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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企业与发展
中国家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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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隐秘的企业所有权是反贫之
战中的主要障碍及其应对措施

本应用于学校、医院以及其它重要社会服务的国家资金被人利用匿名空壳公司转走。

问题的来由
洗钱、政治腐败、恐怖活动、贩卖军火、毒品
走私和偷税漏税等罪犯在转移其赃款时需具备
两个条件：一是有可以让其隐身的公司架构，
二是愿意与其交易的银行和其他专业人士。目
前来说，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易如反掌。

“企业的不透明并非事出偶然：
它是世上某些最聪明的专才不
懈努力的成果。这些人愧对良
心，应该找个地缝钻进去，”
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如是
说道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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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匿名空壳公司助长
腐败，而腐败则使
贫困国家持续贫困
“腐败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给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
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挑战”
2013-2014年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2 。
不远的将来，石油、矿产、以及其它自然资源
交易所获款项将成为非洲最大的财富来源。2010
年，非洲石油及矿产品出口总值为3330亿美元，
是农产品出口总值的六倍左右（550亿美元），
几乎是国际援助总额的7倍（480亿美元）3。
这种巨量的财富转移原本可以成为在一代人
时间内使世界上大量最贫苦的人脱贫的最好机
会之一。然而，目前为止，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
此。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就注意到，世界上最
为贫困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国
家。可是，由于这些国家监管不力，普遍存在腐
败现象，导致这些收益并不总能进入政府账户。
实际上，一直以来，非洲及其他地区很多资源丰
富的国家都受到政客的洗劫，而这些政客恰恰是
肩负国家经济发展使命的人。
非法钱财的转移主要是通过公司。世界银行
对1980-2010年间发生的213件腐败大案进行了
分析4，其中超过70%的案件都是借助匿名空壳公
司。而这些匿名公司的注册地并不仅仅限于阳
光明媚的加勒比群岛。相反，排在注册地首位
的是美国，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及皇家属地和海外
领土。
全球见证组织通过研究揭示了这种不透明的
公司架构是如何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在铜、
钴矿产品买卖中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收益的。首
先，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以真实价
值一小部分（有时仅为十六分之一）的价格买下

矿山。然后，再以接近真正市值的价格将它们出
售给富时100 (FTSE 100) 指数企业。这样一来，
巨额财产就被人（我们不知道是谁）据为己有，
国库流失了数十亿元5。类似的还有，赤道几内
亚总统之子尽管薪酬不高，却利用加利福尼亚的
空壳公司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在马里布买下一栋
豪宅，并且还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空壳公司购买
了一架湾流喷气机6。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赤道几
内亚两国的自然资源储量都很丰富。但是，他们
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却双双垫底。
近几个月，隐藏公司所有权信息的问题已经
在世界范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
• 2013年在北爱尔兰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上，
八国领导人承诺，将率先采取一些措施应对
这一问题。
• 英国承诺将建立英国企业最终拥有人中央注
册系统，并且在2013年10月宣布将会向全体公
众公布受益所有权的信息。这是世界范围内
首次有国家开展这项工作。
• 法国表示将会采取同样措施。
• 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以及皇家
属地泽西在内的一些英国海外属地已经就是
否将受益所有权的信息纳入公开披露范围开
始征询意见。
• 欧盟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
• 二十国集团贸易国家均支持采取措施识别受
益所有权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国
集团下属反腐工作组还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合作，共同打击洗钱、恐怖活动融
资等行为，其中就包括建立受益所有权相关
的各项标准。
• 2013年6月，来自包括肯尼亚、南非、巴西、
瑞士在内不同国家的近二十位有着“反腐卫
士” 之称的资深反腐专业人士共同撰写了一
封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要求现有的企业注
册机构搜集所有企业的最终所有人信息，并
向公众披露这一信息。
此类举措有可能会给应对贫困的工作带来巨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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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匿名公司和信
托机构极为容易
伊朗政府利用德国等国的空壳公
司掩盖其石油企业的所有权信
息，从而逃避国际制裁8。
创建一个结构复杂、横跨多个国家的企业来
掩盖其最终所有人和控制人的身份不仅快捷、容
易，还相对便宜。通过两个途径能够很容易地掩
盖此类公司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9
• 将一个或者多个在保密管辖区设立的企业，
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些不会公开披露股东、
受益所有人、或管理人员详细信息的国家设
立的企业合并。
• 利用“列名人”。列名人是指作为幌子代替
真正所有权人或管理人的人。这一做法在绝
大多数国家是合法的，而且通常并无规定要
求说明所列出的名单只是幌子人员。

何谓“受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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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规定是多么易如反掌。向全世界3千多
家企业服务提供商发出邮件，看看其中是否
有人愿意在对受益所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设立公司。令人震惊的是，回信的服务提供
商中竟有48%愿意设立匿名公司。出乎预料的
是，与塞舌尔等保密管辖区的企业服务提供
商相比，愿意设立匿名公司的美国和英国的
企业服务提供商似乎更多11。
• 在防止利用公司非法洗钱方面，世界上很多
重要经济体做的都很不到位。FATF针对各国
落实这些建议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八国集团中有六个国家在执行受益所有
人信息的相关建议上“不达标”或仅仅是
“部分达标”，这其中就包括德国12。类似的
还有，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8个国家在落实该
建议时“不达标”或仅仅是“部分达标”13。
• 很多国家并未要求银行、律师、企业服务提
供商识别其所有企业客户的受益所有人的身
份。例如：美国的银行机构就不必识别其所
有开户企业的受益所有人的身份。律师、企
业服务提供商也根本不必查明其客户的身份
信息。
以假冒的身份办理护照会被处以多年监禁。
然而，任何人只要愿意，就能花很少的钱创立一
家假企业，然后匿身于这家企业背后。

“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或间接行使企业实
际控制权或实际获得企业经济收益的自然
人——即真实、活着的人，而不是另外一
家企业或信托机构。

• 很多国家的企业服务提供商都没把这条法律
当回事。通过神秘购物的方式，可以发现要
绕开FATF这条为确保受益所有人信息公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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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以建议的形式制定了成员国均同意遵守
的全球反洗钱标准。这些建议明确指出，企业的
真正受益所有人信息必须充分、准确、及时地提
交给相关主管部门10。通常的做法是，遵循该建
议的国家会要求银行，以及律师、企业服务提供
方等专业人员和机构必须搞清企业客户的受益所
有人。然而，这一体系并未取得成效。原因是：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其子尽管薪酬不高，却利用美
国加州的空壳公司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在马里布买下一
栋豪宅，并利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空壳公司购买了一架
湾流喷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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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企业还会助长
其它犯罪行为

发达国家的腐败

毒品走私

军火走私

• 塞尔维亚毒枭及其兄弟被控利用特
拉华州的几家公司将其毒品收益合
法化15。

• 臭名昭著的军火商威克特·布特 (Victor
Bout) 利用包括美国特拉华、佛罗里达、德
克萨斯等州在内遍布全球的空壳公司网络作
为掩护进行军火走私，而这些军火加剧了非
洲及世界各地的冲突局势。

• 意大利某贩毒组织利用意大利、美
国、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空壳公司
洗钱，金额达到数百万美元16。

• 据美国法庭文件显示，某美国医疗保
险欺诈案中，有人利用加拿大空壳公
司将3100万美元转移到了古巴14。

• 据联合国资料显示，乌克兰将军火特许权授
予英国的一些空壳公司，而这些企业曾向叙
利亚供应直升机配件，为卡扎菲治下的利比
亚提供军事装备，向立陶宛提供核技术17。
• 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sevic) 曾利用数千
家塞浦路斯幌子公司构成的网络为波斯尼亚
和科索沃抵抗运动提供武器18。
• 已经获刑的军火商皮埃尔·法尔科内 (Pierre
Falcone) 曾利用美国的一家空壳公司将数百
万美元的可疑资金转移至美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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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党组织

影响了制裁的有效性

• 科萨·诺斯特拉 (Cos Nostra) 和克莫拉
(Camorra) 等黑手党组织曾利用意大利等国
的空壳公司大量洗钱20。

• 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一栋摩天大楼部分
地归于一家伊朗政府的幌子公司所有。然
后，通过纽约和海峡群岛 (Channel Island)
的几家企业来掩盖其给伊朗带来的各项
收益22。

• 意大利黑手党利用意大利企业骗取了数百
万欧元，而这些资金本应用于帮助欧洲最
穷地区的经济复苏21。

• 乌克兰军火商涉嫌违反联合国对厄立特里
亚的武器禁运，利用英国一家企业向其独
裁者提供战斗机维修服务和零部件23。
• 英国一家所有权人不详的公司被控违反联
合国当时的武器禁令，利用租来的船只将
武器从乌克兰运送到南苏丹24。
• 伊朗政府利用德国、马耳他、塞浦路斯
的空壳公司掩盖其石油企业的所有权人
信息，从而躲避国际制裁25。

行贿受贿

与暴政的关联

• 戴姆勒 (Daimler) 驻俄罗斯的下属企业利
用在塞浦路斯、爱尔兰和英国注册的企
业贿赂俄罗斯官员26。

• 2008年，津巴布韦武装力量以政府的名
义出动军队和武装直升飞机控制了马朗
的钻石矿，导致很多小规模采矿者伤亡。
之后，政府在颇为可疑的情况下将钻石
开采特许权授予几家公司。姆巴达钻石
公司(Mbada Diamonds) 就属此类，有人
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毛里求斯注册
成立的几家企业对其部分实施控制。而
有大量报道称，负责该公司经营的人曾
任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直升机驾驶员29。

• 英国武器制造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
司 (BAE Systems) 被控利用包括英国空壳
公司在内的多种手段向负责审批巨额武
器采购协议的沙特官员行贿。该公司为
了平息这些指控支付了4亿美元27。
• 俄罗斯黑帮组织利用塞浦路斯空壳公司
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盗取的数百万
欧元合法化28。

5

Global Witness | 匿名企业 | 2014年3月

如何阻止非法利用
匿名企业的行为
各国应要求企业以开放数据的形式在公共平
台免费向公众披露其（各）受益所有人的信息。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现有的企业注册信息，不
论这些信息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地方层面的。同
样，各国应要求信托机构和基金会公开其幕后人
物的姓名。
重要的一点是受益所有权信息必须公开，
而不仅是对警方或其它执法部门公开。这是
因为，对其他国家而言，通过常常是繁琐、
昂贵、冗长的双边司法互助程序获得非公开信
息极其困难，对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
此。公开受益所有权信息还可以让公民、记
者、社会团体对企业（及企业所有权人）的行
为进行追责。包括欧洲银行联盟和英国企业董
事学会在内的商业团体对制定这种注册信息公
开制度表示支持30。

“5千万美元——警方从受益所
有权信息公开注册中节省出来
的费用。还能够节省其它方面
的时间，如简化了被盗资产的
追缴等。”
搜集受益所有权信息并公之于众的花费并不
高。目前针对建立受益所有权信息注册系统共进
行过两次成本/收益分析：一次是2002年英国做
的31，还有一次是2007年欧洲委员会做的32。两
次分析的结论均认为，与目前的注册方式相比，
受益所有权信息公开注册更具成本效益。据估
计，就英国而言，建立新的注册系统，将受益所
有权信息纳入其中，能够接受查询，并在所有权
发生变更时进行更新的成本为460万美元，每年
的运营成本为1340万美元33，而收益预计远远大
于成本。例如，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节省警方的
时间。光这一项每年预计就能节省5千万美元34
。全球见证组织曾委托负责2002年成本收益分析
的顾问对成本数字进行了更新。从表一他们得出

Photo: AP /David Longstr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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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定罪的军火商威克特۰布特利用美国的空壳公司掩护其军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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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成本

公共部门成本

一次性转换成本

3970万美元

82万美元

年成本

670万美元

1760万美元

表一：在英国，将企业受益所有权信息纳入公开范围进行变更所需的成本

的结果可知，相对而言，公开受益所有权信息成
本并不高。报告全文请访问全球见证网站获取35
。这些成本主要是与受益所有权信息搜集相关的
费用，而搜集起来后的公布成本则几乎为零。
要求将受益所有权信息纳入公开范围并不需
要经过很多手续。比如，据估计，英国只有1%的
企业受益所有人不是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换句
话说，很容易就能搞清99%的企业的受益所有人
是谁36。
各国应向那些与他们建立关系的保密管辖区
施压，尤其是英国及其海外领土和皇家属地，促
使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标准。

微不足道：虽然从公众的角度看，罚金数额
巨大，然而，对银行而言，却不过是他们收
益中很小的一部分；银行从业者个人承担的
责任也非常有限。

“如果你是重要人物，为一家大型
国际银行工作，即便你洗了90亿
美元的黑钱，也不会受到起诉。
即便你与国际麻醉品贸易头子密
切勾结，受到的惩罚与世界毒品
交易金字塔底层的小人物相比也
微不足道。”
马特·泰比在谈论汇丰银行案时说道38。

问题二：

银行机构非常愿意
与匿名企业有生意
往来
据保守估计，过去十年，从非洲等国非法流
出的金额超过450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货币流量
如果没有银行及其他专业人员（如地产经纪和律
师）的欣然协助是不可能发生的，通常是借助匿
名空壳公司来掩盖资金往来的目的。正如保罗∙
科利尔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一场三方游戏：
不仅仅是受贿方和行贿企业，还有为行贿受贿提
供便利的一方37 。
银行能从富有、狡猾的客户那里赚取丰厚利
润。尽管有看似严格的反洗钱法规，银行接
受问题资产所面临的风险却非常小，不仅很
少被抓个现行，即便抓住了，面临的惩罚也

最近牵扯到汇丰银行的一件案子就很说明问
题。2012年，汇丰银行曾因涉嫌为贩毒集团、恐
怖分子、受到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洗钱至少数亿
美元而受到指控。汇丰银行在承认反洗钱工作失
误后，同意支付美国政府开出的创纪录的19亿美
元罚金。据负责调查并侦破此案的参议院小组委
员会描述，汇丰银行的企业文化“普遍受到了污
染”。39 而在此期间，墨西哥有47000人死在了
贩毒分子的手上。
汇丰银行的问题并不是底层督察人员的一时
失察。其高管层在过去十年间曾多次接到监管
部门的警告，然而他们却并未对银行内部进行整
顿。汇丰银行遭受19亿美元罚金是监管部门有史
以来针对银行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然而，这也
不过是其2012年税前利润的8.5%40。近几年，渣
打银行、ING、瑞士信贷及其它一些大型银行机
构违反美国的各项制裁而支付的罚金都显示了类
似的模式——所有罚金都不到这些银行一年税前
利润的10%。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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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罚金损害的是银行股东的利
益，而不是那些触犯法律的银行从业人员的利
益。罚金要么是减少了股东的股息收益，要么
造成银行业务投资下滑。这是一个“正面我
赢，反面你输”的问题——银行受罚，个人银
行从业者依然能够通过奖金暴富，而股东却损
失惨重。处罚针对的对象不对就不能让银行改
变他们的行为。
近期的证据显示，国际银行机构都会心甘情
愿地以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对待那些来路不明的
钱财，不会花过多的精力去识别客户的受益所有
人身份。2011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如今称
为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曾对包括所有大型银行
在内的27家英国银行机构落实反洗钱法的情况展
开了一项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三的银行，包括大
型银行中的绝大多数在内，都没有建立足够的监
察机制。此外，五分之一的银行不能识别其客户
背后施加控制的受益所有人身份。
而在银行内部看来，循规蹈矩往往意味着成
本。银行的合规人员向全球见证表示，他们常
常会感到无力对抗业务部门的决策。大部分银行
里，决定潜在客户去留的最终话语权在客服经理
（负责拉客户的人）手上，而不是监察人员。
因此，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力量制
衡，更加着重强调守法，确保银行不会见利忘
义，置履行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责任于不顾。
影响银行业法律道德建设的另外一个重大的
障碍就是员工行为的奖励办法。目前，银行从业
人员的收入几乎全部与他们为本单位赚钱的多少
挂钩，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相应的法律法规、
甚至对所有客户长期利益的影响无关。

如何阻止银行为洗
钱活动提供便利
防止银行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的主要方式是
确保采取更加有效的防范机制。银行高层个人应
该为他们所在机构的行为负责；处罚力度应该足
以达到劝诫的效果；而监管部门也必须改进对接
受赃款属违法行为相关法规的执行方式。

至少要有一名董事会成员明确承担起确保银
行遵守反洗钱尽职调查条例的责任。银行还应
将 “合规”情况与报酬挂钩：如果银行参与了
洗钱活动，其高管的奖金应该被追回；如果违
规，高管也应被禁止在银行业从事任何工作。
情节严重者应被起诉。并且，一旦罪名成立，
还应面临牢狱之灾。
对于银行的制裁也应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加
大力度，从而达到更好的劝诫效果。计算经济处
罚的基数也应该进行调整，确保银行即便出于自
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也要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
律。其出发点是：如果一家银行严重违反了反洗
钱法律法规，应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此外还应
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以起到震慑作用。
监管机构需要采取行动切实有效地改进其执
行现有规章制度的方式。首先，他们应该采取
神秘顾客购物的方式来检查实际工作中银行是
否很好地遵循了各项程序。而且，只是检查一
家机构的政策是不够的。各国应该学习英国金
融服务管理局的做法，检验其银行是否能够有
效应对洗钱风险，以及这些银行是否能够深入
幌子公司的背后找出幕后真正的所有人 。
另外一个阻止银行接受赃款的方法是改进银
行针对高风险客户进行尽职调查的方式。应该
要求银行每年查验其与知名政治人物所做的交
易，包括利用职务之便有机会挪用公款、收受
贿赂的公职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或关系密切
的同僚。对于高风险的知名政治人物，举证的
责任应该反过来，即客户需要证明他们的资金
来源合法，而不是允许银行来简单地为客户的
财富找到貌似合理的解释。当前的情况是，如
果银行能够为资金来源找到稍微合理的解释
（例如，未经核实的一笔巨额遗产），那么银
行就可以接受这笔钱。
最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应该将新的工作
重点放在检查各国是否有效地执行其标准上，
并向打击洗钱、惩治腐败力度不够的国家施
压。打开局面的一个办法是在通常有数百页长
的双向评估报告中增加包含各种建议的摘要，
其中各项建议按照轻重缓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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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由于对企业最终由谁掌控、拥
有并从中受益缺乏了解，导致避
税、逃税、洗钱活动猖獗，使世
界各国的税基受到破坏，并助长
了腐败。”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2013年4月41。

Photo: Todd Wickersty / CC

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公司、信托机构及其它
企业载体由谁拥有和掌控问题上缺乏透明度，助
长了腐败和偷逃税行为。要求提高企业载体的所
有者和掌控者信息透明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英
国首相已经宣布，英国将创建世界首个受益所有
权公开登记机制。法国也表示将采取同样措施。
美国政府已经向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GP）承
诺，确保美国公司的受益所有权具有更高的透明
度。此外，《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将从2016
年开始要求申请许可的自然资源企业公开他们受
益所有人的姓名。现在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
动的时候了。
与开曼群岛等传统“离岸”中心相比，在美国、英国等
八国集团国家注册匿名公司可能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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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如何阻止非法利用匿名企业的行为
• 各国应要求企业、信托、基金以开放数据的
形式在公共平台上免费向公众披露其（各）
受益所有人的信息。
• 各国应向那些与之建立关系的保密管辖区施
压，促使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标准。

如何阻止银行接纳腐败政客的资金
• 银行高层个人应为他们所在机构的行为负
责，包括：

将银行从业人员的薪酬与银行 “合规”
情况挂钩，如果银行参与了洗钱活动，
其高管的奖金应该被追回
如果情节严重，银行高管应受到起诉
• 应进一步加大对违法银行的制裁力度。其出
发点是：如果一家银行严重违反了反洗钱法
律法规，应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此外还应
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以起到震慑作用。
• 要求监管机构采取神秘购物调查的方式进行
抽查。

必须有一名董事会成员为银行遵守反洗钱
法律负责

• 对于高风险的客户，举证的责任应该反过
来，即顾客需要证明他们的资金来源合法，
而不是允许银行为客户的财富找到貌似合理
的解释。

如果违规，高管也应被禁止在银行业从事
任何工作

• 确保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向打击洗钱、惩治
腐败力度不够的国家施压。

Photo: 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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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官员就其反洗钱工作失误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所有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必须为其所在机构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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