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面
 中共通過在港施行「港版國安法」，各界高度關切香港自治及人權遭
侵犯
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於本（109）年 5 月 28 日審議通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決定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就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制定法律，並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其後，
「全國人大」常委
會於 6 月 18 日至 20 日初審「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版國安法」，共 6 章、
66 條，包括：總則、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罪行和處罰，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以及中共駐港維護國家安全機
構、附則），6

月 30 日全票表決通過；同日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港府刊憲公布，並於當天

23 時生效施行。港府另於 7 月 6 日公布、7 日施行該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新華社，2020.5.29、
2020.6.20、2020.7.1；香港政府網站，2020.7.6）。

「港版國安法」及該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引發香港及國際社會譁然。綜合各界評
論，相關爭議包括：程序上，中共繞過香港立法會，逕自「代位立法」，有違民主原
則。內容上，「港版國安法」所定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項國安犯罪，定義模糊，恐以言入罪，
壓制自由民主力量的意圖不言而喻；而第 43 條實施細則擴張警方多項強制措施權利，
且不受法院節制，恐侵害在港人士、組織之人身和通訊自由、財產權、隱私權、營業
秘密。另該法效力範圍不限於香港居民，「任何人」在香港、香港註冊之船舶與航空
器，甚至在香港以外，只要被認定涉嫌違反該法，便可能被依法處置，遭批評是冒犯
所有國家主權的「宇宙法案」（BBC 中文網，2020.7.1、2020.7.8；新頭殼，2020.7.2；上報，2020.7.7）。
港府依據「港版國安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北京指派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為列
席顧問），惟其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復以香港特首具委任審理國安案件法官之權力，遭質

疑侵犯司法獨立。另中共依該法在香港設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副署長李江舟、孫
青野），其「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受香港管轄」；且明定三種特定情況（涉及外國或境外勢力，
香港無法有效執行該法、國家安全面臨威脅），由「駐港國安公署」立案偵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控、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輿論擔憂中共國安單位藉國安之名，干預香港自治，並批評「送
中條例」借屍還魂（明報、世界日報，2020.6.21；香港 01，2020.7.1；新華社，2020.7.3）。

 「反送中」遭拘人數累計突破 9 千人，15 名民主派人士被捕受關注
本季香港仍有若干示威、杯葛活動，當中以 5 月 27 日抗議「國歌條例草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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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港大三罷」最劇，當日計 396 人遭拘捕。據香港警方統計，自去（108）年 6 月 9
日起至今年 6 月 30 日，因「反送中」相關活動遭拘者已達 9,216 人，遭檢控者 1,972
人（被控暴動罪者 653 人）。其中，港府於 4 月 18 日大動作拘捕 15 名民主派人士，除 2 月曾
遭拘捕之黎智英、李卓人、楊森外，還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等，並分別以涉及去年 8 月 18 日、10 月 1 日、10 月 20 日組織和
參與非法集結、遊行罪名起訴，引發國際高度關切，籲港府勿秋後算帳、政治檢控（香
港蘋果日報，2020.4.19；明報，2020.5.29；香港新聞網，2020.7.11）
。

 港府三發新聞稿回應中聯辦定位惹議，定調該辦非依基本法 22 條設立
本季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頻就香港事務發言，所涉議題包括「禁蒙面法」司法覆
核判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美國發表涉香港報告、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黑暴攬炒、「黃色經濟圈」等。其中，港澳辦、中聯辦 4 月 13 日批評主持立法會
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及部分議員試圖「政治攬炒」
，構成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郭榮鏗回應指，港澳辦及中聯辦並無任何權力或資格，影響及評論立法會
及各委員會運作。
港府在 4 月 18 日至 19 日凌晨 6 小時內 3 度發稿，先指中聯辦是中共在香港根據
基本法第 22 條第 2 款設立的 3 個機構之一，相隔數小時後，刪去第 22 條的字眼；最
後發稿表明，中聯辦並非 22 條所指「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東方
日報，2020.4.14；香港政府網站，2020.4.18-19；明報，2020.4.20）。

泛民立法會議員批評港府扭曲基本法，盲目附和中聯辦；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
抨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員對基本法理解不足。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則表示，中
聯辦法律地位問題複雜，但不認為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是對香港作出干預（信報，2020.4.20）。

 港府六大局處九名官員異動，惟民調顯示港府民望仍陷低迷
中國大陸國務院 4 月 22 日宣布，依據香港特首林鄭之提名任免港府官員，罕見牽
動 6 大局處 9 名高官，包括：
（一） 免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劉怡翔、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入境事務
處處長曾國衛職務。
（二） 任命聶德權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原入境處處長）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原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為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正宇（原香港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
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薛永恒（原機電工程署署長）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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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認為，相關調整具整頓港府管治團隊、就「反送中」及區議會選舉失利問責
官員、培養及拉攏建制派新世代等用意。本次新任官員應係獲北京信任，認為能配合
其對港工作。惟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6 月下旬民調結果顯示，66%、58%受訪
者對港府不滿意、不信任，分別較前一年增加 5.9%、9.1%。分析指港府民望低迷、積
重難返，即便更換高層官員，短期內難有根本轉變（BBC 中文網、美國之音，2020.4.22；東方日報，2020.7.4）
。

 香港高院裁定港府引用「緊急法」合憲，香港監警會發布「反送中」
調查報告
香港高等法院 2019 年裁定港府以危害公安為由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下稱「緊
急法」
）訂立法例違憲，同時宣布「禁止蒙面規例」（下稱「禁蒙面法」）無效，港府提出上訴。

高院上訴庭 4 月 9 日裁定港府引用「緊急法」訂立規例屬合憲，至於港府禁止市民在
合法集會及遊行中蒙面，以及賦予警員權力要求市民除去蒙面物品之條文，則屬違憲。
提出司法覆核的 24 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及社民連成員梁國雄均對裁決表示失望 （明報，
2020.4.10）。

另監警會 5 月 15 日發表歷時十月、千頁以上的「反送中」調查報告，個別檢視特
定大型抗爭事件，並提出 52 項建議（如成立催淚彈專家委員會、研訂「暴動」定性指引等），惟未觸及
應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反送中」五大訴求之一）。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將責由保安局成立
專案小組跟進檢討；惟輿論批評該報告避談警方侵犯人權，就「721 元朗事件」、「831
太子站事件」等爭議亦未能釋疑。前監警會國際小組成員 Clifford Stott（英國基爾大學自然科
學研究院院長）、民主黨均擬另提報告，拒港府一錘定音（中央社，2020.5.15；自由電子報，2020.5.16；香
港蘋果日報，2020.5.17）。

 港澳政府均以防疫為由，禁止民間舉辦「六四」悼念活動
香港警方以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由，禁止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
惟「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會」一如既往於當日晚間 8 時舉行集會，大批巿民
無視當局封閉場地、自發出席集會。香港多區包括尖沙咀、旺角、觀塘、荃灣、沙田、
屯門等，皆有群眾響應號召遊行（信報，2020.6.05）。
澳門年度「八九民運圖片資料展覽」首次遭到官方取消，據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展
覽主辦單位）表示，今年展覽原已獲市政署批准，惟後遭取消，雖經聲明異議，仍遭市政

署以疫情為由駁回展覽場地借用。輿論批評澳府禁展顯基於政治理由，利用行政手段
打擊表意自由，壓縮公民活動空間，並反映澳門政權漸趨強硬（聯合新聞網、自由電子報、德國
之聲、法國廣播電臺，2020.5.12）
。新澳門學社原擬辦理

4

1-5 人「六四悼念」集會，亦遭警方以防

疫為由駁回，雖經向終審法院上訴，但因不及於集會前裁決，遭法院中止上訴，立法
會議員蘇嘉豪對此表示失望，認為法院無法有效保障市民應享有的集會公民權利（論盡
媒體，2020.6.4）
。6

月 4 日當日澳門警方出動多名警力，加強巡邏，立法會議員區錦新 2 名

女兒因展示「坦克人」圖片及電子蠟燭拍照，遭警方帶回調查（香港 01，2020.6.5）。

 澳門特首賀一誠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疫情應對及維護國安列為工
作重點
賀一誠 4 月 20 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2020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報告內容除延續過
往改善民生、加強城市規劃、強化經濟發展與行政改革等面向外，新增疫情應對、強
化審計廉政、維護國家安全等，並重申持續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粵港澳合作、融入國
家大局。
受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抗疫情保穩定，疫後提振經濟」成為報告施政
重點之首，除現有的各項減稅、補助等財政補助措施外，更提出加大公共投資、推動
綜合旅遊休閒業復甦、鼓勵私人投資，擴大招商、扶助中小企業等疫情後之振興作為。
惟在財政收入減少，各項因應疫情支出增加的情況下，賀指今年將是移交以來第一個
赤字財政預算的年度，澳府估計應對疫情的相關開支將超過 500 億澳門元（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4.20；華僑報、市民日報，2020.4.21）。

 澳府稱將續推國安配套立法，進行相關組織調整，並強化大灣區內情
報合作
澳府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立法會說明今年施政重點時表示，澳門總體安全形勢面
臨多項挑戰，未來將續推動維護國安配套立法工作，包括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增列
預防調查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等規範；於司法警察局下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
室（國安委員會附屬常設執行及輔助部門）、恐怖主義罪案預警及調查處；並研究建立「大灣區警情
通報平臺」
，以利警方即時獲得區內重大刑案資訊，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治安（華僑報、
澳門日報，2020.4.30）。

二、經濟面
 香港 2020 年首季經濟負成長 8.9%，創歷史單季最大跌幅
據港府統計，香港 2020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為-8.9%，創有史以來單季最大跌幅。
港府表示，受疫情影響，香港貨物出口跌幅在第一季明顯擴大；服務輸出則因旅遊業
停擺，跨境運輸和商業服務大幅減少，第一季暴跌 37.8%，同樣創下單季最大跌幅。
5

訪港旅遊業在 2-3 月幾乎停頓，第一季訪港遊客人數年跌幅 80.9%，訪外旅遊業同樣因
各地政府實施旅遊禁令和邊境管制而急劇下滑。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正
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挑戰，預計全年經濟增長率將下滑 4%至 7%；並稱受社會抗議情
緒升溫影響，次季經濟表現難以樂觀，惟政府財政援助或有助第三季經濟逐步改善（港
府統計處新聞稿，2020.5.15；鉅亨網，2020.5.15）。

在就業方面，2020 年 4-6 月失業率為 6.2%，較前一期上升 0.3%，為 15 年以來新
高。大多數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均見上升，其中房屋裝修及保養業、進出口貿易業、貨
倉及運輸輔助活動業，失業率增加相對明顯（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20.7.20）。
在物價方面，排除港府紓困措施影響，2020 年 6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0.7%，
較 2020 年 5 月份的升幅 1.5%為低。6 月份升幅放緩主要是由於豬肉價格按年升幅比 5
月份顯著收窄所致（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20.7.21）。

 澳門 2020 年首季經濟成長幾近腰斬，下跌 48.7%
據澳府統計，2020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近乎腰斬，下跌 48.7%，主因為全球經濟活
動受疫情影響大幅下滑，以服務出口為主的澳門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外部需求方面，
服務出口按年下跌 60.0%，貨物出口亦下跌 23.5%。內部需求跌幅擴大，與去年同期相
比減少 17.5%，主要受固定資產投資及私人消費支出減少所累，貨物及服務進口分別
下跌 30.8%及 30.3%（澳府新聞稿，2020.5.30）。
在就業方面，2020 年 2-4 月失業率為 2.2%，較上一期（2020 年 1-3 月）增加 0.1 個百分
點，2020 年首季失業率 2.1%，係自 2012 年 4 至 6 月以來首次回升至 2.0%以上（澳門政
府新聞稿，2020.4.26）。按行業統計，運輸及貯藏業和酒店及飲食業的就業人數減幅較大 （澳
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20.5.29）。在物價方面，2020

年 2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 102.59，較

去年同期上升 0.94%，惟較 5 月份升幅（+1.67%）減緩 0.73 個百分點，主要由新鮮豬肉價
格、外出用膳和門診收費上調，以及住屋租金上升所帶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20.7.17）。

 澳門大學預測澳門 2020 年經濟成長率落在-54.5 至-60%之間
澳門大學研究預測，澳門今年經濟成長率應會在-54.5 至-60%之間，失業率落在
2.2-2.8%之間，本地居民失業率將明顯增加，可能介於 3.25-3.9%，澳府全年度最終收
入則將大幅縮減至 713-929 億元左右。
研究認為，疫情主要對經濟成長帶來衝擊，就業和物價變動相對較小。另與 2003
年 SARS 疫情過後有自由行支持經濟復甦不同，如今旅客基數變大，經濟復甦效應可

6

能遠不及當年，加以今年尚有美中經貿摩擦和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等不確定因素，
澳門經濟較難樂觀（澳門大學新聞稿，2020.6.29）。

三、社會面
 香港記協公布調查報告，公眾及新聞從業人員對香港新聞自由評分均
創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 5 月 11 日公布「2019 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
，公眾人士對香港新聞
自由評分為 41.9 分，新聞工作者則評予 36.2 分，均創 2013 年該調查開展以來新低。
記協表示，評分下跌主因係受訪者關注記者採訪時，人身安全受到來自執法人員的威
脅。該調查顯示，超過 9 成受訪新聞人員同意「執法人員以暴力故意阻撓採訪」
，並有
超過 6 成受訪新聞人員表示「曾在採訪時受到暴力對待」（香港蘋果日報，2020.5.11）。

 民調顯示逾半港人擔憂「港版國安法」侵權，社會恫嚇效果或已浮現
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5 月下旬所做民調結果，63.5%受訪者擔心
「港版國安法」侵犯公民權利與自由；而反對「反送中」運動持續進行者為 39.2%，
支持者 39.1%。另路透社公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於 6 月中旬所做民調，56%受訪者反
對北京在港實施「港版國安法」
，贊成者 34%；至「反送中」抗爭的支持度，由 3 月的
58%下降至 51%，反對比例由 28%增加至 35%；示威者的幾項主要訴求，包括設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76%降至 66%）、香港特首林鄭下臺（63%降至 57%）、實現雙普選（68%降至 61%）等，
支持度與 3 月相較均微幅下跌。相關分析指，
「港版國安法」對香港抗爭社會的恫嚇效
果與分化作用，恐已浮現（明報，2020.6.11；路透社、信報、香港蘋果日報，2020.6.26）。

 澳門通過「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11 月 1 日施行最低薪資保障
是項法案保障包含外僱在內的全面最低工資，約 3 千名當地僱員及兩萬名外僱因
此受惠，未來最低工資金額為時薪 32 元（澳門元，以下同）、日薪 256 元、週薪 1,536 元及
月薪 6,656 元，不含超時工作報酬等。立法會議員蘇嘉豪表示，最低工資時至今日才能
立法，是富庶賭城的悲歌。另李靜儀、區錦新等議員批評法案規定 2 年檢討 1 次，將
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正報、新華澳報，2020.4.17）。

 澳府撤銷保險仲裁中心，輿論憂恐不利澳門吸引外資
澳門政府於 5 月初取消樓宇管理仲裁中心後，1 個月後再公布撤銷保險及私人退
休基金爭議仲裁中心，令澳門獲許進行仲裁的機構名單萎縮到 3 個（澳門消費爭議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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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律師公會自願仲裁中心、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仲裁中心）。輿論表示，澳門保險業市場是遠東地區內較

早形成和規範化的市場之一，目前獲准在澳門市場內經營的保險公司不乏國際著名保
險集團的分支機構，市場的實務經驗和風險管理亦因此與國際先進制度緊密接軌。倘
若澳門沒有保險及私人退休基金爭議仲裁中心，將令澳門的保險業認受性受到影響，
也難吸引投資者進駐（市民日報，2020.5.25）。

四、國際面
 國際社會譴責「港版國安法」破壞香港高度自治，並研議應對及反制
措施
（一）美宣布香港已不再具充分自治，研議取消對港特殊優惠待遇
美國川普總統 5 月 29 日表示，中共連串侵犯香港自由的事態發展，明確顯示香港
已不再具備充分的自治，可以得到香港自移交後所獲得之特殊待遇。宣布研議採取行
動，包括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相關政策，包含引渡協議、
出口管制等，尤其高科技產品的進出口將更緊縮；制裁直接和間接傷害香港自由的中
國及香港官員；提高對香港的旅行警示等（香港 01、美國之音，2020.5.29）。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繼而指出，
「港版國安法」破壞對香港高度自治承諾，美國將對
損害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中共現任及前任官員實施簽證限制，他們的家庭成員也可能受
到影響（成報，2020.6.27）。蓬佩奧 6 月 30 日再表示，美國即日起停止出口受管制的防衛設
備至香港，未來也將對防衛及雙重用途技術出口實行限制，以避免這些設備落入解放
軍手中，強化中共獨裁統治。他強調，美方是被迫採取行動，保障美國國家安全 （明報、
香港 01、美國之音，2020.6.30）
。同日，美商務部聲明表示，隨著「港版國安法」的實施，美國

敏感技術落入解放軍或國家安全部的風險增加，美國拒絕承擔有關風險，因此決定暫
停執行對香港提供相關優惠待遇的法規（法國廣播電臺，2020.6.30）。
美國參、眾議院分別於 5 月 21 日、6 月 1 日審議「香港自治法」，該法授權美國
政府部門制裁侵蝕、損害香港自治的陸港官員，以及與之往來的金融機構，包括凍結
資產、拒發簽證、拒絕入境、禁止向美國金融機構借貸、禁止外匯交易等（香港 01，2020.6.27）。
（二）英國提出擬修正港人居英權規定
英國外相藍韜文於國會發言表明，英國對香港人背負歷史責任，重申若中共實施
「港版國安法」
，英國將會與其他國際夥伴合作，採取進一步回應，包括「英國國民（海
外）護照」
（BNO）香港持有人逗留英國期限得延長至 12 個月，並可在英國工作及讀書，
為取得公民身份鋪路（明報、BBC 中文網，2020.6.2）。
英國首相約翰遜投稿英國泰晤士報及香港南華早報，表示如果北京強硬落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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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國安法」
，英國將會改變其入境規限，讓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港人可免
簽證逗留英國 12 個月，從而獲得進一步的移民、工作等權利，日後可循此管道成為
英國公民（立場新聞，2020.6.3）。
（三）民主國家陣營抨擊破壞「一國兩制」原則，促北京重新考慮立法決定
七大工業國集團（G7，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義大利和加拿大）外長及歐盟外交和安全政
策高級代表 6 月 17 日發表聯合聲明，指「港版國安法」嚴重損害「一國兩制」及香港
高度自治，並將妨害多年來香港賴以繁榮成功的體制，呼籲中共重新考慮相關立法決
定。歐洲議會 6 月 19 日以大比數通過決議，強烈譴責中共制訂「港版國安法」，加劇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破壞香港自治、法治、基本人權，違反國際承諾；建議歐盟成員
考慮對中實施經濟制裁，及在香港情況惡化時，提供接收港人的「逃生門」（BBC 中文網，
2020.6.18；德國之聲，2020.6.20；成報，2020.6.21）。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日本及瑞
士等 27 個國家，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44 次會議發表聯合聲明，認為「港版國安法」
在沒有香港民眾、立法機關的參與下就通過並實施，破壞「一國兩制」原則。另日本
政府發言人、內閣官房長菅義偉表示，日本非常重視自由開放的民主發展體制，而港
版國安法的頒布損害國際社會對於「一國兩制」原則的信任。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對北京通過「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感到遺憾，歐洲委員會負責人馮德萊恩則稱，歐盟
會與國際夥伴討論任何可能的應對措施（香港電臺、世界之聲，2020.6.30；香港

01，2020.7.1；東方日報，

2020.7.2）。

惟古巴等 70 餘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歡迎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認為
有助於維護「一國兩制」
，並希望香港繼續保持和平、穩定、和諧、繁榮，不受外國干
涉（香港 01，2020.7.3）。
（四）國際政要、組織譴責中共違反國際承諾
由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合計 23 國逾 200 名政要、外交官及人
權人士發表聯合聲明，對中共單方面在香港訂立「港版國安法」表示嚴重關注，敦促
各國政府必須團結一致，表明不容中共公然違反其國際承諾（明報，2020.5.25）。
另國際特赦組織、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等 86 個國際和香港當地組織，向「全國人大」
委員長栗戰書發出公開信，促請停止在香港引入國家安全立法。國際特赦組織更發文
表示，
「港版國安法」可讓中共行使裁判權接管香港任何國安案件，以及特首可委任指
定法官審理相關案件，或將妨礙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將香港變成警察社會 （世界日報，
2020.6.18；香港 01，2020.6.28）。

9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下跌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4 月 21 日發布 2020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第 80
名，較 2019 年下跌 7 位，創新低紀錄，被歸類為第 3 級「問題明顯」。無國界記者表
示，香港排名下跌，係因記者在 2019 年「反送中」示威中遭受警方暴力對待導致（信報，
2020.4.22）。

 香港全球競爭力下跌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2020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由 2019 年的第 2 位跌至
第 5 位，新加坡則連續兩年保持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首位。該報告指出，香港於「經
濟表現」方面排名急跌，由去年第 10 位跌至今年第 28 位，
「政府效率」及「營商效率」
維持全球排名第 1 及第 2，
「基礎建設」則由 22 位上升至 14 位；而香港經濟表現下滑、
政治動盪加劇、社會凝聚力減弱及受中國大陸經濟影響，是排名下挫的相關原因（星島
日報，2020.6.17）。

 澳門獲國際反清洗黑錢組織委任為亞太區小組共同主席
澳府金融情報辦公室主任經反清洗黑錢及反恐怖融資國際組織「金融行動特別組
織」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全體會員通過，獲委任為其轄下的
「國際合作檢討小組」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view Group）之區域分組「亞太區聯合小組」
（Asia/Pacific Joint Group）共同主席（註：
「國際
合作檢討小組」隸屬「金融行動特別組織」轄下，重點工作是制定與國際標準存有差異的會員監察名單，並會監督有關會員的改
善措施及跟進各會員改善進度；作為地區分組的共同主席，需定期向「國際合作檢討小組」主席報告其區域會員的進展情況，再
由「國際合作檢討小組」主席向「金融行動特別組織」全體會員報告，以決定是否仍需將會員置於監察名單中）
。澳府認為，

此舉係國際組織對澳門在打擊洗錢及恐怖主義融資工作績效的認同，並展現澳門在國
際事務上積極參與的正面形象（澳府新聞稿，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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