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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廉政訊息蒐報彙整表 

  

日期 資料來源 網址 廉政訊息摘要 備註 

108.12.

05 

經濟學人 

 

https://www.ec

onomist.com/as

ia/2019/12/05/

a-vast-smuggli

ng-ring-is-exp

osed-in-kyrgyz

stan-to-popula

r-outrage 

吉爾吉斯的巨大走私組織曝光 

受害人是中國公民，在土耳其最

大的城市伊斯坦堡被行刑式槍殺，但

他不久前才揭發以吉爾吉斯為中心的

走私潮。 

艾爾肯·塞邁蒂（Aierken 

Saimaiti）曾表示，他在走私過程中

的作用是洗錢，在其監督之下，2011

年至 2016年從吉爾吉斯至少運走價值

約 7億美元的黑錢。吉爾吉斯官員事

後坦承，塞邁蒂及其同夥安排將近 10

億美元流入了吉爾吉斯銀行及十幾個

國家。在上個月被殺害前，他告訴吉

爾吉斯網站「Kloop」，美國資助的新

聞媒體「自由歐洲電台」以及「組織

犯罪與貪腐舉報計畫」（一家慈善機

構）的記者，他是在吉爾吉斯官員的

縱容下這樣做的。吉爾吉斯民眾問，

在兩位自稱為貪污打擊者的總統領導

下，如何發生如此巨大的醜聞。 

洗錢方式及政治角力 

洗錢的管道似乎是通過躲避進口

關稅來賺的。該集團透過規避申報從

中國運到吉爾吉斯的貨物，或將它們

偽裝成價值不高的物品，同時賄賂海

關官員。一些走私商品會在吉爾吉斯

出售，其餘大部分被運往俄羅斯或吉

爾吉斯加入的關稅同盟內的其他國

家，被標記為已繳稅並因此有權入境

的免稅商品。 

這些消息在吉爾吉斯引起了軒然

大波。警方開始遲來的調查，詢問海

關前副局長萊姆貝克·馬特賴莫夫

（Raimbek Matraimov）。他否認有任

何不當行為，他的兄弟(也是烏茲別克

接壤地區的州長)亦加以否認。與此同

時，海關部門否認吉爾吉斯納稅人由

於其寬鬆或貪污而蒙受了任何損失。 

肅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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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馬特賴莫夫先生的另

一位兄弟(1位國會議員)從調查塞馬

蒂謀殺案的議會委員會勉強辭職。警

方以涉嫌貪污為由逮捕了伊斯坦堡領

事埃爾金·索波科夫(Erkin 

Sopokov)，當在塞馬蒂槍擊案現場附

近發現了他的車輛。 

政客們開始為這起醜聞互相指

責。總統索隆拜·熱恩別科夫試圖擺脫

馬特賴莫夫對其 2017年競選支持的印

象；前任總統阿坦巴耶夫試圖解釋走

私集團如何在他的手上建立（馬特賴

莫夫曾炫耀阿坦巴耶夫為其幕後靠

山，雖然馬特賴莫夫在 2017年阿坦巴

耶夫下臺前一天被關務署免職）。事實

是，吉爾吉斯的政治動盪緣於針對前

總統阿坦巴耶夫的調查，據稱他幫助

黑手黨老闆早日從監獄獲釋-他自然

駁斥這個說法，表示熱恩別科夫為抹

黑他的名譽，才編造這個故事。 

街頭示威者最近在 2005年和

2010年兩次在吉爾吉斯推翻政府。不

可避免地，示威者再次走上街頭，儘

管到目前為止只有數百人。不管各種

指控的真相如何，兩位總統之間的爭

執以及不斷出現的醜聞都不免大幅減

損政府官員的形象。 

108.12.

12 

經濟學人 

 

https://www.ec

onomist.com/br

itain/2019/12/

12/cheer-up-sa

cked-mps-a-big

-payday-awaits

# 

對政治的信任，或是選擇美好的未來? 

公領域和大企業之間的旋轉門 

選民的意志將使本週許多政治人

物生涯將以失敗告終(英國大選)。但

至少失敗者可以期待舒適的未來。大

選及其帶來的動盪，使官員如潮湧入

公司、銀行、顧問公司和其他機構。 

自 1997年工黨獲得大選勝利後，

有史以來最大的旋轉門事件緣於保守

派的高級官員。內閣辦公室機構商務

任命諮詢委員會（ACOBA）的一份報告

顯示，離任政務人員在 1996-1998年

間搶占了 175個工作。 ACOBA成立於

1975年，旨在審查政務官向私營部門

利益衝突迴

避-旋轉門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12/12/cheer-up-sacked-mps-a-big-payday-aw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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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移。它無權阻止，但可附帶條件。 

「旋轉門」的另一個巨大事件發生於

工黨 2010年大選失利後，當時有數十

名前官員進入私營公司工作。 2015

年後，又有許多自由民主黨和其他選

舉失利的議員循此例於私部門任職。 

到 2020年，ACOBA的工作量可能

再創高峰。鑑於民意調查不穩定，大

名鼎鼎的政客可能一直在尋找可能

性，以防萬一。但是雖然私部門對政

務官的酬勤受到特別審查，今年的政

務官隊列仍將繼續尋找新工作，而

ACOBA因無實質制裁力而受到抨擊。該

機構還在尋找新的頭目，並以加強審

查程序為目標。 

到目前為止，任職私部門公司是

官員的正常後期職涯。在 1990年代之

前保守黨貴族們占據這座城市的肥

缺，但是政黨輪替後，不止保守黨，

每個人都開始這樣做。 ACOBA僅審查

部長、常任秘書長和總幹事等高等職

缺的退休後旋轉門情形，每年約有 150

至 200個案件，而更多的議員、參謀

長和低階公務人員在選舉後經政府部

門批准於私人公司任職。 

受益人認為，在私營公司中僱有

具有公共服務意識的人是一件好事。

私營部門實際上是在補貼公共部門的

薪水，從而幫助在公領域中招募最優

秀的人才。私人公司的薪水高出公部

門 3到 25倍之間。 

然而，一系列針對 ACOBA的監督

報告，持續強調爭議事件：議會公共

行政和憲法事務委員會（PACAC）的官

方報告察覺了潛在的濫用職權行為，

並建議進行改革。政務官們越來越多

在他們曾經執行政策的領域尋找工

作。ACOBA開出的條件是要求前公務員

不得在兩年內代表新雇主遊說舊部

門，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離職後的

私部門肥缺可能是在任期中做出特定

決定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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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公司僱用許多政治人物的公

關主管抱怨說，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件

已經使整個井水遭到污染。東尼·布萊

爾（Tony Blair）的退職搶位大作戰

曾令人蒙羞。幾年前，前能源部長，

現任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埃德·戴維爵

士（Sir Ed Davey）在一家為 EDF 能

源公司進行公關業務的公司工作。他

擔任能源部長期間曾與這間法國核子

公司談判 180億英鎊的交易。沒有人

能說他做錯事，但是該職務任命引起

了人們的注意。埃德爵士否認一切指

控。 

某些部門和企業之間常使用的旋

轉門尤其令人擔憂。稅務局官員經常

於退職後至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稅務

諮詢部門任職。任命有兩種類型：第

一，是具有深厚技術專長的公務員；

第二，是曾在稅務局擔任稅務爭議解

決方案和其他事務決策者的人員。對

於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老闆來說，獎

勵曾經提供協助的公務員是一種榮

譽。 

所有這一切的風險之一就是，納

稅人獲得的金錢價值更差，另一個是

風險是形成 “規制俘虜”。但是最重

要的後果是民眾喪失對政府的信任。

大型案件的發生使民眾認識到，金錢

可以買到選民得不到的門路和影響

力。 

這個問題短期間不會解決，並形

同告訴官員 “公務員”並不是終身

的工作。養老金稅法的改革意味著老

年人無法安心退休，因此自英國脫歐

公投以來，由於議會動盪，公安部和

部長們紛紛提早離開政治圈，並投入

私營公司的懷抱。 

ACOBA代表了公共領域中政府治

理的失敗-它既沒有激發公眾的信

心，也沒有成功保護它企圖維護對象

的聲譽。它的主要失敗之處在於它無

權調查政務官的行為，且不具有強制



5 

 

力。 

公私交流的擁護者認為，ACOBA

關於政府高層旋轉門的報告，唯一目

的是激起人們的不滿情緒。前首相布

萊爾曾試圖擺脫它，幾乎成功了。歷

屆政府都無視禁止旋轉門這一呼籲，

而 ACOBA的新任首長可能會加強其程

序的執行，但有人懷疑去年在未得到

ACOBA批准即回到《每日電訊報》經營

專欄的候選人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並因而受到 ACOBA責難)，

是否會在勝選後試圖抑制 ACOBA的職

權。 

108.12.

05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

ansparency.org

/news/feature/

International_

AntiCorruption

_Day_2019 

2019 年國際反貪腐日：採取行動打擊

貪腐和氣候危機的時間到了 

──解決氣候危機是可能的，但

既有的經濟利益和缺乏政治意願阻礙

了這個目標的實現。 

不解決貪腐問題，我們就無法處理氣

候危機。 

至 2020年，用於氣候適應和減緩

措施（如可再生能源、永續交通和防

洪設施）的國際資金每年將超過 1,000

億美元。甚至國家預算每年還將花費

約 6,000億美元。 

這些資金有可能在最需要的地方

因為貪腐的問題而流失。特別是那些

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其政

府部門的貪腐程度更高。氣候治理的

資金可能不會被用來改善人們的生

活，而是被轉移至私人帳戶中，或者

浪費在有利於少數而不是多數的無用

計畫上。 

12 月 9 日是國際反貪腐日。今

年，適逢世界最重要的氣候會議 COP25

召開，該會議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

我們不常將氣候與貪腐放在一起思

考，但不幸的是，兩者之間有著密切

的關係。 

關鍵部門的貪腐風險和不當影響 

世界需要採取具體步驟以朝向更

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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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的未來，包括保護森林，改善永

續運輸和開發可再生能源。這些都涉

及貪腐風險特別高的行業，例如建

築，林業和能源。這些行業是採取有

效氣候行動的巨大障礙。 

世界銀行估計，由於貪腐行為，

水務部門的資金損失了 20-40％，運

輸和能源部門的資金損失比率也差不

多。在某些部門，犯罪活動加劇了資

金損失比率。全球伐木活動中有 15％

至 30％是非法的。在主要生產熱帶木

材的國家，這一比例可能高達所有林

業產量的 50％至 90％。 

既得利益集團的不當影響也妨礙

了因應氣候危機措施的執行。最近的

一份報告顯示，在《巴黎協議》簽署

後的短短 3 年內，全球 5 大石油和天

然氣公司在與氣候有關的品牌宣傳和

遊說上就花費了超過 10億美元。 

環保捍衛者面臨的風險 

在貪腐盛行，法治觀念薄弱的地

方，環保捍衛者冒著生命危險站出來

抵制環境犯罪。在過去的 15年中，從

事環保活動者的死亡率一直穩定上

升。自 2002年以來，超過 1,500多人，

包含農民、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律師

和新聞記者等因捍衛自己的環境和土

地而被殺害。 

當挺身而出捍衛社會重要利益成

為一件危險的事時，將無法期待人們

願意視反貪腐為己任並大聲疾呼反貪

腐。 

貪腐與永續發展 

貪腐會傷害環境，並延宕實現所

有永續發展目標（SDG）的進度。 

我們能做什麼? 

為了使因應氣候變遷的行動有

效，我們迫切需要轉變觀點，並致力

於提升透明度、課責制和誠信。我們

必須使「善治」成為因應氣候變遷的

基石。 

消除不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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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和競選經費流向資料必須公

開，如此一來方能追蹤資金如何影響

氣候政策，尤其是化石燃料和其他大

型工業所花費的資金。 

氣候會議必須確保公平的機會來

制定氣候政策。這意味著要防止利益

衝突，並確保各個領域的擁護者以及

普通公民都能與決策者接觸。 

保護公民空間與環境捍衛者 

我們必須保護那些捍衛環境的

人，並終止對侵犯環境捍衛者而不受

懲罰的現象。保護人權的法律必須得

到適當執行，對於激進分子的法律恐

嚇和定罪必須結束。我們還需要獲得

資訊的可靠管道、檢舉貪腐的安全管

道以及保護吹哨者的法律。 

在氣候計畫週期中的的各個階

段，從政策設計到實施及評估，都必

須聆聽受氣候行動影響的人們的聲

音。我們必須創造及保護公民參與的

空間，因為民間的社會參與是有效決

策和持續支持氣候行動的關鍵。 

來自世界各地的社區已經證明，

民間社會可以作為有效的監督者，要

求政府和企業在因應氣候變化的行動

中承擔責任。  

現在開始解決氣候危機仍為時不

晚。但是，唯有保護氣候資金免受貪

腐侵害，並確保全球氣候政策是為所

有人和整個地球的利益服務，而不僅

僅是私人利益，氣候危機才有解決的

可能。 

108.12.

20 

日本國家公務員

倫理審查會 

https://www.ji

nji.go.jp/rinr

i/zouyo/houkok

usyoR0102.html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 108 年 9

月 19 日公布令和元年（2019 年）7 月

至 9 月指定職務以上人員贈與等報告

書提出狀況： 

依據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第 6

條規定，各中央機關課長輔佐級（地

位相當於我國專員）以上職員接受業

者等之金錢、物品、其他財產上之利

益輸送或招待(以下簡稱「贈與等」)

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 

https://www.jinji.go.jp/rinri/zouyo/houkokusyoR0102.html
https://www.jinji.go.jp/rinri/zouyo/houkokusyoR0102.html
https://www.jinji.go.jp/rinri/zouyo/houkokusyoR0102.html
https://www.jinji.go.jp/rinri/zouyo/houkokusyoR0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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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於業者與職員職務上之關係而提

供之人力勞動為報酬， 即國家公務員

倫理規程所定之報酬時(僅限接受該

「贈與等」或接受該報酬時為該省副

課長級以上之職員，且因該「贈與等」

所接受之利益或報酬其價值為一次

5,000 日元以上)，應按季於指定時間

內將記載法定事項之贈與報告書，向

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提出（單

一案件金額超過 20,000日圓者，並應

為接受閱覽之對象），並由各該收受

人員將副本送交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

會。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公布

2019 年 7 月至 9 月贈與等報告書結

果，統計期間內計提出共 596 件報告

書，其中包含提供金錢或物品等贈與

關係案件 31 件，飲宴應酬相關案件

456件（主要來源為財團及社團）及報

酬關係案件 109 件（主要是論著、演

講及討論會等），審查結果尚未發現有

違反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規定情

事。 

109.01.

15 

朝日新聞 https://www.as

ahi.com/articl

es/ASN1G6JHJN1

GTIPE006.html 

「絕對要整死告密者」郵局統括局長

等 3 人因職場霸凌遭到起訴求償： 

本案原告 7 人係隸屬於日本福岡

縣筑前東部地區連絡會之郵局附隨組

織位於直方市各地的局長，被告是同

連絡會之前後任統括局長、副統括總

局長等 3 位高層，據起訴理由所載，

2015 年 6 月於該地區直方市設立新的

郵局，由前任統括局長之子就任局長

職務，2018 年時有複數職員表示該前

任總局長之子擔任局長職務怠於現金

檢查之工作，並具名將情報透過內部

通報窗口通報郵局總公司。 

前統括局長於 2019年 1月雖然對

於通報內容不否認，但是卻不斷表示

「如果告密者是哪一個局長，絕對要

整死他」、「也不想想到底是靠誰才能

坐上局長的位置」等威脅話語；現任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6JHJN1GTIPE006.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6JHJN1GTIPE006.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6JHJN1GTIPE006.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6JHJN1GTIPE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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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統括局長亦在 2019年 3月以後，

與前任統括局長提出要公司內職員辭

去工作之要求，結果導致被脅迫者中

有 1人降職，2人因而得到憂鬱症，且

持續遭到逼迫提出辭呈的絕境。 

原告 7 人因此向法院起訴，向前

後任統括局長及現任副統括局長等 3

人求償 2,950 萬日圓之損害賠償，被

告 3 人對此拒絕表示意見，日本郵政

公司內部有規定對於內部通報者之保

護，惟針對此次事件則表示「司法調

查中不予置評」。 

109.01.

14- 

01.17 

東京新聞 

朝日新聞 

中日新聞 

NHK NEWS 

https://www.to

kyo-np.co.jp/a

rticle/nationa

l/list/202001/

CK202001150200

0132.html 

https://www.as

ahi.com/articl

es/ASN1G7DX6N1

GUTIL03V.html 

https://www.ch

unichi.co.jp/a

rticle/front/l

ist/CK20200115

02000065.html 

https://www3.n

hk.or.jp/news/

html/20200114/

k1001224416100

0.html 

含括博奕事業之綜合渡假村開發案發

生貪污事件，日本眾議員秋元司涉嫌

收受中國企業賄賂遭到逮捕： 

日本東京地檢署特搜部 2020 年 1

月 14日以涉嫌貪瀆收賄之理由再次逮

捕眾議員秋元司。 

本案係起因於秋元司於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擔任內閣府副大臣

期間，負責日本 IR 法（Integrated 

Resort / 統合型リゾート，簡稱 IR

法或博弈法，包含賭場的複合式度假

區），其就北海道 IR渡假村開發一案，

收受有意投資之中國企業「500.com」

（500彩票網，在日本名稱為 500ドッ

トコム）之贈與賄賂，之前於 2019年

12 月遭到東京地檢特搜部逮捕，本案

之前傳出包含前防衛相岩屋毅、法務

省政務官宮崎政久、中村裕之、船橋

利實及下地幹郎等高官亦涉入其中，

惟當事人均嚴詞否認涉案，本次係因

發現秋元司有其他收賄事證，因而再

次遭到逮捕。 

秋元司遭指控收賄之內容包含

2017 年 9 月以講師費名義給予之 200

萬日圓、於議員會館收受之 300 萬元

現金、2017年 12月至 500彩票網位於

中國深圳總公司訪問時之 150 萬日圓

旅費及 2018年 2月至北海道旅行之 76

萬日圓旅費，總計 700 多萬日圓，其

貪污案件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national/list/202001/CK2020011502000132.html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national/list/202001/CK2020011502000132.html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national/list/202001/CK2020011502000132.html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national/list/202001/CK2020011502000132.html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national/list/202001/CK2020011502000132.html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national/list/202001/CK2020011502000132.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7DX6N1GUTIL03V.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7DX6N1GUTIL03V.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7DX6N1GUTIL03V.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G7DX6N1GUTIL03V.html
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front/list/CK2020011502000065.html
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front/list/CK2020011502000065.html
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front/list/CK2020011502000065.html
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front/list/CK2020011502000065.html
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front/list/CK2020011502000065.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114/k10012244161000.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114/k10012244161000.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114/k10012244161000.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114/k10012244161000.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114/k10012244161000.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500%E5%BD%A9%E7%A5%A8%E7%BD%91/8458297?fromtitle=500WAN%E5%BD%A9%E7%A5%A8%E7%BD%91&fromid=6869472


10 

 

中於議員會館收受之現金及北海道旅

行之旅費部分已遭到起訴。 

108.12.

26 

韓國國民權益委

員會 

http://www.acr

c.go.kr/acrc/b

oard.do?comman

d=searchDetail

&menuId=050501

02&method=sear

chDetailViewIn

c&boardNum=816

09&currPageNo=

2&confId=4&con

ConfId=4&conTa

bId=0&conSearc

hCol=BOARD_TIT

LE&conSearchSo

rt=A.BOARD_REG

_DATE+DESC%2C+

BOARD_NUM+DESC 

廉政教育桌遊「信念的寶石」，在學校

愉快地學習清廉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所屬的清廉

研修院在小學、國中和高中教育開發

了能讓學生們愉快地學習清廉六德目

「公正、責任、承諾、節制、正直、

關懷」的遊戲型教育內容。 

由專業桌遊開發企業打造的廉政

桌遊「信念的寶石」是爲了讓學生們

親身體驗特定的情況，投入學習，在

學校就能愉快地學習清廉的廉政教育

遊戲。 

遊戲背景為中世紀奇幻世界，扮

演各王國的「國王」、「寶石守護者」、

「策略家」，利用具有清廉六德目「公

正、責任、承諾、節制、正直、關懷」

意義的珠寶交易，帶領王國贏得冠軍。 

透過遊戲，學生可以反覆思索廉

政價值，在公平交易與不道德交易之

間的困難情況下，自行思考廉政的價

值觀。 

遊戲結束後，學生們可以補充和

修改與現實社會中「不合理制度」相

關的遊戲部分規則，並爲了讓社會更

加清廉，針對「個人和社會的角色」

進行討論。 

「信念的寶石」以電腦文件形式

製成，便於列印使用，計劃從 2020年

開始透過各級教育廳普及至各級學

校。 

 

109.01.

14 

香港廉政公署 

 

https://www.ic

ac.org.hk/tc/p

ress/index_id_

880.html 

 

廉署獲市民全力支持堅定履行肅貪倡

廉使命 

縱使社會動盪為香港帶來前所未

有的挑戰，廉政公署依然謹守崗位，

不懼不偏履行肅貪倡廉使命，竭力維

護香港的廉潔文化。 

    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廖長江

今日在周年新聞簡報會上回顧廉署 4

個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時表示，廉署繼

反賄選、廉

政研究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1609&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880.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880.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880.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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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獲得市民的廣泛和堅定支持。 

    2019年廉署共接獲 2,297 宗與選

舉無關的貪污投訴，較 2018 年下跌

14%。當中涉及私營機構的投訴佔

64%，涉及政府部門的投訴佔 28%，而

與公共機構有關的投訴則佔 7%。 

    另外，有關 2019年區議會選舉，

截至 2019年底廉署共接獲 518宗與選

舉有關的投訴，當中 492宗可追查。 

    廖長江表示，廉署在促進國際反

貪合作與經驗交流上表現突出。廉署

去年五月與 World Justice Project

合辦「廉政公署第七屆國際會議」，

為五十多個司法管轄區的五百多名參

加者，提供交流反貪意見和經驗的平

台。 

    此外，廉署繼續與海外反貪機構

合作舉辦培訓課程，至今已與超過 50

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締約國探

討培訓協作；2019年亦先後為八個「一

帶一路」沿線的《公約》締約國舉辦

九個度身訂造培訓課程。 

    去年五月，廉署亦與廣東省監察

委員會及澳門廉政公署的領導舉行三

方會議，各方原則上同意在打擊跨境

貪污腐敗罪行、推廣誠信文化、為反

貪人員舉辦能力提升培訓等方面加強

合作。 

    廖長江說：「貪污問題諮詢委員

會會繼續發揮諮詢及監察角色，確保

廉署在未來的日子，無論面對多大挑

戰，都繼續克盡己任，致力維護本港

公平正義。」 

    與廖長江一同主持新聞簡報會的

包括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鄧

國斌、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主席

唐偉章教授和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

席黃冠文。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鄧

國斌表示，2019 年執行處人員面對巨

大的挑戰和困難，但仍以鍥而不捨的

精神和專業的態度，公正及獨立地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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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貪使命。 

    鄧國斌指出，涉及私營機構的投

訴率得顯著跌幅，是委員會樂見的現

象；2019年的投訴下跌 17%，由 1,776

宗減至 1,480 宗。當中特別是樓宇管

理業的貪污投訴下跌 25%，由 674宗下

跌至 505宗。 

    他表示，執行處會繼續採取雙管

齊下策略，透過傳統調查方式作出檢

控，亦會在適當情況下及早採取干預

行動，防範貪污風險。 

    另一方面，委員會亦樂見去年 8

月廉署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簽訂諒解備忘錄，就打擊貪污及市場

不當行為加強合作關係。鄧國斌表

示，加強溝通合作對聯合調查帶來顯

著助益。 

    公營機構貪污情況方面，涉及政

府部門的貪污投訴下跌 8%，由前年的

706 宗減至 2019 年的 647 宗，而涉及

公共機構的投訴則下跌 7%，由 183 宗

減至 170 宗。鄧國斌認為，香港公務

員隊伍仍然廉潔守法，絕大多數公務

員均秉持公眾期望的高度誠信和廉潔

操守。 

    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主席唐

偉章亦於今日的新聞簡報會中，公布

2019 年廉署周年民意調查的主要結

果。 

    調查顯示公眾極不容忍貪污。以 0

分代表「完全不可以容忍」，10 分代

表「完全可以容忍」，去年的平均分

為 0.3分，是 2010年以來最低的容忍

水平。此外，81.7%受訪者表示願意舉

報貪污，亦是自從 2010年以來的最高

百分比。 

    除了市民勇於舉報貪污外，幾乎

全部受訪者(98.7%)認為保持香港廉

潔對香港整體發展至為重要，顯示誠

信已植根成為社會核心價值。 

    調查亦發現 96.3%受訪者認為廉

署值得支持，顯示社會認同廉署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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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此外，94.5%受訪者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透過不同媒體接收過廉署

資訊，反映廉署多媒體宣傳工作有效。 

    廉署周年民意調查由獨立研究機

構在 2019年 4月至 7月期間進行。調

查以面對面家訪方式，隨機抽樣訪問

逾 1,500 名市民，協助廉署了解公眾

對貪污的觀感和態度，及對廉署反貪

工作的意見。 

    展望今年，唐教授表示社區關係

處會繼續在不同界別，致力宣揚廉潔

核心價值，當中包括為保險業舉辦為

期兩年的保險業道德推廣計劃，以及

配合立法會選舉開展全方位宣傳教育

活動，宣傳「廉潔選舉」信息。 

    防貪工作方面，防止貪污諮詢委

員會主席黃冠文表示，2019 年委員會

審閱了 70份由防止貪污處完成的審查

工作報告。防貪處亦為政府部門及其

他機構提供逾 1,340次防貪意見。 

    黃冠文指出，委員會十分支持防

貪處審查基建工程工作流程的防貪策

略，加強工程中物料品質監控制度的

防貪措施。 

    在金融業方面，黃冠文表示委員

會樂見防貪處與相關監管機構及專業

團體合作，提供培訓及防貪資源，協

助本地上市公司建立及檢討防貪管理

系統，並提升反貪資訊的披露。 

    黃冠文並表示，防貪處未來幾個

月將會為環境衞生和建築安全方面負

責執法和規管的部門，製作防貪指

引，加強察覺較常遇見貪污漏洞的意

識和必要的防貪監控措施。 

    防貪處亦會為保險公司編製防貪

指南，協助它們在營運上建立並提升

防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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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parency.org

/news/pressrel

ease/protect_u

保護美國反賄賂法里程碑 

白宮經濟顧問賴利·庫德洛

（Larry Kudlow）週五對記者表示，

美國政府正在「改革」《海外反貪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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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landmark_ant

i_bribery_law 

為法》（簡稱 FCPA），這是一項將美國

公司賄賂外國官員定罪的反貪污法。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8年的報告指出，

全球半數以上出口國未執行反賄賂外

國官員法律。《出口貪污報告》評估了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 OECD）反

賄賂公約的 40個簽署國以及中國、香

港、印度及新加坡對該公約的執行情

形。美國在執行外國賄賂立法方面獲

得最高分。 

國際透明組織新美國辦事處主任

加里·卡爾曼（Gary Kalman）發表以

下聲明： 

「我們認為賄賂公職人員是不好

的行為。賄賂係少數人脈關係良好的

人按照不同的規則進行遊戲，而損害

其他人的利益。例如《海外反貪污行

為法》促進公平競爭，有助於確保官

員基於公共利益做出決策，而不僅只

是基於自身的利益。賄賂會損害公共

健康及安全，忽視國家安全風險，甚

至將稀少的人民納稅錢轉移至浪費或

有害的項目。 

「《海外反貪污行為法》已成為世

界的榜樣。隨著其他國家開始採用類

似的規範，現在不是退縮的時候。我

們應持續加強《海外反貪污行為法》

措施，發揮領導的精神，例如懲處要

求行賄的外國官員，不要再回到過

去，枉費 40年來的進步。」 

國際透明組織常務理事派翠西

亞·莫雷拉（Patricia Moreira）發表

了以下聲明： 

「我們將於本週發布新的清廉印

象指數，腐敗猖獗的政府仍然是世界

各地數百萬人的日常生活。任何建議

表示：『協助打擊這個阻礙、以維持永

續發展的行為，對於一個國家或企業

造成了不公平負擔』，是不可想像的短

視。絕對不能再回到視賄賂為商業成

本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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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r

ansparency.org

/news/pressrel

ease/statement

_on_the_end_of

_maccihs_manda

te_in_honduras 

宏都拉斯表示終止 MACCIH（宏都拉斯

打擊貪腐與免罰組織）任務授權 

宏都拉斯政府與美洲國家組織

（OAS）未能對宏都拉斯打擊貪腐與免

罪不罰組織（MACCIH）任務授權達成

協議，國際透明組織對此表示惋惜。 

自 2016年以來，國際透明組織及

其 位 於 宏 都 拉 斯 分 會 （ ASJ, 

the Association for a More Just 

Society）長期與 MACCIH 並肩作戰，

提供宏都拉斯有效的支援。 

國際透明組織期望宏都拉斯政府

能夠承諾未來將制定及執行政策以預

防、打擊組織犯罪及貪污網絡，並創

造一個企業誠信、公民監督的環境，

幫助打擊腐敗和有罪不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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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取得:突尼西亞抗爭的故事 

    2010 年突尼西亞革命後，突尼西

亞政府順應眾多公民的要求，變得更

開放和透明。總統府及政府行政部

門，通過了多項與自由有關的法令。

其中一項是關於「政府文件公開」，該

法於 2011年 5月通過，代表著獲取訊

息權邁出的第一步。 

建立基本權利 

    3年後，經過公民社會團體的多次

倡議，2014年 1 月 26日通過的新憲法

宣布獲取信息為一項基本權利。對於

突 尼 西 亞 公 民 社 會 組 織 例 如 I 

WATCH、國際透明組織突尼西亞分會以

及政治監督團體 Al Bawsala等團體面

臨的挑戰，便是確保憲法宣言會轉化

為具體行動。 

    加強透明度和公民的「知情權」

是這些團體努力的指導原則。新法初

版草案未能支持全面獲取訊息，因為

它包括適用法律的若干例外，從而限

制了公民的新權利。 

不必要的限制 

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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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例外將適用於國際關係、該

國的經濟利益，甚至是會議紀錄。公

民社會組織透過與議員進行公開聽證

會來爭取法律的完善，並在會議上提

出了改善法律的建議。這對突尼西亞

人是否能夠讓自己的政府負起責任至

關重要。 

更強大的立法 

    2016 年 3 月議會通過了新法律，

標誌著突尼西亞政府透明的新時代來

臨。現在，該法律確保政府機構自動

公布某些文件，並讓公民社會和公民

能夠請求其他文件。 

行使權利 

    訊息獲取是 I WATCH 調查公部門

貪腐的必要墊腳石。在 2018年的 8個

月中，I WATCH提出了大約 193個訊息

請求的申請，其中 120 個請求為關於

支持廉潔和課責，另外 73個則為調查

潛在貪腐的請求。 

    在 2019年，請求資訊的數量降至

149個，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開始顯現。

將近一半(46%)的請求行政部門未在

期限內答復，甚至根本沒有答復。此

情況受到公民社會團體的嚴重關切。 

往前邁進 

    訊息獲取權是打擊貪腐和調查公

部門貪腐的有力工具。它使公民社會

得以進一步調查公共報告並釐清可疑

案件。如果訊息就是力量，那麼獲取

信息就是掌握力量的一種方式。正如

常言道:「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