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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建議最佳實務文件

與國內相關主管機關之間共享和交換與資助武器擴散

相關的資訊

I.　簡介

1.　 本文列出國內相關主管機關之間共享和交換資助武器擴

散相關資訊的最佳實務。

2.　本指引原則旨在針對以下層面提供指引：

•� �促進落實第 2項建議並在防制洗錢（AML）/打

擊資恐（CFT）主管機關及負責打擊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WMD）擴散的主管機關之間共享資訊；

•� �建立可行的架構，協助相關主管機關針對有效履

行聯合國安理會（UNSC）有關資助武器擴散的

義務，互相共享資訊和交流；

•� �識別哪些機構可能擁有或可能需要相關的資訊，

以打擊資助武器擴散；以及

•� �識別相關機構可透過哪些合作機制（包括相關執

法機關）展開合作並在適當時於國內進行協調，

以打擊資助武器擴散。

3.　 FATF尚未就資助武器擴散的合適定義達成共識 1。對

1
　 FATF已就資助武器擴散提出適合的定義，請參見打擊資助武器擴散：
政策制定與諮商的狀態報告（狀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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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C措施架構的審查結果顯示，資助武器擴散是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輔助手段。

4.　 大多數司法管轄區都設立健全體系，致力防止和偵查與

開發違禁計畫或能力相關的採購活動，特別是透過出口

管制限制涉及武器擴散的敏感貨品、技術、知識和服

務，也加強秘密和犯罪情報的蒐集，藉以識別、調查、

截斷和採取行動破壞武器擴散網絡。有鑑於此，必須在

打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既定架構中，將打擊資助

武器擴散也納入考量。

5.　 許多打擊資助武器擴散的措施，可直接善加利用出口管

制體系、監管報告要求、目標性金融制裁和貿易制裁等

的可用資源，部分措施則需依賴執法機關或是只有出口

管制主管機關擁有的資訊。因此，至關重要的是，各個

主管機關在不同過程中獲得的資訊應彼此共享。

6.　 財政措施雖無法替代有效的出口管制，但卻是重要的輔

助措施 2，有助於反武器擴散架構全面發揮成效。財務

資訊可能會是帶來幫助的重要調查工具，但務必記住，

 「資助武器擴散」意指提供資金或金融服務，並全部或部分用於製造、
收購、擁有、發展、出口、轉運、仲介、運輸、移轉、儲備或使用核子、

化學或生物武器及其載運工具和相關材料 （包括用於非合法目的之技
術和軍商兩用貨品），此類行為違反國家法律或國際義務 （如適用）。

2
　 財務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各種財務禁止或限制、目標性金融制裁，或
是提高對財務關係或活動的警覺，以下將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也取決
於相關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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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效同樣取決於準確資訊的可用性。專業的財務調

查技術可在武器擴散相關案例中派上用場，儘管其關

聯性尚未明確證實 3，但如果其他反武器擴散措施未能

有效實施和強制實施，則這些措施的效益可能會受到限

制。本指引文件旨在幫助司法管轄區和適當的主管機關

建立合作關係，以充分利用財務資訊並採取財政措施打

擊資助武器擴散。

7.　 為打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及相關的資助武器擴散

行為，藉此防止非國家行為者購買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聯合國安理會曾經通過 S/RES/1540（2004）、S/

RES/1810（2008）和 S/RES/1977（2011）決議；對此，

聯合國安理會注意到國際社會在全面落實 S/RES/1540

（2004）決議所做的努力，包括防止資助武器擴散相關

的活動，並且將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

架構提供的指引 4列入考量。

3
　 財務資訊可能來自多種來源，包括但不限於執法機關的措施 /對金融機
構的的傳票、情報服務、制裁法規遵循資訊或金融情報中心，如下所述。

4
　 FATF針對相關聯合國安理會決議（UNSCR）的實施情況發佈了以下不
具約束力的指引文件：《聯合國安理會打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決議

的財政規定實施情況》（2007年 6月）；《聯合國安理會第 1737號決
議的活動基礎財政規定實施情況》（2007年 10月）；《聯合國安理會
第 1803號決議的財政規定實施情況》（20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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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資助武器擴散相關措施的

架構

8.　  本節列出與資助武器擴散有關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架

構。為有效落實這些決議，國內主管機關之間必須彼此

共享資訊和交流。此架構指出，政府內部多種類型的

機關可能需要參與合作和協調機制，以打擊資助武器

擴散。

9.　 由於各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分別代表不同的措施，因此

各項決議的內容會對國內相關主管機關產生影響。有鑑

於此，各司法管轄區應評估針對有關武器擴散的聯合國

安理會決議所採取的措施，決定哪些主管機關應參與資

訊交流，以促進主管機關提供相關資訊或從此類資訊中

受益。

10.　 聯合國安理會採取雙層作法來應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擴散及相關的資助武器擴散：一種為目標性方法，旨

在針對由聯合國安理具體識別的國家武器擴散活動 5，

另一種則是全球性方法，旨在防止非國家行為者購得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S/RES/1540（2004））。

11.　  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和

5
　 現階段，聯合國安理會已針對北韓和伊朗的「武器擴散敏感計畫」採取
目標性措施。



−5−

伊朗的武器擴散敏感活動和計畫施行制裁，包括針對

這些活動和計畫的籌資採取多項具體措施：

•� �會員國有義務或建議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向

北韓或伊朗提供金融服務或協助，用以提供、

供應、銷售、移轉、製造、維護或使用相關決

議所禁止的物品、材料、設備、貨品和技術

（S/RES/1874（2009）第 9和第 10段（延續 S/

RES/1718（2006）第 8（a）、8（b）和 8（c）段）；

S/RES/1737（2006）第 6段；S/RES/1747（2007）

第 6段；S/RES/1929（2010）第 8和第 13段）；

•� �針對參與或為北韓和伊朗武器擴散敏感活動和

計畫提供支援的個人或實體，實施目標性金融

制 裁（S/RES/1718（2006） 第 8（d） 段；S/

RES/1737（2006）第 12段；S/RES/1747（2007）

第 4 段；S/RES/1929（2010）第 11-12 和第 19

段）；

•� �呼籲會員國不要提供其他任何金融服務，或是移

轉任何金融或其他資產或資源，以避免援助北韓

和伊朗的武器擴散敏感計畫和活動（S/RES/1874

（2009）第 18段；S/RES/1929（2010）第 21段）；

•� �呼籲會員國除為人道主義和發展目的外，不要

向北韓或伊朗提供補助金、財政援助或優惠貸

款的新承諾（S/RES/1874（2009）第 19段；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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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1747（2007）第 7段）；和

•� �呼籲會員國不要為北韓的貿易提供公共財政支

援，對於伊朗，則應在公共財政支援承諾方面提

高警覺，以避免此類財政支援助長敏感的核武活

動或促進核武載運系統的開發。（S/RES/1874

（2009）第 20段和 S/RES/1803（2008）第 9段。

12.　 尤其對於伊朗，聯合國安理會（UNSC）：

•� �已決定，會員國應禁止伊朗在另一國司法管轄區

取得鈾礦開採、生產或使用核材料和技術的任何

商業活動之權益，或是禁止伊朗或伊朗自然人或

法人就前述商業活動在該國進行投資，尤其是鈾

濃縮和再處理活動，以及所有與能載運核武器的

彈道導彈有關的重水活動或技術（S/RES/1929

（2010）第 7段）；

•� �呼籲會員國對伊朗銀行及其外國分支機構和分

公司，特別是對伊朗國家銀行（Bank Melli）和

伊朗出口銀行（Bank Saderat）的金融機構活動

保持警惕，以避免此類活動助長伊朗的武器擴散

敏感活動或核武載運系統的開發（S/RES/1803

（2008）第 10段）；

•� �已決定，會員國倘若合理懷疑此類活動可能促進

伊朗的武器擴散敏感活動或核武載運系統的開

發，即應要求受其管轄的人員在與伊朗個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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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展開業務 6」時保持警惕，其中包括伊斯

蘭革命衛隊（IRGC）和伊斯蘭共和國航運公司

（IRISL）的個人和實體、代表前述組織或在其

指示下行事的任何個人或實體，以及其擁有或控

制的實體（不論手段是否合法）（S/RES/1929

（2010）第 22段）；

•� �呼籲，會員國倘若合理懷疑此類活動可能促進

伊朗的武器擴散敏感活動或核武載運系統的開

發，禁止伊朗的銀行成立新的外國分支機構、

分公司或代表辦事處，或是建立新的合資企業，

在外國銀行中擁有所有權或與外國銀行建立或

維持通匯銀行業務關係（S/RES/1929（2010）

第 23段）；和

•� �呼籲，倘若此類金融服務可能促進伊朗的武器擴

散敏感活動或核武載運系統的開發，會員國應禁

止金融機構在伊朗成立代表辦事處、分公司或銀

行帳戶（S/RES/1929（2010）第 24段）。

13.　  S/RES/1540（2004）包括與資助武器擴散有關的兩項

國家義務：

6
　  相較於 S/RES/1737（2006）、S/RES/1747（2007）和 S/RES/1803（2008）
的財政規定，此概念的範圍更為廣泛。FATF的 S/RES/1929（2010）指
引文件草案提供實施本規定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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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國家程序採用並強制執行有效法律，禁止

任何非國家行為者製造、購得、擁有、開發、運

輸、移轉或使用核子、化學或生物武器及其載運

工具，尤其是為恐怖主義目的，以及意圖參與上

述任何活動，成為恐怖分子的幫兇或是提供協助

或資助（第 2段）；和

•� �建立、發展、審查和維持對特定物品適當有效的

國家出口和轉運控制，包括透過適當法律和法規

控制出口、運輸、轉運和再出口，採取具體控管

措施限制對此類出口和轉運提供資金和服務，例

如促進武器擴散的資助和轉運行為，並建立最終

使用者控制措施；針對違反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規

的行為，建立並強制執行適當的刑事或民事處罰

（第 3（d）段）。

III.� 資訊共享和交換的主要機關

14.　 根據第 2節所述有關武器擴散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架

構，司法管轄區應採取措施識別哪些機關應參與資訊

交換，以促進機關提供相關資訊或從中受益。

15.　 本節根據各個司法管轄區的組織、相關聯合國安理會

決議施加的職責，以及司法管轄區為實施各自的聯合

國安理會決議所選擇的措施，確認哪些機關可能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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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資訊，有助於實施第 2節所述架構中所列出的

措施，以及哪些機關可能需要擁有該資訊，以強制實

施和監督這些措施的法規遵循狀況。

（A） 出口管制與海關 /邊境管制機關

16.　 出口管制機關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掌握著可能遭武器

擴散濫用的貨品和服務，以及有關擴散者的資訊。海

關和邊境保護機關仰賴這些資訊，確保遵循出口管制

規定並蒐集與海關有關的資料。其他機構或主管機關

也可能使用此資訊，藉此更加瞭解資助武器擴散風險

的情況。因此，出口管制和海關機構可能同時是資訊

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視情況而定），藉由這類資訊確

認是否存在資助武器擴散的情形。

17.　 身為資訊使用者，出口管制機關已注意到，藉由財務

資訊，能夠更全面瞭解交易和業務結構以及用以跨司

法管轄區非法移轉違禁品的方法，如此一來，相當有

助於發現實際的最終使用者和非法交易，並能改善執

法機關的調查成效。因此，就 S/RES/1540（2004）

和聯合國安理會針對伊朗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北韓）的決議來說，出口管制機關既是資訊提供者，

也是資訊接收者。

（B） 情報服務

18.　  武器擴散相關的金融活動情報資訊可能為政府提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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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詳細資訊，藉此防止資助武器擴散。證明某一筆

金融交易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有關聯不見得容

易，此時，情報資訊可能提供關鍵連結，證明軍商兩

用貨品的最終目的就是武器擴散。部分司法管轄區設

有情報機關，專責識別、分析和傳遞可能參與或資助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個人和實體的相關情報。

19.　 情報也有助於識別可能參與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擴散的個人和實體，對於在不同司法管轄區展開行

動的個人和實體，情報尤能發揮關鍵作用。根據 S/

RES/1718（2006）和 S/RES/1737（2006）及其後續決

議，這種以情報為基礎的識別，可依照安全理事會清

單基礎計畫，用於公開指定名單與資助武器擴散有關

的個人和實體的提案。

20.　 許多司法管轄區內，當主管機關（包括出口管制和海

關機關等）決定是否授予出口許可證或讓貨物通過邊

境時，也可運用相關的情報資訊，掌握可能將軍商兩

用貨品用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計畫的供應商或使用

者。部分司法管轄區根據違反出口管制規定或使用者

的情報，建立可疑供應商的概況，海關機構則使用這

些情報來實施全面管制措施。這些司法管轄區的海關

機構會制止可疑供應商或可疑使用者的運送事宜，以

確保出口符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所要求的管制措施。

有鑑於此，情報服務發揮重要的作用，有助於識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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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個人和實體。

（C） 金融情報中心

21.　 部分司法管轄區注意到可疑交易報告（STR）包含的

資訊擁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可協助執法單位識別原本

可能不得而知的其他可疑個人、企業和帳戶。因此，

儘管 STR在提交當日似乎沒有任何調查意義，日後仍

可能與調查息息相關。有鑑於此，在有關伊朗和北韓

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和 S/RES/1540（2004）中，金融

情報中心都是重要的資訊提供者。

22.　 儘管 FATF不需要透過 STR申報打擊資助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擴散，但部分司法管轄區已選擇針對銀行和其

他金融服務業者建立可疑報告規定，當作實施有關伊

朗和北韓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和 S/RES/1540（2004）

的附加手段。這些機構向金融情報中心提供的報告可

以成為高度相關的資源，用於識別可能參與或資助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個人和實體，以及強制執行和

監督打擊資助武器擴散的法規遵循狀況。

（D） 執法機關與檢察機關

23.　 S/RES/1540（2004）要求各國針對違反出口管制相關

法律和法規的行為，建立或強制執行適當的刑事或民

事處罰，或是打擊資助武器擴散。部分管轄區中，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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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實施（包括與北韓和伊朗有關的

財政措施）也構成刑事犯罪。因此，執法機關與檢察

機關是資助武器擴散相關資訊的重要使用者，在調查

其他與武器擴散有關的犯罪時，也可能產生與資助武

器擴散有關的資訊。有鑑於此，執法機關與檢察機關

同時是資訊提供者和接收者，如果違反聯合國安理會

有關伊朗和北韓的決議實施和 S/RES/1540（2004），

也可能定為刑事犯罪。

（E） 財務監理機關和主管機關

24.　 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朗的多項措施，除了限制伊朗金融

機構在伊朗境外營業的能力，也限制非伊朗金融機構

在伊朗境內營業或與伊朗實體展開業務的能力。部分

司法管轄區透過禁令實施這些要求，其他司法管轄區

則訴諸許可要求。針對後者，這些措施皆有可能影響

司法管轄區金融服務部門的監管作業（例如控制提供

金融服務的許可證數量）以及對該司法管轄區金融

機構的審慎監管（例如與伊朗銀行之間任何關係的影

響）。

25.　 可能參與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個人和實體

需要取得資金管道才能運作，若金融主管機關要能夠

拒絕據此提供服務，就必須瞭解資助武器擴散的風險，

尤其要提防聯合國安理會已在相關決議中識別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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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韓金融機構。因此，金融主管機關既是使用者也

是資訊源頭，對於選擇透過許可要求實施聯合國安理

會措施的司法管轄區更是如此。應鼓勵這些司法管轄

區的金融主管機關與其他機構共享資訊，協助彼此掌

握當地金融機構與伊朗和北韓個人之間可能的連結，

以及可能參與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實體。

（F） 貿易推廣和投資機關

26.　 聯合國安理會針對公開支援北韓和伊朗貿易的措施，

呼籲會員國確保貿易推廣機關在考慮為貿易提供支援

時，掌握與北韓和伊朗有關的武器擴散風險。取決於

機關的組織，這些協助出口商和投資人的機關可能獲

得相關資訊，掌握到軍商兩用貨品用於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的非法採購模式。在部分司法管轄區，貿易機關

可以提供一般資訊並充當聯繫窗口，但不會發起和支

援單一交易。因此，根據各自概況，貿易推廣和投資

機關可能是聯合國安理會針對伊朗和北韓決議的相關

資訊來源。

（G） 政府政策部門

27.　 許多司法管轄區中，政府部門也能透過參與武器擴散

金融資訊交換獲得重大利益。其中，相關的外交事務、

財政、商務、民政和司法部門可透過接收資助武器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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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資訊受益，進而確保在其司法管轄區內妥善實施聯

合國安理會的制度，並識別制度中存在的落差，視需

要變更國內或司法管轄權制度，甚至變更聯合國安理

會制度。

（H） 實施相關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機構或主管機關

28.　 負責實施目標性金融制裁的主管機關必須掌握所有來

源資訊，藉此識別可能參與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擴散的個人和實體。此外，這些主管機關還擁有法規

遵循資訊，可協助其他主管機關更加瞭解資助武器擴

散的現況。

 

IV.� 國內合作與協調機制

29.　 本節列出相關機關可以在國內合作並視情況協調，以

打擊資助武器擴散的機制（包括相關執法機關）。

（A） 合作：擁有足夠的法律權力以蒐集和共享資訊

30.　 許多司法管轄區中，政府機關有權從公眾或其他政府

機關蒐集資訊，但須遵守使用該資訊的法規限制。這

些限制可能會侷限機關與其他政府機關共享所蒐集的

資訊，或者將資訊用於不同於資訊蒐集目的之用途。

同樣，許多司法管轄區都有隱私權原則，也限制了特

定資訊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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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司法管轄區必須在有效的資訊共享機制與資料保護的

合法問題之間取得適當平衡，確保遵循法規或調查違

反國家法規的行為，以確實打擊資助武器擴散。

32.　 部分司法管轄區允許反武器擴散和出口管制體制相關

機關在出口 /海關管制中，使用與資助武器擴散有關

的機密 /情報資訊，包括鎖定特定出口交易，以及扣

留或扣押可疑的出口貨物，但會確保這些機構不公開

資訊的來源或內容。

33.　 部分司法管轄區允許金融情報中心在反武器擴散和出

口管制體制中，向相關機關揭露與武器擴散有關的資

料。此類揭露應符合相關司法管轄區對保護金融情報

中心所持有資料的安排。

（B） 協調：

34.　 實施 S/RES/1540（2004）、S/RES/1718（2006）、S/

RES/1737（2006）及其後續決議的措施時，多個傳統

上不參與出口管制行政管理的機關也會投入其中，如

第 3節所述。這可能帶來顯著的優勢，因為這些機關

可能持有的資助武器擴散相關資訊，是出口管制、海

關和邊境管制及執法機關原本無法獲得的。反之，這

也可能帶來挑戰，因為這些機關可能開始承擔新任務，

代表能力和資源必須隨之擴展。

35.　 邀請第 3節列出的所有機關協調第 2節所述的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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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會措施的實施，是解決資助武器擴散的一項關鍵

方法，有助於進行聯合分析、協調和互補行動，也能

推動更臻成熟的政策立場。這種共同努力也可以是建

立信心和關係的關鍵措施。為實現這種合作，可定期

共享資訊和共同合作，或舉行機關間的臨時會議，參

與人員可囊括來自金融、情報、出口管制、執法、主管

/監管和政策機關的代表。會議可能討論的議題包括：

•� �監測和分析打擊資助武器擴散制度中的風險、威

脅、新趨勢和弱點；

•� �制定具體政策，打擊資助核子、生物和化學武器

及其載運工具擴散；

•� �建議主管機關採取適當對策，展開打擊資助武器

擴散的行動；

•� �查明與資助武器擴散有關的關鍵情報落差，尋找

縮小差距的解決方法；

•� �考量潛在阻絕機會，盡力阻礙資助武器擴散活動

並協調此類行動；

• �在打擊資助武器擴散方面，協調和消除主管機關

（包括金融、情報和執法機關）活動之間的牴觸；

• �協調對違反出口管制的財政支援進行的調查，以

及與受管制的軍商兩用貨品的出口和轉運相關

的法律執行（包括對受制裁國家）；

•� �在識別和指名可能參與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



−17−

器擴散的個人和實體的潛在計畫方面，對金融、

情報和執法機關進行協調和消除衝突；和

•� �審查相關的機制，確保有效審查可疑活動報告，

並滿足制裁實施的要求。

附錄 1

機關間協調成功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1

在打擊武器擴散活動方面進行跨機關合作的成功案例

中，A國的財政、司法和商務部門聯手擊破一個全球採

購網絡，該網絡試圖非法為 B國政府購得軍商兩用和

軍事零件，此舉違反多條國內法律和法規。政府動用

強大的權力機關，在當天對 B國的武器擴散供應鏈採

取協調行動。財政資訊有助於瞭解和確認為規避法規而

成立幌子公司的情況。司法部公開起訴書，其中列出充

當 B國供應商和中間商的 16名外國被告。同時，財政

部對向起訴書所列被告採購商品的 B國軍事最終使用

者實施制裁。在同一天，商務部宣佈將 75家涉嫌參與

全球採購網絡的實體增加到關注清單。該案件涉及向 B

國非法出口可用於軍事用途的軍商兩用貨品。透過該網

絡轉移到 B國的貨物屬於軍商兩用貨品，鑑於其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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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和使用者，該貨物受到出口管制法規禁止。商務部

主導調查作業，並與財政部和海關執法人員進行協調。

案例研究 2�（�透過列入指定名單實施目標性金

融制裁的跨機關協調）

在此案例中，與 A國的財政、外交和司法部協商制定

對 A國目標性金融制裁的指定名單。整個調查過程中，

財政部與各個機關的同仁保持密切聯繫。最初目標透

過跨機關工作小組提出，而後在開發的早期階段於適

當機關內進行密切協調和審查作業。根據構建案件所

涉及的情報量，財政部也與情報社群密切合作，以發

展指定名單的案件。

此外，財政部正值正式的協調階段，旨在消除建議指

定名單與其他機構的業務和政策的利益衝突，確保並

促進目標符合國家的安全戰略和外交政策目標。跨機

關的協調明顯為過程中的關鍵部分，因為協調作業有

助於參與或支援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實體和個人的

公開指定名單，不至於影響執法機關或情報社群同仁

的日常業務，同時符合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國家的安全

目標和利益。政府非常清楚，絕對不能危害敏感來源

或方法，以免損害國家利益或相關方的基本權利，政

府並應確保行動與正在進行的外交工作相互協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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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能有效實現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

一旦完成徹底的機關間審查流程，財政部確定機關間

同仁的意見一致，便會提交最終的證據包。正式宣佈

指定名單之前，財政部會調查遭指定的目標是否位於

該國，一旦發現具體所在位置，調查人員就會準備展

開行動，以期封鎖所有可識別出的財產。所有國內執

法行動都須與其他聯邦機關和當地主管機關的執法人

員密切配合。

其中一具體案例下，A國指定 X公司為其提供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擴散的支援。

而 X公司剛好是聯合國安理會呼籲各國提高警惕的對

象。已知 X公司會採用欺騙手段，包括成立和藉助幌

子公司，試圖規避制裁以繼續與 A國的銀行進行金融

交易。金融機構在進行盡職調查和調查可疑的特定交

易時，發現該公司疑似利用幌子公司，因此將相關資

訊提報財政部。財政部根據掌握到的資訊及敏感的政

府資訊（包括情報）展開證據案，並將 X公司的幌子

公司列入指定名單，藉此防止對方利用 A國的金融體

系支付款項，間接支援了武器擴散活動。金融資訊可

用於指定名單的制定，以及對所涉個人和實體的相應

起訴。例如，成立其中一家幌子公司的開戶文件中，

列出的地址和電話號碼與 X公司相同。財務部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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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府機關合作，尤其是外交和司法部，透過正式

的協調階段消除提議的指定名單與其他機關的業務和

政策的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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