。 

真正需要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努力面對的是

2007 年 3 月美國財政部對滙業的最後裁決出來之後。

2007 年 2 月 13 日，六方會談取得第二個重大成果，

簽署了 213 協議，同意執行 2005 年 9 年 19 日協議的

《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美國國務院朝鮮談判首席

代表克里斯托夫‧希爾(Christopher Hill)向朝鮮承諾在

一個月內解決滙業銀行問題，也就是說，美國財政部

就必須在 3 月 15 日之前對滙業作出最後裁決，以配合

美國務院兌現美國政府的承諾。 

 

(一) 美國財政部開始發難 
3 月 15 日，美財政部選擇在希爾承諾解決滙業銀

行問題的最後一天才宣佈對滙業銀行作出最後裁決。

該裁決指出，經過過去 18 個月的調查，確認澳門滙業

銀行對與朝鮮有關客戶的非法行為視而不見(turn a 
blind eye)，在包括偽造美鈔等方面為後者提供便利。

因此，根據美國《愛國者法》第 311 條的規定，30 日

後切斷美國金融機構同滙業銀行的帳戶往來，同時禁

止滙業銀行同美國金融體系發生任何聯繫。4

美財政部的最後裁決已經為滙業銀行處理這筆資

金鋪平了路，也即滙業銀行必須處理掉這筆黑錢，但

財政部又堅持美國對怎麼處理不會干涉，解凍多少也

由接管了滙業銀行的澳門政府來決定。此後兩天即 3
月 17 日，美財政部助理國務卿幫辦格拉澤(Daniel 
Glaser)第三次赴澳門，稱此行是給澳門金融管理局提

供更多資料，讓澳門當局按機制決定滙業銀行有哪些

資金可以解凍，會否解凍滙業客戶的戶口，由澳門政

府的決定。格拉澤還稱保護澳門經濟體系是澳門政府

的責任。5 這樣，美國財政部將解凍朝鮮資金的責任

甩給了澳門政府。 

這給澳門政府出了一道難於應付的難題，即這筆

錢是美國財政部認定的黑錢，至少其中一部分是不法

資金，現在由於六方會談的需要而要被解凍。按照美

財政部的本意，它不想解凍朝鮮資金，即使解凍也只

能解凍部分合法資金。現在它將此責任丟給澳門政

府，如果澳門政府宣佈解凍部分合法資金，朝鮮當然

不滿意，六方會談仍將繼續擱淺，阻礙六方會談的罪

名就會加到澳門政府頭上；如果澳門政府宣佈全部解

凍，那麼就等於是解凍了美國財政部宣佈的非法資

金，這樣，接管了滙業銀行的澳門政府就擔上了轉移

朝鮮非法資金的罪名，美財政部也就由此握有了對澳

門特區政府進行制裁的口實。由此可見，格拉澤 3 月

17 日對澳門的訪問，其所謂“保護澳門經濟體系是澳

門政府的責任，至於會否解凍滙業客戶的戶口，是由

澳門政府的決定”的說話，言外之意就是讓澳門政府

在朝鮮資金問題上無法作為(既無法部分解凍也無法

全部解凍)，通過澳門政府之手來達到自己不願意解凍

全部資金的目的，這樣才能保持對朝鮮的金融制裁壓

力，這是美財政部的最根本目標。 

 

(二) 中國中央政府界入，初步化解解凍難題 
美財政部的這種做法不僅讓澳門政府處境困難，

極為被動，而且也由於對六方會談的阻礙使得力主通

過談判解決朝鮮核問題的美國國務院和中國政府極為

不滿。 

從美國方面來看，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在對朝鮮

政策上存在着嚴重分歧。隨着新保守分子、強硬派的

旗幟、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2006 年

12 月的離職，以及國務院負責軍控和國際安全事務的

副國務卿羅伯特‧約瑟夫(Robert Joseph)2007 年 2 月

的辭職，主張以金融制裁為主要手段對付朝鮮的強硬

派在國務院完全失勢，非法活動調查計劃(IAI)被降

級，完全失去了它當初的作用。在國務院內部，朝鮮

問題處在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和美國朝鮮問

題首席談判代表希爾的控制之下，不再存在對六方會

談的阻礙。這樣，新保守主義強硬派勢力的最後堡壘

就是財政部利維負責的反恐和金融情報辦公室。在副

總統切尼的指示下，財政部繼續通過實施金融制裁，

維持着對朝鮮的強硬政策。到 2007 年 213 協定簽署

後，新保守主義強硬派和現實主義接觸派在對朝鮮政

策上的路線分歧就演變成為了財政部和國務院的部門

分歧。 

按照“一國兩制”的規定，澳門的金融事務屬於

特區政府管轄，中央不會干涉，然而，滙業銀行事件

卻是一起涉外金融事務，對事件的處理涉及到了對外

事務，涉及到對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交事件的處理，

不再是澳門特區政府職權內能夠處理的問題，需要中

央政府參與進來。 

對美國財政部對滙業銀行的最後裁決，中央政府

表明了“深表遺憾”的態度。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

2007 年 3 月 15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中央

政府支持澳門特區政府依法妥善處理有關問題。處理

滙業銀行問題應着眼於兩點，一是應有利於推動六方

會談進程，二是應有利於維護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

穩定，”並解釋說“深表遺憾”是因為“兩方面的關

切都應得到充分考慮和妥善處理，不能只得到部分滿

足”。6 言外之意就是指美國財政部的裁決只是考慮

到了中方推進六方會談的一個關切，卻沒有考慮澳門

的金融穩定這一中方的另一個關切，中國政府對此很

不滿意。 

對於中國方面來說，美國財政部把滙業銀行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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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洗黑錢確定名單”的裁定維持不變，意味着對

滙業實施的金融制裁仍未解除，美國財政部可以隨時

擴大對包括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在內的澳門其他銀行的

制裁，澳門的金融穩定仍舊處於美國財政部的威脅之

下。格拉澤 3 月 17 日的澳門之行更給澳門政府出了個

難題，使特區政府可能因為宣佈解凍朝鮮非法資金而

授人以柄，讓美國財政部掌握威脅擴大對澳門的銀行

進行制裁的口實。面對美國財政部的直接威脅，中國

方面必須採取強硬有效的行動加於應對，首先就得讓

美國方面自己宣佈解凍全部朝鮮資金，不要將此責任

推到澳門特區政府頭上，以免除特區政府日後的麻煩。 

同樣在 3 月 15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

秦剛表示，中方將會對有關滙業銀行問題“通過適當

渠道向美方表達我們的關注，此前我們也是這樣做

的”。7 從事後來看，中國方面是通過其他外交渠道

向美國財政部施加了壓力。當時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

對話(SED)已經確定將於 2007 年 5 月在華盛頓召開，

中國政府警告美方，如果朝鮮資金沒能返還，可能傷

害到美中戰略經濟對話8，這可是保爾森主管的財政部

的在中美經濟關係方面的最大成績，對話要是受到影

響，那就可能傷害到了財政部重大利益，於是保爾森

才會干涉本部門官員的恐怖主義融資問題，最終同意

推翻負責財政部恐怖主義融資官員的意見。此外，美

國財政部還受到來自美國國務院的壓力。推動六方會

談繼續前進是國務卿賴斯和希爾主管的對朝政策上的

最大目標。希爾說服了賴斯，美國應該犧牲凍結資金

的問題，以推動六方會談的 213 協定，於是賴斯出面，

與保爾森一同施加壓力，勸說財政部金融情報辦公室

同意了這個建議。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財政部金融情報辦公室的

不得不讓步，在解凍問題上的態度來了個 180 度大轉

變。格拉澤訪問澳門兩天后，即 3 月 19 日，趕在六方

會談當天上午 11 點開始之前，格拉澤和希爾在北京共

同宣佈“朝鮮和美國同意通過某種機制將所有的

2,500 萬美元返還朝鮮”，並解釋說朝鮮保證將這筆錢

用於人道主義目的。9  

 

(三) 一波三折──美朝達成協定由中國銀行

接收滙業朝鮮資金 

然而，解凍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剛解決了

誰宣佈解凍的問題，誰負責具體解凍事宜的問題仍舊

存在，現在又新出現了誰接收的問題。對於後一個問

題，美國在 3 月 19 日記者會上宣佈同朝鮮達成諒解，

並稱根據朝鮮的建議，將滙業資金轉移到朝鮮外貿銀

行在北京的中國銀行帳戶上。美國和朝鮮方面的決定

是在沒有商量和通報的情況下，就宣佈由中國銀行來

接受這筆財政部所稱的“有毒”資金，完全沒有考慮

中國銀行以及中國政府的處境。朝鮮當然願意讓中國

銀行接受這筆錢，轉交給朝鮮，拿中國作為掩護，保

障其日後國際金融往來能夠通暢；美國財政部也願

意，反正它一直的就盯着中國銀行，認為中國銀行是

替朝鮮洗錢的銀行之一。在美財政部看來，資金轉移

到中國銀行最好不過，是從它眼裏的一個小目標(滙業

銀行)轉移到了一個大目標(中國銀行)手裏，這有利於

美國財政部繼續威脅指控中國銀行為洗錢銀行提供了

口實。 

對於誰負責解凍事宜，美國繼續堅持解凍的決定

權還是在澳門政府手裏，稱是根據朝鮮的建議全部解

凍，具體的轉移技術安排由朝鮮和澳門政府商定，極

力避開美國財政部的解凍責任，而只是堅持根據《愛

國者法》第 311 條款對滙業的制裁不變。只有這樣，

美財政部才能減輕自己宣佈制裁滙業銀行卻又不得不

將其解凍的尷尬，減輕對《愛國者法》311 條款權力、

對財政部威信的損害。澳門特區政府負責解凍事宜表

面上也講得通，畢竟當初是特區政府在美國威懾下宣

佈凍結滙業朝鮮資金，但澳門特區政府清楚，整個過

程需要美國財政部的確認，避免因一些解凍的技術問

題而使特區政府背上洗錢的嫌疑。 

中國政府對美國財政部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做法非

常不滿，因為美財政部的這種做法是顯然損害澳門特

區金融穩定方面的利益，損害中國銀行的利益。就在

希爾和格拉澤宣佈了全部解凍朝鮮資金後的第二天，

在 3 月 20 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劉建超

表示，“為維護澳門特區的金融穩定，中方要求美方

繼續就此問題同澳門特區政府保持磋商，我們希望澳

門方面的有關關切能得妥善解決”10，再次強調維護

澳門金融穩定是中央的主要關切之一。同時，美國國

務院希望的推動的六方會談由於滙業資金的解凍問題

而停滯。為保證資金最終解凍並回到朝鮮手中，朝鮮

採取強硬措施，3 月 22 日，朝鮮稱如果 2,500 萬美元

的資金沒有實際到達在中國銀行的朝鮮戶口，就不會

恢復談判，朝鮮談判代表金桂冠離開北京。 

這些情況使美財政部面臨很大壓力。(試想，如果

解凍是由澳門政府來負責，那麼，現在阻礙六方會談

的壓力就會集中在澳門政府身上)，重重壓力之下，格

拉澤在 3 月 20 日剛離開北京之後不得不於 3 月 25 日

再赴北京。格拉澤稱他在北京的任務是“提供(美)財
政部的一些專業技術”以使朝鮮資金順利轉帳。他說

“澳門人和中國都想確認這個協議的執行符合他們自

己的法律和他們的國際責任，我們帶來了(美)財政部

的專業技術來幫助中國和澳門人來完成其這些有關執

行的問題。”很明顯，從他的話裏，我們能夠體會出

中國方面對美國財政部施加的壓力，即不能因為中國

銀行接受這筆朝鮮資金而受到任何牽連，澳門特區政

府也不能因為解凍的技術問題而受到洗錢的指責。 

 

(四) 最後的較量 
1. 美國財政部一意孤行，堅持對滙業銀行的制裁 

顯然，問題並不像表面所稱的“專業技術”那麼

簡單。所謂的技術問題背後，隱藏着美國財政部與中

方的激烈較量。美國財政部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辦公

室是建立來針對外國金融機構或國家進行洗錢活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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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獨立的情報收集並具有執法能力的機構，有《愛國

者法》第 311 條款的授權和保護，直接聽命於總統和

副總統，不受聯合國以及美國國務院的干涉，儼然是

金融領域的中央情報局(CIA)。美財政部對滙業作出最

終制裁決定的真正含義就是警告其他銀行如果同朝鮮

做生意將會遇到與滙業現在同樣的下場。但現在如果

因為六方會談而推翻了對滙業的制裁，那就表明《愛

國者法》311 條款的執法行動是可以被影響的、被沖

淡的、被外交談判所代替的，這將不僅是對財政部權

威和可信度的一個嚴重打擊，也是對《愛國者法》第

311 條款的威懾力的毀滅性打擊。 

因此，美財政部雖然在中國方面以及美國國務院

壓力下，以資金用於朝鮮的人道主義目的為托詞，不

得不宣佈將通過某種機制將所有的 2,500 萬美元返還

朝鮮，全數解凍資金，但仍然堅持不會正式撤銷對滙

業的裁決，仍然堅持具體解凍事宜由澳門特區政府負

責。格拉澤在北京從 3 月 25 日開始的兩個星期在北京

的停留，試圖在不撤銷對滙業指控、維護《愛國者法》

311 條款這個有力武器以及維護財政部的信譽的前提

下，找出怎樣將這筆資金通過中國銀行轉出去的方法。 

2. 中方沉着應對，拒絕接收滙業銀行朝鮮資金 
對於中國來講，如果聽從美國和朝鮮的安排，讓

中國銀行接受這筆錢是十分不明智的，那樣不僅會將

中國銀行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影響整個銀行的信

譽，隨時面臨美國關於洗錢的指責。因此，中國政府

當然不會授受美國和朝鮮的這種不顧中國和澳門特區

利益的安排。中國不願意讓中國銀行接手，也就是要

避免中國銀行因此被美國財政部以洗黑錢的罪名盯上

(如果中國銀行接受這筆錢，那就得要求簽署一個書面

保證，即通過中國銀行的轉帳，不會因此上了美財政

部的黑名單。但美財政部不願意簽署這樣一個書面保

證。從法律上看，它要為撤回滙業銀行最終裁判提供

書面理據，這有機會成為了將來反對第 311 條可引述

的一個先例，必將嚴重影響美財政部的權力，即《愛

國者法》311 條款的效力)，避免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以

及其他澳門大銀行不被美國財政部以洗錢嫌疑緊盯，

才能維護澳門的金融穩定。 

在如何拒絕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維護中

國銀行以及澳門特區政府利益這點上，外交部發言人

秦剛在 2007 年 4 月 10 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的一番

精彩回答給出了最好的註腳。當時有記者提到滙業銀

行資金轉帳問題，問“錢無法滙到中國銀行是否也有

一些中方的原因”，秦剛對此答道：“中國銀行是上

市銀行，需要履行有關的國際義務，遵循相關的法律。

澳門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承擔着相應的國際義務，

有一些相關的關切。如果要找到一個妥善解決的方

法，就應該照顧到包括中方和澳門特區政府在內的有

關各方的利益和關切。如果你認為目前的問題是由於

中國銀行的原因，你可以建議日本的銀行去接。”11

一方面，由於“一國兩制”的安排，中央政府通

過聲稱澳門特區政府的利益和關切，以回應美方的壓

力，向美方表明處理滙業資金問題必須考慮澳門特區

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強調中國銀行作為上市公司有

其獨立的利益，需要對股東負責，不能讓其承擔由接

收滙業朝鮮資金的政治和經濟風險。這樣一來，通過

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國銀行的配合，中央政府上演了一

出巧妙的政治雙簧，回絕了美國財政部的無理要求，

保障和維護了澳門特區以及中國銀行的利益，使得美

國方面無法再要求通過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

難於繼續在滙業問題上以擴大對澳門銀行的制裁向澳

門特區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3. 美國財政部不得不放棄通過中國銀行接收朝

鮮資金 
在整個滙業事件的處理中，通過媒體放話以及其

他渠道，美國財政部多次向中國表明或暗示，他們掌

握有中國銀行等澳門的大銀行同滙業一樣進行所謂

“違法活動”的證據。美國國務院前朝鮮問題協調員

大衛‧亞瑟(David Asher)於 2007 年初在國會作證時

說，“滙業從來不是在澳門的主犯，雖然有大量的”

證據証明澳門的銀行有參與洗黑錢，但是只有滙業被

列入黑名單，因為它是“一個容易對付的目標，並規

模不大，其失敗將不會倒垮了整個金融制度”。12 亞

瑟認為真正的目標，是“數間與朝鮮同謀參與金融罪

行的大規模中資銀行”。格拉澤在 2007 年 4 月在國會

聽證會上作供時證實也稱對滙業的制裁是“向各國銀

行發了一槍，警告它們與朝鮮斷絕聯繫，否則它們可

能落得[如滙業]一樣的下場”。13

儘管如此，如果美財政部執意只憑藉其手中所謂

證據在澳門擴大制裁範圍，這將冒着惹怒中國政府、

破壞中美關係全局的風險，它顯然不能這樣做。因此，

美財政部的做法是通過堅持對滙業的制裁不撤銷，堅

持讓澳門特區政府負責具體解凍事宜，堅持讓中國銀

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使得中國方面無法擺脫與滙業

朝鮮資金的聯繫，以保持對中方的威懾。但中方作出

適當應對，中國外交部一再重申“兩個關切不能只得

到部分滿足”，又通過與特區政府及中國銀行的配

合，拒絕了讓中國銀行參與其中，使得美國財政部無

法再找到合適的藉口威脅將制裁擴大，也就無法再威

脅在澳門擴大制裁。 

當然，如果中方能夠迫使美財政部撤銷對滙業的

指控，也就不會有其他銀行的問題，那就一勞永逸地

解決澳門金融穩定面臨美國的威脅。但撤銷對滙業的

指控這點也是美國財政部的底限。從前面的分析可以

看出，如果它撤銷的話，那將是對美財政部以及《愛

國者法》311 條款的毀滅性打擊，對於一心在全世界

打擊朝鮮以及其他國家非法金融活動的美國來說，迫

使其在這一點上讓步很難。 

這樣的背景下，格拉澤在北京呆了兩個星期，與

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外交部等多個部門的相關官

員進行了多次交談，並沒有使問題得到解決。中國銀

行不願意接收被美財政部所指是“有毒的”朝鮮資

金，美財政部不願意放棄對滙業的制裁，以維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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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者法》311 條款的效用。在這個交鋒中，中國處在

有利地位，佔得了上風。由於清楚美國國務院面臨着

推動六方會談的巨大壓力，中國方面只要以正當理由

堅持中國銀行不能接收滙業朝鮮資金，美國國務院沒

有辦法，只有去向美財政部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滙業的朝鮮資金沒能及時轉移，六方會談協定就

將毀在美財政部手裏，美國也將落下不能履行其承諾

的罪名，美財政部最終將不得不作出讓步，不再堅持

讓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 

4. 解凍問題最終與澳門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以及

中國銀行脫離關係 
經過在北京的一番較量之後，美財政部不能從中

國方面得到讓步，只有放棄通過中國銀行轉移滙業朝

鮮資金，中國銀行也不再與滙業朝鮮資金的問題糾纏

在一起了，美國國務院也只有尋找別國的銀行來解決

這個問題。誰接受滙業資金的問題與中國方面不再有

關係了。 

在由誰來負責解凍滙業朝鮮資金的問題上，美財

政部還是堅持由澳門宣佈解凍。在沒有美國政府任何

保證或說明的情況下，如果澳門政府與朝鮮接洽轉帳

的技術問題，美國隨時可以將幫助朝鮮洗錢罪名加給

特區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澳門特區政府與朝鮮接洽

轉帳問題就將承擔政治風險。只不過，在中央政府一

再重申的“維護澳門金融穩定”、“照顧包括中方和

澳門特區政府在內的有關各方的利益和關切”的壓力

之下，美財政部既然無法迫使中方同意讓中國銀行接

收滙業朝鮮資金，也無法繼續利用滙業資金的具體解

凍問題向特區政府施壓，因為只有讓澳門政府放心解

凍，才可能讓別國銀行來接收這筆錢，滙業朝鮮資金

問題才能往下走。 

格拉澤離開北京後沒幾天，澳門金管局 4 月 10
日表示，滙業朝鮮 2,500 萬美元資金，可在 52 個帳戶

持有人或經帳戶持有人授權，以合法簽名隨時提取、

滙出。這意味着滙業銀行所有涉朝資金將按照客戶指

示，全面放行。特區政府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資

金放行依照銀行慣例自由放行，過程中美國須提供協

助，如美元滙款必須取道美國等。二是資金轉移途徑

須獲美國認同，避免美國“秋後算帳”，指控有銀行

參與轉移問題資金。當中也包括日後有關資金的用

途，不應由澳門方面或任何提供資金轉移的金融機構

負責等“手尾”。對於澳門政府的上述“關切”， 美

國財政部此前發表聲明，對澳門政府的決定表示支

持。美國財政部在聲明中以“對澳門政府的決定表示

支持”承諾，澳門政府則回應以“妥善的、負責任的

安排”作為“簽收”。14 這樣，美國財政部等於是向

對澳門政府的解凍行為作出了保障性的說明，澳門政

府解凍資金完全沒有洗錢的責任。 

至此，特區政府的責任才完全擺脫，滙業案件與

六方會談的關係也完全了結，如希爾所說：“以我看

來，他們能取得這筆錢，因此這不再是滙業銀行的問

題，而是他們進行非核化的問題。滙業銀行(事件)結

束了。”15

 

 

四、澳門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對滙業事件的

應對總結 
 

由美國財政部宣佈對滙業銀行進行制裁而引發的

這次事件使得回歸以來的澳門捲入到了複雜的國際政

治鬥爭中，澳門的金融體系和社會的穩定遭遇到了一

次危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的正確應對，

避免了一場由於有可能因為政治衝突而引發的金融危

機。滙業事件發生後，澳門政府正確進行了應對，政

府接管滙業銀行和加強了審計和監管工作，並很快制

訂了反恐怖主義融資和清洗黑錢方面的法律，成立了

單獨的金融情報辦公室，加強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

這些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的措施得到了包括美國

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讚譽，中央政府對此表示支持和肯

定。 

在美國財政部一意孤行，維持對滙業裁決，並威

脅到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的情況下，中國政府

開始強力界入，多次表達中國政府的兩個方面關注：

一是應有利於推動六方會談進程，二是應有利於維護

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外交部再三強調，中國

在滙業問題上的兩個關切“不能只得到部分滿足”，

如何保持澳門的金融穩定成為了中央政府最為關切的

問題。 

面臨美國財政部執行的對朝鮮金融戰爭措施，以

及對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其他銀行的威脅，中央政府從

外交方面對美國財政部施加了很大壓力，迫使其自行

宣佈解凍資金，而不是將責任推到澳門政府頭上來，

又以正當的理由和利用美國國務院在推進六方會談上

的壓力，避免使得中國銀行接受美國財政部眼中的

“有毒”朝鮮資金，迫使美國在滙業問題上沒有擴大

化，將美國對滙業制裁的危害降到最低，也使得美國

政府免除了澳門政府因為解凍朝鮮非法可能惹上的危

險，保護了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使得澳門政

府完全擺脫了滙業事件帶來的影響。中央政府的這種

壓力，也可以從美國國務院的反應得到體現。在中國

表達了對澳門金融穩定的關注之後，2007 年 3 月 16
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回應道：“我們充分理解中國

為甚麼如此關注這件事情。同時，我們也理解中國擔

憂美國的這個規則可能導致人們對澳門金融機構乃至

中國內地金融機構產生一些看法。美國財政部宣佈的

BDA(即滙業銀行)僅僅只針對BDA，他們會對此有更

加詳細的說明。”16

滙業事件中，“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與澳門特

區政府的應對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以思考的空間。 
特區政府可以作為中美衝突的緩衝地帶，避免兩

國直接對抗，提供一個政策調整的空間。在滙業事件

上，由於有“一國兩制”的安排，中國一直強調美國

與澳門政府接觸，同時強調保持澳門金融穩定與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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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方會談的兩個關切，借助特區政府之手來進行一

些更為靈活的操作；通過強調特區政府的利益和關

切，以及中國銀行自身的利益等理由，拒絕了讓中國

銀行接收並轉移朝鮮資金，讓美國財政部找不到威脅

對中國銀行及其他澳門銀行實施金融制裁的口實，也

使得美國財政部對特區政府解凍朝鮮資金的事宜做出

了保障。最終，美國財政部無法再繼續以擴大對澳門

的金融制裁來威脅特區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澳門的

金融穩定得到了保障。 
特區政府在對滙業銀行事件的處理上也有可以商

榷的地方。滙業事件 2005 年 9 月發生時，特區政府為

了保持澳門金融的穩定，接管了滙業銀行。這是正確

的做法。然而，在凍結滙業銀行朝鮮資金問題上，在

美國憑藉金融霸權威脅下，特區政府在凍結朝鮮資金

的問題上，是否能夠在做出決定時與中央政府進行很

好的溝通，與中央政府一道來處理，多從國家外交的

角度考慮一些，而不是由於美國對滙業的指責就直接

凍結了朝鮮資金。假如當初特區政府在滙業事件的處

理過程能夠做到這點，就可以避免完全捲入到了美國

對朝鮮的金融制裁中，就此避免捲入到了圍繞朝鮮核

問題的東亞國際安全事件處理中，以能夠減少一些不

必要的麻煩，更好地維護澳門以及中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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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隨着“9‧11”後的全力反恐，美國在政府部門的組成和功能方面也進行了較大調整。財政部在反恐方面的作用得到加強，其獨特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布殊總統發佈了行政命令13382，授予財政部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活動的制裁權；另一個就是將執行《愛國者法》第311條款權力賦予了財政部於2004年7月新成立的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辦公室。311條款的獨特授權使得財政部可以指控一個外國金融機構或者司法管轄區，將其確定為“首要的洗錢關注”，其影響力比許多人想像的都要強大。 
	據報載，滙業銀行是澳門碩果僅存仍然保持家族式經營的本地銀行，已有70餘年歷史，是澳門惟一一家以服務性業務收入為主的銀行，其經營的業務廣泛，涉及證券、金融期貨、保險、房地產、代理人服務等多項領域，在澳門、香港及東京均設有辦事處。自70年代開始，滙業銀行即與朝鮮的銀行及貿易公司建立商業銀行關係，也一直與美國當局在調查可疑商業活動上進行合作。滙業集團主席為區宗傑，曾擔任澳門立法會議員和中央政府委任的全國政協委員，1999年時曾與現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競逐澳門第一屆行政長官。 
	 
	 
	二、滙業銀行事件的出現和發展 
	 
	(一) 2005年9月滙業銀行事件出現 
	經過兩年四輪的談判，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05年9月19日，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取得第一個重大成果，與會各方一致通過《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朝鮮在聲明中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回到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美方在聲明中確認，美國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器，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朝鮮。朝鮮和美國在聲明中承諾，將採取步驟實現關係正常化。 
	與此同時，在美國對付朝鮮的第二軌道方面，也取得突破。經過長達四年通過臥底進行的調查，2005年8月22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宣佈，由FBI、美國特勤處(U.S. Secret Service)等多個部門合作的兩個代號分別為“皇家魅力”(Royal Charm)和“冒煙龍”(Smoking Dragon)的針對中國黑幫的調查案件結案，一共逮捕了87名嫌犯，他們被控走私武器和美元假鈔以及香煙、迷幻藥等毒品以及其他違禁品到美國。  美國宣佈從中發現了澳門相關銀行和朝鮮偽造貨幣及清洗黑錢等活動有關。 
	案件結束後不久， 9月15日，美國財政部根據美國《愛國者法》311條款指名澳門滙業銀行為美國“首要的洗錢關注”。財政部負責反恐及金融情報的副部長斯圖亞特‧利維(Stuart Levey)稱“滙業銀行是朝鮮政府的積極卒子，通過澳門從事腐敗的金融活動，澳門需要顯著改善控制洗黑錢”，“引用《愛國者法》權力，我們正着手保護美國的金融機構，同時就滙業銀行所構成的非法財務威脅警告全球社會。”財政部具體指出了澳門滙業銀行為涉及非法活動的部分朝鮮政府機構和前線公司提供金融服務等五項罪名。   
	消息傳出後，引發大批存戶對滙業的擠提，3日之內滙業銀行共被提去3億多元的現金及本票。香港金融管理局委派的會計師行暫時接管了滙業在香港的一間接受存款公司，直至澳門當局查明對滙業的指控是否屬實。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公開呼籲居民要對金融體系有信心。9月29日，特區政府委任的行政管理委員會全面接手滙業銀行管理權，代替了滙業銀行董事會的權力，以使外界重拾對滙業銀行的信心，強化滙業的運作，消除客戶對滙業的戒心，擠兌風波暫告平息。 此後，朝鮮於滙業的52個戶頭的共計2,500萬美元資金被凍結，特區政府也對滙業及其他本地銀行採取了更為嚴厲的審計監管措施。 
	 
	(二) 滙業銀行事件與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聯繫 
	美國通過滙業進行的金融制裁擾亂了六方會談。朝鮮對美國制裁滙業做出強烈反應，原定於2005年11月召開的第五輪六方會談進行了三天就即告結束，沒有任何成果。12月6日，朝鮮稱，倘若美國不解除對於朝鮮制裁的話，朝鮮就不參加六方會談。 2006年1月3日，朝鮮重申，除非美國解除對朝鮮有關偽造貨幣和洗錢指控而實施的制裁，否則不會繼續參加六方談判。 
	美國財政部對滙業的指控只是其對朝鮮進行全球金融制裁的開始。2005年12月，美國財政部下屬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向美國及全世界的金融機構發出通告，警告美國金融機構防範朝鮮通過它們來進行非法活動，並鼓勵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採取相似的措施。財政部副部長利維還出訪日本、越南、新加坡以及韓國，因為據稱朝鮮將把帳戶轉移往這些國家，處處強調美國對朝鮮非法金融交易的關注。隨着美國對滙業的指控所傳達出的信息，即同朝鮮進行金融交易會得到滙業一樣的下場，再加上美國後續的威脅，到2006年夏天，世界上特別是東亞地區的銀行，包括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以及新加坡等國大約20多個銀行，都開始切斷同朝鮮的金融往來。2006年7月24日，中國銀行宣佈凍結其澳門分行與朝鮮相關的資金。 
	從2006年1月開始，隨着朝鮮以美國對其實施的金融制裁為由退出六方會談，金融制裁中的關鍵問題，即澳門滙業銀行的朝鮮資金凍結問題，就與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也就是說，滙業銀行事件與東亞的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處理聯繫到了一起。圍繞滙業銀行的朝鮮資金問題，澳門特區政府捲入到了這起複雜的外交事件中。與此同時，外界也開始關注作為六方會談組織者、東道國以及協調人的中國政府對澳門滙業銀行的處理情況。 
	 
	 
	三、中央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在滙業銀行 事件上的應對與處理 
	 
	從2006年的情況來看，隨着對滙業的指控，美國展開了針對朝鮮的全面金融制裁，朝鮮強硬回應以退出六方會談、進行導彈試射和核試驗。這一期間，美國對滙業沒有最終裁定，中國中央政府根據“一國兩制”的安排，在六方會談上以及對朝鮮的金融制裁問題上與美國政府應對，一方面積極斡旋，推動美國與朝鮮進行金融談判，推動六方會談進程；另一方面也通過中國銀行採取了凍結朝鮮資金的行動。這既表達了對置中國利益於不顧進行導彈試射和核試驗的朝鮮的強硬政策，又是打擊國際金融領域、不擴散方面的正當舉動，以行動回應了美國的壓力，也回應了美國財政部對中國銀行澳門及香港分行的制裁威脅。同時，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採取的反洗錢立法等做法也加以肯定，稱其與中央政府堅決反對洗錢等金融犯罪活動的立場是一致的，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對有關的非法金融活動進行查處。這樣中央與澳門特區政府在打擊反洗錢等金融犯罪活動方面互相響應，配合默契。對於具體的滙業銀行的處置問題，中央政府在公開場合一概以滙業銀行的事根據“一國兩制”的安排，由澳門特區政府處理來回應。 
	真正需要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努力面對的是2007年3月美國財政部對滙業的最後裁決出來之後。2007年2月13日，六方會談取得第二個重大成果，簽署了213協議，同意執行2005年9年19日協議的《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美國國務院朝鮮談判首席代表克里斯托夫‧希爾(Christopher Hill)向朝鮮承諾在一個月內解決滙業銀行問題，也就是說，美國財政部就必須在3月15日之前對滙業作出最後裁決，以配合美國務院兌現美國政府的承諾。 
	 
	(一) 美國財政部開始發難 
	3月15日，美財政部選擇在希爾承諾解決滙業銀行問題的最後一天才宣佈對滙業銀行作出最後裁決。該裁決指出，經過過去18個月的調查，確認澳門滙業銀行對與朝鮮有關客戶的非法行為視而不見(turn a blind eye)，在包括偽造美鈔等方面為後者提供便利。因此，根據美國《愛國者法》第311條的規定，30日後切斷美國金融機構同滙業銀行的帳戶往來，同時禁止滙業銀行同美國金融體系發生任何聯繫。  
	美財政部的最後裁決已經為滙業銀行處理這筆資金鋪平了路，也即滙業銀行必須處理掉這筆黑錢，但財政部又堅持美國對怎麼處理不會干涉，解凍多少也由接管了滙業銀行的澳門政府來決定。此後兩天即3月17日，美財政部助理國務卿幫辦格拉澤(Daniel Glaser)第三次赴澳門，稱此行是給澳門金融管理局提供更多資料，讓澳門當局按機制決定滙業銀行有哪些資金可以解凍，會否解凍滙業客戶的戶口，由澳門政府的決定。格拉澤還稱保護澳門經濟體系是澳門政府的責任。  這樣，美國財政部將解凍朝鮮資金的責任甩給了澳門政府。 
	這給澳門政府出了一道難於應付的難題，即這筆錢是美國財政部認定的黑錢，至少其中一部分是不法資金，現在由於六方會談的需要而要被解凍。按照美財政部的本意，它不想解凍朝鮮資金，即使解凍也只能解凍部分合法資金。現在它將此責任丟給澳門政府，如果澳門政府宣佈解凍部分合法資金，朝鮮當然不滿意，六方會談仍將繼續擱淺，阻礙六方會談的罪名就會加到澳門政府頭上；如果澳門政府宣佈全部解凍，那麼就等於是解凍了美國財政部宣佈的非法資金，這樣，接管了滙業銀行的澳門政府就擔上了轉移朝鮮非法資金的罪名，美財政部也就由此握有了對澳門特區政府進行制裁的口實。由此可見，格拉澤3月17日對澳門的訪問，其所謂“保護澳門經濟體系是澳門政府的責任，至於會否解凍滙業客戶的戶口，是由澳門政府的決定”的說話，言外之意就是讓澳門政府在朝鮮資金問題上無法作為(既無法部分解凍也無法全部解凍)，通過澳門政府之手來達到自己不願意解凍全部資金的目的，這樣才能保持對朝鮮的金融制裁壓力，這是美財政部的最根本目標。 
	 
	(二) 中國中央政府界入，初步化解解凍難題 
	美財政部的這種做法不僅讓澳門政府處境困難，極為被動，而且也由於對六方會談的阻礙使得力主通過談判解決朝鮮核問題的美國國務院和中國政府極為不滿。 
	從美國方面來看，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在對朝鮮政策上存在着嚴重分歧。隨着新保守分子、強硬派的旗幟、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2006年12月的離職，以及國務院負責軍控和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羅伯特‧約瑟夫(Robert Joseph)2007年2月的辭職，主張以金融制裁為主要手段對付朝鮮的強硬派在國務院完全失勢，非法活動調查計劃(IAI)被降級，完全失去了它當初的作用。在國務院內部，朝鮮問題處在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和美國朝鮮問題首席談判代表希爾的控制之下，不再存在對六方會談的阻礙。這樣，新保守主義強硬派勢力的最後堡壘就是財政部利維負責的反恐和金融情報辦公室。在副總統切尼的指示下，財政部繼續通過實施金融制裁，維持着對朝鮮的強硬政策。到2007年213協定簽署後，新保守主義強硬派和現實主義接觸派在對朝鮮政策上的路線分歧就演變成為了財政部和國務院的部門分歧。 
	按照“一國兩制”的規定，澳門的金融事務屬於特區政府管轄，中央不會干涉，然而，滙業銀行事件卻是一起涉外金融事務，對事件的處理涉及到了對外事務，涉及到對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交事件的處理，不再是澳門特區政府職權內能夠處理的問題，需要中央政府參與進來。 
	對美國財政部對滙業銀行的最後裁決，中央政府表明了“深表遺憾”的態度。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2007年3月1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特區政府依法妥善處理有關問題。處理滙業銀行問題應着眼於兩點，一是應有利於推動六方會談進程，二是應有利於維護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並解釋說“深表遺憾”是因為“兩方面的關切都應得到充分考慮和妥善處理，不能只得到部分滿足”。  言外之意就是指美國財政部的裁決只是考慮到了中方推進六方會談的一個關切，卻沒有考慮澳門的金融穩定這一中方的另一個關切，中國政府對此很不滿意。 
	對於中國方面來說，美國財政部把滙業銀行列入“判定洗黑錢確定名單”的裁定維持不變，意味着對滙業實施的金融制裁仍未解除，美國財政部可以隨時擴大對包括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在內的澳門其他銀行的制裁，澳門的金融穩定仍舊處於美國財政部的威脅之下。格拉澤3月17日的澳門之行更給澳門政府出了個難題，使特區政府可能因為宣佈解凍朝鮮非法資金而授人以柄，讓美國財政部掌握威脅擴大對澳門的銀行進行制裁的口實。面對美國財政部的直接威脅，中國方面必須採取強硬有效的行動加於應對，首先就得讓美國方面自己宣佈解凍全部朝鮮資金，不要將此責任推到澳門特區政府頭上，以免除特區政府日後的麻煩。 
	同樣在3月1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中方將會對有關滙業銀行問題“通過適當渠道向美方表達我們的關注，此前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從事後來看，中國方面是通過其他外交渠道向美國財政部施加了壓力。當時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已經確定將於2007年5月在華盛頓召開，中國政府警告美方，如果朝鮮資金沒能返還，可能傷害到美中戰略經濟對話 ，這可是保爾森主管的財政部的在中美經濟關係方面的最大成績，對話要是受到影響，那就可能傷害到了財政部重大利益，於是保爾森才會干涉本部門官員的恐怖主義融資問題，最終同意推翻負責財政部恐怖主義融資官員的意見。此外，美國財政部還受到來自美國國務院的壓力。推動六方會談繼續前進是國務卿賴斯和希爾主管的對朝政策上的最大目標。希爾說服了賴斯，美國應該犧牲凍結資金的問題，以推動六方會談的213協定，於是賴斯出面，與保爾森一同施加壓力，勸說財政部金融情報辦公室同意了這個建議。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財政部金融情報辦公室的不得不讓步，在解凍問題上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變。格拉澤訪問澳門兩天后，即3月19日，趕在六方會談當天上午11點開始之前，格拉澤和希爾在北京共同宣佈“朝鮮和美國同意通過某種機制將所有的2,500萬美元返還朝鮮”，並解釋說朝鮮保證將這筆錢用於人道主義目的。   
	 
	(三) 一波三折──美朝達成協定由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 
	然而，解凍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剛解決了誰宣佈解凍的問題，誰負責具體解凍事宜的問題仍舊存在，現在又新出現了誰接收的問題。對於後一個問題，美國在3月19日記者會上宣佈同朝鮮達成諒解，並稱根據朝鮮的建議，將滙業資金轉移到朝鮮外貿銀行在北京的中國銀行帳戶上。美國和朝鮮方面的決定是在沒有商量和通報的情況下，就宣佈由中國銀行來接受這筆財政部所稱的“有毒”資金，完全沒有考慮中國銀行以及中國政府的處境。朝鮮當然願意讓中國銀行接受這筆錢，轉交給朝鮮，拿中國作為掩護，保障其日後國際金融往來能夠通暢；美國財政部也願意，反正它一直的就盯着中國銀行，認為中國銀行是替朝鮮洗錢的銀行之一。在美財政部看來，資金轉移到中國銀行最好不過，是從它眼裏的一個小目標(滙業銀行)轉移到了一個大目標(中國銀行)手裏，這有利於美國財政部繼續威脅指控中國銀行為洗錢銀行提供了口實。 
	對於誰負責解凍事宜，美國繼續堅持解凍的決定權還是在澳門政府手裏，稱是根據朝鮮的建議全部解凍，具體的轉移技術安排由朝鮮和澳門政府商定，極力避開美國財政部的解凍責任，而只是堅持根據《愛國者法》第311條款對滙業的制裁不變。只有這樣，美財政部才能減輕自己宣佈制裁滙業銀行卻又不得不將其解凍的尷尬，減輕對《愛國者法》311條款權力、對財政部威信的損害。澳門特區政府負責解凍事宜表面上也講得通，畢竟當初是特區政府在美國威懾下宣佈凍結滙業朝鮮資金，但澳門特區政府清楚，整個過程需要美國財政部的確認，避免因一些解凍的技術問題而使特區政府背上洗錢的嫌疑。 
	中國政府對美國財政部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做法非常不滿，因為美財政部的這種做法是顯然損害澳門特區金融穩定方面的利益，損害中國銀行的利益。就在希爾和格拉澤宣佈了全部解凍朝鮮資金後的第二天，在3月20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劉建超表示，“為維護澳門特區的金融穩定，中方要求美方繼續就此問題同澳門特區政府保持磋商，我們希望澳門方面的有關關切能得妥善解決” ，再次強調維護澳門金融穩定是中央的主要關切之一。同時，美國國務院希望的推動的六方會談由於滙業資金的解凍問題而停滯。為保證資金最終解凍並回到朝鮮手中，朝鮮採取強硬措施，3月22日，朝鮮稱如果2,500萬美元的資金沒有實際到達在中國銀行的朝鮮戶口，就不會恢復談判，朝鮮談判代表金桂冠離開北京。 
	這些情況使美財政部面臨很大壓力。(試想，如果解凍是由澳門政府來負責，那麼，現在阻礙六方會談的壓力就會集中在澳門政府身上)，重重壓力之下，格拉澤在3月20日剛離開北京之後不得不於3月25日再赴北京。格拉澤稱他在北京的任務是“提供(美)財政部的一些專業技術”以使朝鮮資金順利轉帳。他說“澳門人和中國都想確認這個協議的執行符合他們自己的法律和他們的國際責任，我們帶來了(美)財政部的專業技術來幫助中國和澳門人來完成其這些有關執行的問題。”很明顯，從他的話裏，我們能夠體會出中國方面對美國財政部施加的壓力，即不能因為中國銀行接受這筆朝鮮資金而受到任何牽連，澳門特區政府也不能因為解凍的技術問題而受到洗錢的指責。 
	 
	(四) 最後的較量 
	1. 美國財政部一意孤行，堅持對滙業銀行的制裁 
	顯然，問題並不像表面所稱的“專業技術”那麼簡單。所謂的技術問題背後，隱藏着美國財政部與中方的激烈較量。美國財政部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辦公室是建立來針對外國金融機構或國家進行洗錢活動進行獨立的情報收集並具有執法能力的機構，有《愛國者法》第311條款的授權和保護，直接聽命於總統和副總統，不受聯合國以及美國國務院的干涉，儼然是金融領域的中央情報局(CIA)。美財政部對滙業作出最終制裁決定的真正含義就是警告其他銀行如果同朝鮮做生意將會遇到與滙業現在同樣的下場。但現在如果因為六方會談而推翻了對滙業的制裁，那就表明《愛國者法》311條款的執法行動是可以被影響的、被沖淡的、被外交談判所代替的，這將不僅是對財政部權威和可信度的一個嚴重打擊，也是對《愛國者法》第311條款的威懾力的毀滅性打擊。 
	因此，美財政部雖然在中國方面以及美國國務院壓力下，以資金用於朝鮮的人道主義目的為托詞，不得不宣佈將通過某種機制將所有的2,500萬美元返還朝鮮，全數解凍資金，但仍然堅持不會正式撤銷對滙業的裁決，仍然堅持具體解凍事宜由澳門特區政府負責。格拉澤在北京從3月25日開始的兩個星期在北京的停留，試圖在不撤銷對滙業指控、維護《愛國者法》311條款這個有力武器以及維護財政部的信譽的前提下，找出怎樣將這筆資金通過中國銀行轉出去的方法。 
	2. 中方沉着應對，拒絕接收滙業銀行朝鮮資金 
	對於中國來講，如果聽從美國和朝鮮的安排，讓中國銀行接受這筆錢是十分不明智的，那樣不僅會將中國銀行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影響整個銀行的信譽，隨時面臨美國關於洗錢的指責。因此，中國政府當然不會授受美國和朝鮮的這種不顧中國和澳門特區利益的安排。中國不願意讓中國銀行接手，也就是要避免中國銀行因此被美國財政部以洗黑錢的罪名盯上(如果中國銀行接受這筆錢，那就得要求簽署一個書面保證，即通過中國銀行的轉帳，不會因此上了美財政部的黑名單。但美財政部不願意簽署這樣一個書面保證。從法律上看，它要為撤回滙業銀行最終裁判提供書面理據，這有機會成為了將來反對第311條可引述的一個先例，必將嚴重影響美財政部的權力，即《愛國者法》311條款的效力)，避免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以及其他澳門大銀行不被美國財政部以洗錢嫌疑緊盯，才能維護澳門的金融穩定。 
	在如何拒絕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維護中國銀行以及澳門特區政府利益這點上，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2007年4月10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的一番精彩回答給出了最好的註腳。當時有記者提到滙業銀行資金轉帳問題，問“錢無法滙到中國銀行是否也有一些中方的原因”，秦剛對此答道：“中國銀行是上市銀行，需要履行有關的國際義務，遵循相關的法律。澳門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承擔着相應的國際義務，有一些相關的關切。如果要找到一個妥善解決的方法，就應該照顧到包括中方和澳門特區政府在內的有關各方的利益和關切。如果你認為目前的問題是由於中國銀行的原因，你可以建議日本的銀行去接。”  
	一方面，由於“一國兩制”的安排，中央政府通過聲稱澳門特區政府的利益和關切，以回應美方的壓力，向美方表明處理滙業資金問題必須考慮澳門特區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強調中國銀行作為上市公司有其獨立的利益，需要對股東負責，不能讓其承擔由接收滙業朝鮮資金的政治和經濟風險。這樣一來，通過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國銀行的配合，中央政府上演了一出巧妙的政治雙簧，回絕了美國財政部的無理要求，保障和維護了澳門特區以及中國銀行的利益，使得美國方面無法再要求通過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難於繼續在滙業問題上以擴大對澳門銀行的制裁向澳門特區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3. 美國財政部不得不放棄通過中國銀行接收朝鮮資金 
	在整個滙業事件的處理中，通過媒體放話以及其他渠道，美國財政部多次向中國表明或暗示，他們掌握有中國銀行等澳門的大銀行同滙業一樣進行所謂“違法活動”的證據。美國國務院前朝鮮問題協調員大衛‧亞瑟(David Asher)於2007年初在國會作證時說，“滙業從來不是在澳門的主犯，雖然有大量的”證據証明澳門的銀行有參與洗黑錢，但是只有滙業被列入黑名單，因為它是“一個容易對付的目標，並規模不大，其失敗將不會倒垮了整個金融制度”。  亞瑟認為真正的目標，是“數間與朝鮮同謀參與金融罪行的大規模中資銀行”。格拉澤在2007年4月在國會聽證會上作供時證實也稱對滙業的制裁是“向各國銀行發了一槍，警告它們與朝鮮斷絕聯繫，否則它們可能落得[如滙業]一樣的下場”。  
	儘管如此，如果美財政部執意只憑藉其手中所謂證據在澳門擴大制裁範圍，這將冒着惹怒中國政府、破壞中美關係全局的風險，它顯然不能這樣做。因此，美財政部的做法是通過堅持對滙業的制裁不撤銷，堅持讓澳門特區政府負責具體解凍事宜，堅持讓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使得中國方面無法擺脫與滙業朝鮮資金的聯繫，以保持對中方的威懾。但中方作出適當應對，中國外交部一再重申“兩個關切不能只得到部分滿足”，又通過與特區政府及中國銀行的配合，拒絕了讓中國銀行參與其中，使得美國財政部無法再找到合適的藉口威脅將制裁擴大，也就無法再威脅在澳門擴大制裁。 
	當然，如果中方能夠迫使美財政部撤銷對滙業的指控，也就不會有其他銀行的問題，那就一勞永逸地解決澳門金融穩定面臨美國的威脅。但撤銷對滙業的指控這點也是美國財政部的底限。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它撤銷的話，那將是對美財政部以及《愛國者法》311條款的毀滅性打擊，對於一心在全世界打擊朝鮮以及其他國家非法金融活動的美國來說，迫使其在這一點上讓步很難。 
	這樣的背景下，格拉澤在北京呆了兩個星期，與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外交部等多個部門的相關官員進行了多次交談，並沒有使問題得到解決。中國銀行不願意接收被美財政部所指是“有毒的”朝鮮資金，美財政部不願意放棄對滙業的制裁，以維護《愛國者法》311條款的效用。在這個交鋒中，中國處在有利地位，佔得了上風。由於清楚美國國務院面臨着推動六方會談的巨大壓力，中國方面只要以正當理由堅持中國銀行不能接收滙業朝鮮資金，美國國務院沒有辦法，只有去向美財政部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滙業的朝鮮資金沒能及時轉移，六方會談協定就將毀在美財政部手裏，美國也將落下不能履行其承諾的罪名，美財政部最終將不得不作出讓步，不再堅持讓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 
	4. 解凍問題最終與澳門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以及中國銀行脫離關係 
	經過在北京的一番較量之後，美財政部不能從中國方面得到讓步，只有放棄通過中國銀行轉移滙業朝鮮資金，中國銀行也不再與滙業朝鮮資金的問題糾纏在一起了，美國國務院也只有尋找別國的銀行來解決這個問題。誰接受滙業資金的問題與中國方面不再有關係了。 
	在由誰來負責解凍滙業朝鮮資金的問題上，美財政部還是堅持由澳門宣佈解凍。在沒有美國政府任何保證或說明的情況下，如果澳門政府與朝鮮接洽轉帳的技術問題，美國隨時可以將幫助朝鮮洗錢罪名加給特區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澳門特區政府與朝鮮接洽轉帳問題就將承擔政治風險。只不過，在中央政府一再重申的“維護澳門金融穩定”、“照顧包括中方和澳門特區政府在內的有關各方的利益和關切”的壓力之下，美財政部既然無法迫使中方同意讓中國銀行接收滙業朝鮮資金，也無法繼續利用滙業資金的具體解凍問題向特區政府施壓，因為只有讓澳門政府放心解凍，才可能讓別國銀行來接收這筆錢，滙業朝鮮資金問題才能往下走。 
	格拉澤離開北京後沒幾天，澳門金管局4月10日表示，滙業朝鮮2,500萬美元資金，可在52個帳戶持有人或經帳戶持有人授權，以合法簽名隨時提取、滙出。這意味着滙業銀行所有涉朝資金將按照客戶指示，全面放行。特區政府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資金放行依照銀行慣例自由放行，過程中美國須提供協助，如美元滙款必須取道美國等。二是資金轉移途徑須獲美國認同，避免美國“秋後算帳”，指控有銀行參與轉移問題資金。當中也包括日後有關資金的用途，不應由澳門方面或任何提供資金轉移的金融機構負責等“手尾”。對於澳門政府的上述“關切”， 美國財政部此前發表聲明，對澳門政府的決定表示支持。美國財政部在聲明中以“對澳門政府的決定表示支持”承諾，澳門政府則回應以“妥善的、負責任的安排”作為“簽收”。  這樣，美國財政部等於是向對澳門政府的解凍行為作出了保障性的說明，澳門政府解凍資金完全沒有洗錢的責任。 
	至此，特區政府的責任才完全擺脫，滙業案件與六方會談的關係也完全了結，如希爾所說：“以我看來，他們能取得這筆錢，因此這不再是滙業銀行的問題，而是他們進行非核化的問題。滙業銀行(事件)結束了。”  
	 
	 
	四、澳門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對滙業事件的應對總結 
	 
	由美國財政部宣佈對滙業銀行進行制裁而引發的這次事件使得回歸以來的澳門捲入到了複雜的國際政治鬥爭中，澳門的金融體系和社會的穩定遭遇到了一次危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的正確應對，避免了一場由於有可能因為政治衝突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滙業事件發生後，澳門政府正確進行了應對，政府接管滙業銀行和加強了審計和監管工作，並很快制訂了反恐怖主義融資和清洗黑錢方面的法律，成立了單獨的金融情報辦公室，加強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些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的措施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讚譽，中央政府對此表示支持和肯定。 
	在美國財政部一意孤行，維持對滙業裁決，並威脅到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開始強力界入，多次表達中國政府的兩個方面關注：一是應有利於推動六方會談進程，二是應有利於維護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外交部再三強調，中國在滙業問題上的兩個關切“不能只得到部分滿足”，如何保持澳門的金融穩定成為了中央政府最為關切的問題。 
	面臨美國財政部執行的對朝鮮金融戰爭措施，以及對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其他銀行的威脅，中央政府從外交方面對美國財政部施加了很大壓力，迫使其自行宣佈解凍資金，而不是將責任推到澳門政府頭上來，又以正當的理由和利用美國國務院在推進六方會談上的壓力，避免使得中國銀行接受美國財政部眼中的“有毒”朝鮮資金，迫使美國在滙業問題上沒有擴大化，將美國對滙業制裁的危害降到最低，也使得美國政府免除了澳門政府因為解凍朝鮮非法可能惹上的危險，保護了澳門特區的金融和社會穩定，使得澳門政府完全擺脫了滙業事件帶來的影響。中央政府的這種壓力，也可以從美國國務院的反應得到體現。在中國表達了對澳門金融穩定的關注之後，2007年3月16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回應道：“我們充分理解中國為甚麼如此關注這件事情。同時，我們也理解中國擔憂美國的這個規則可能導致人們對澳門金融機構乃至中國內地金融機構產生一些看法。美國財政部宣佈的BDA(即滙業銀行)僅僅只針對BDA，他們會對此有更加詳細的說明。”  
	滙業事件中，“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的應對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以思考的空間。 
	特區政府可以作為中美衝突的緩衝地帶，避免兩國直接對抗，提供一個政策調整的空間。在滙業事件上，由於有“一國兩制”的安排，中國一直強調美國與澳門政府接觸，同時強調保持澳門金融穩定與有利於六方會談的兩個關切，借助特區政府之手來進行一些更為靈活的操作；通過強調特區政府的利益和關切，以及中國銀行自身的利益等理由，拒絕了讓中國銀行接收並轉移朝鮮資金，讓美國財政部找不到威脅對中國銀行及其他澳門銀行實施金融制裁的口實，也使得美國財政部對特區政府解凍朝鮮資金的事宜做出了保障。最終，美國財政部無法再繼續以擴大對澳門的金融制裁來威脅特區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澳門的金融穩定得到了保障。 
	特區政府在對滙業銀行事件的處理上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滙業事件2005年9月發生時，特區政府為了保持澳門金融的穩定，接管了滙業銀行。這是正確的做法。然而，在凍結滙業銀行朝鮮資金問題上，在美國憑藉金融霸權威脅下，特區政府在凍結朝鮮資金的問題上，是否能夠在做出決定時與中央政府進行很好的溝通，與中央政府一道來處理，多從國家外交的角度考慮一些，而不是由於美國對滙業的指責就直接凍結了朝鮮資金。假如當初特區政府在滙業事件的處理過程能夠做到這點，就可以避免完全捲入到了美國對朝鮮的金融制裁中，就此避免捲入到了圍繞朝鮮核問題的東亞國際安全事件處理中，以能夠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更好地維護澳門以及中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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