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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6/2017號法律

監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境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監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

境的制度。

第二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下列用語的定義為：

（一）“無記名可轉讓票據”：是指向一名真實或虛構

收款人簽發的、不論屬無記名或無限制背書的任何貨幣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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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或票據，如旅行支票和可轉讓證券，或以任何其他形式

允許單憑交付便可轉讓收款權利的貨幣證券或票據，以及

不完整的票據，包括有簽名但未載有收款人姓名的支票、

本票及付款委託書；

（二）“指定金額”：是指以澳門幣表示的金額或等值

的其他外幣且為海關監管的目的，如旅客所攜帶的金額為

或超過該金額，便有義務作出申報；

（三）“雙線通道系統”：是指海關監管簡化系統，

亦稱紅綠通道系統，該系統讓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下稱

“海關”）保證旅客更便捷履行清關手續。

第二章

申報系統及海關監管

第三條

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時的申報義務

一、任何自然人攜帶總值為或超過指定金額的現金

及/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時，應向海

關人員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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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處設有雙線通道系統時：

（一）旅客使用綠色通道，即表示聲明無攜帶總值為

或超過指定金額的現金及/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

（二）旅客使用紅色通道，即表示擬申報以履行上款

所指的義務。

第四條

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時的申報義務

任何自然人攜帶總值為或超過指定金額的現金及/或

無記名可轉讓票據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時，如被海關人員

查問，應申報。

第五條

申報的個人性、相關證明文件及表格

一、以上數條規定的申報由自然人本人以個人身份作

出；旅客要求時，海關應向其提供履行申報義務所需的

資料。

二、申報以書面方式填寫專用式樣的表格，並須登記。

三、應申報人要求，須向其提供有海關人員簽名及加

蓋海關印章的申報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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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監察權

一、為監察履行第三條及第四條訂定的義務，海關可：

（一）通過抽樣或根據若干指標隨機查問旅客，並要

求其補充資訊，出示護照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交通票以

及所攜帶的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的始發地或目的地

的發票或其他文件；

（二）搜查旅客已申報或未申報的行李，檢查行李內

的物品，對旅客搜身，檢查其身上、衣服及隨身物品內的

財物。

二、上款（二）項所指的搜查行李和搜身，應在海關當

局的設施內進行，須尊重個人尊嚴並保障個人私隱，將對

旅客的不便減至最低。

三、如有跡象顯示攜帶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尤

其因應所涉及的金額、數量或不尋常性質，可能與不法活

動，比如與清洗黑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有關，或來自該等活

動時，海關須：

（一）立即通知具職權的刑事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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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實況筆錄，其內載有相關現金或無記名可

轉讓票據的總值及種類，並由兩名海關人員及旅客簽名；

（三）將該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密封於適當的封

套內，如有需要，將之交由一名海關人員妥善保管，直至具

職權的刑事警察機關到場。

第三章

個人資料

第七條

資料庫

一、海關將根據本法律的規定所收集的資料存入資料

庫並予處理。

二、資料庫專用於偵察和預防為清洗黑錢或資助恐怖

主義而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境。

三、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

及為有關目的，海關關長負責處理資料庫，確保資料當事

人的資訊權及查閱權，以及監察資料的合法查閱、傳送或

發佈。

四、在本法律範圍所收集的資料，保存期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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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傳送和發佈資料

一、在預防及刑事調查範圍內，為處理和公佈資訊，上

條所指的資料須送交司法警察局；在預防及打擊清洗黑錢

與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範圍內，為處理信息，該等資料亦

須送交主管實體，但不影響有關刑事司法互助的規定。

二、有關資料為科學研究或統計之用可予公佈，但資

料所涉的人不得被識別。

第四章

行政違法

第九條

處罰

一、提供不完整的資料、提供與事實不符的聲明或不

填寫自然人必須填寫的申報書，構成可科處罰款的行政違法

行為，罰款為超出指定金額的部分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但不得少於澳門幣一千元，亦不得多於澳門幣五十萬元。

二、如違法者的可譴責性屬輕微，尤其如上款所指的超

出金額為小額且違法行為屬偶爾，可減少或不科處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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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累犯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在行政處罰決定轉為不可

申訴後一年內，且距上一次行政違法行為實施日不超過五

年，再實施上條所指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累犯。

二、如為累犯，罰款的最低限額提高四分之一，最高限

額則維持不變。

第十一條

職權

海關關長具職權科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的罰款，並根

據同一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減少或不科處罰款。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十二條

兌換外幣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須採用由澳門金融管理局發佈

的兌換率，且應以申報當日的兌換率為準；如當日無牌價，

則以申報之日前首個工作日的兌換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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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適用的補充法律

一、《行政程序法典》及《行政訴訟法典》補充適用於

本法律規定的行政行為。

二、十月四日第52/99/M號法令《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

一般制度及程序》、經必要配合後的《行政程序法典》的

規定、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一般原則，依次補充適用於第

九條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程序。

第十四條

施行細則

為執行本法律所需的、尤其為以下目的的行政長官批

示須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一）根據國際上為打擊清洗黑錢與資助恐佈主義的

目的以及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在該領域所承擔的國際義

務而訂定的指定金額，落實和調整第二條（二）項所指的

金額；

（二）核准第五條第二款所指表格的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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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修改第11/200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第11/2001號法律第三條及第十七條修改如下：

“第三條

權限

一、〔⋯⋯〕

（一）〔⋯⋯〕

（二）〔⋯⋯〕

（三）〔⋯⋯〕

（四）〔⋯⋯〕

（五）負責監管、監察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

票據出入境。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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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補充法規

一、〔原有條文〕

二、行政長官得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的批示訂定海關監管簡化制度，尤其根據雙線通道系

統作出的監管。”

第十六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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