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廉政專員任關佩英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和經濟環境不斷轉變，為我們帶來

了新的挑戰。幸而在市民的支持下，我們從偵查、預防和教

育三方面 手，成功控制貪污情況。

一九九八年年初至今接獲的貪污舉報數目反映市民對貪

污舞弊提高了警覺，並且對廉政公署保持信心。我們亦不排

除香港經濟放緩，亦可能引致貪污活動增加。儘管工作量增

加，我和廉政公署的同事仍抱 無比決心和有足夠能力把工

作做好，不讓質素絲毫有損。

到一九九九年，廉政公署的肅貪倡廉工作便踏入第二十

五年。我們必須提高我們的專業能力，俾能揭發和偵查日趨

複雜和精密的貪污罪行。此外，年輕一代對貪污行為的容忍

程度令人關注，面對這個現象，我們必須加強倡廉教育，以

及提高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我們更要在最容易出現貪污漏洞

的範疇，提供防止貪污的服務。

下文闡述廉政公署為達到這些目標而制定的種種措施。

歡迎各位提供意見或建議，使我們早日實現剷除香港特區貪

污活動的共同理想。



一

打擊貪污

我們制定的施政方針，目標除了要透過有效的偵緝、調

查和檢控打擊貪污外，更要積極推行防止貪污措施以杜絕貪

污機會及教育市民認識貪污的禍害，爭取他們對肅貪倡廉工

作的支持。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調查每宗可以跟進的貪污投訴

揭發未經舉報的貪污活動

全力對付貪污者，令貪污成為一種高風險罪行

減少公營部門在工作方法和程序上出現貪污的機會

提高私營機構的防止貪污意識

教育市民不可容忍貪污罪行

維持市民對廉政公署的信心和支持



二

成效重點

第三頁

第五頁

第十一頁

第八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加強我們偵緝和調查貪污活

動的專業能力

二 教育市民認識反貪污法例和

貪污的惡果，以及爭取他們

的支持

三 提高公務員隊伍的操守，並

促使公營部門採用廉潔公正

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四 向私營機構推介避免出現貪污

機會的最佳工作方法、並鼓勵

他們恪守崇高的道德標準和處

事公平的原則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一 加強我們偵緝和調查貪污活動的專業能力

三

貪污和詐騙有著解不開的關係。商業活動日趨複雜和精

密，令調查貪污罪案中涉及財務的工作，日益困難。因此，

廉政公署必須與時並進，作好一切準備，對付這方面的貪污

活動。我們要加強廉署人員的訓練，使他們具備足夠的專業

知識和技能去面對各種挑戰。

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是，利用資訊科技進行貪污的罪

案，與日俱增。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不但助長貪污

和相關的犯罪活動，也對不諳資訊科技的調查人員造成嚴重

障礙。加強廉署人員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訓練和提供電腦資料

鑑證設施，可使廉政公署更有效地打擊利用電腦科技進行的

不法勾當。

單靠市民舉報貪污罪行，是不足夠的，揭發未經舉報的

貪污罪行和找出可能出現貪污的地方，也非常重要。為達到

這個目的，廉政公署必須經常與本地和海外的執法機關、政

府部門和監察機構保持聯絡。此聯絡途徑由來已久，雖然成

績理想，但仍有加強的餘地，這正是我們來年的目標。



措施 目標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四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給予所有新入職調查員所需專業訓練的機會

為執行人員舉辦的專業課程的數目

為負責不同調查範疇的執行人員提供深造訓練的機會

通過聯絡會議、參加和舉辦研討會加強與本地和海外執

法機關聯繫，藉以促進合作的程度

通過成立財務調查組，加強

廉署的專業能力，調查貪污

罪案中複雜的財務環節

(廉政公署執行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首季成立該調查組

通過成立電腦資料鑑證及資

訊科技研究組，加強廉署的

專業能力，調查涉及先進資

訊科技的貪污案件

(廉政公署執行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首季成立該研究組



二 教育市民認識反貪污法例和貪污的惡果，

以及爭取他們的支持

五

廉政公署的工作是否成功，有賴市民支持。市民如果奉

公守法並挺身舉報貪污罪行，協助我們肅貪倡廉，我們的工

作便能事半功倍。因此，我們要讓市民徹底認識貪污的惡果。

廉政公署推行的全面教育宣傳計劃，便是為了加強市民對貪

污禍害的認識而設。該計劃包括製作電視電台節目和廣告，

以及與市民保持深入而直接的接觸。通過這項教育宣傳計劃，

我們希望市民多認識反貪污法例，加深了解我們工作的重要

性。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因此，向他們傳達反貪污信息是

很重要的。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會推行連串新措施，借助

新科技和傳媒宣揚反貪污信息。

教育工作的另一 對象，是剛從內地來港的人士。一直

以來，我們都有為這些人士舉辦倡廉教育講座，但他們在本

港安頓下來後，除非是通過傳媒，否則我們很難與他們接觸。

為了改善和擴展我們的服務，我們會在電台推出聽眾來電節

目，與新來港人士保持聯絡。

由於樓宇管理仍然是主要的投訴範圍，我們會加強這方

面的工作。業主立案法團的委員大多是志願性質，為使他們

對反貪污措施有更深入認識，我們會著重闡釋反貪污法例的

條文。樓宇安全檢驗計劃實施後，這項工作將更為重要。



六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參與防貪聯絡活動和計劃的人數

通過參與防貪講座或直接接觸而加深認識反貪污法例的

人士所佔的百分率

收看或收聽我們的電視電台節目的人數

願意舉報貪污的人士所佔的百分率  (以每年的民意調查

結果為依據 )

支持廉署工作的人士所佔的百分率  (以每年的民意調查

結果為依據 )

對廉署保持信心的人士所佔的百分率  (以每年的民意調

查結果為依據 )

措施 目標

參 與 制 定 加 強 年 青 人 正 確 價

值觀的政策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參加教育委員會、青年

事務委員會、公民教育

委員會和社會福利諮詢

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以

期制定互相協調的綜合

青年政策



七

措施 目標

展開一項多媒體計劃，通過

反貪污互動電腦遊戲和一輯

宣揚正確價值觀的電視動

畫，教育青少年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一九九九年展開計劃

製作電台聽眾來電節目，向

新來港定居人士解釋與日常

生活有關的反貪污法例，以

及為在學的新來港青少年編

製德育教材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一九九九年製作節目

和教材

為社區領袖舉辦區際活動和

研討會，藉此加強與社會各

界的聯繫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舉辦 4次區際研討會

和 4項區際活動

推行樓宇安全檢驗計劃時，

鼓勵私人樓宇的業主立案法

團採用我們有關物業管理的

防止貪污服務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為 200個業主立案

法團提供防止貪污的建

議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舉辦 50 次培訓研討

會



三 提高公務員隊伍的操守，並促使公營部門

採用廉潔公正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八

廉潔的公營部門，對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至為重要。

為防止公營部門出現貪污情況，我們審查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

較容易產生貪污問題的工作範疇，並提供防止貪污的建議，以

及監察建議的落實情況和進行檢討。我們亦會在政府部門和公

共機構制定新計劃、政策和程序時，及早提供防貪意見。此舉

有助這些機構在推行新政策或制度前，預先加入防貪措施。

香港的成功，有賴誠信不阿的公務員隊伍。為使公務員

隊伍保持崇高操守，我們為政府人員，特別是工作範圍容易

出現貪污機會的人員，提供防止貪污的訓練。我們來年的目

標，是把工作推展至與市民有日常接觸及／或涉及工程計劃

的部門。

由於投訴公共機構貪污的個案有所增加，我們會為這些

機構的管理人員制定防止貪污指引。指引的目的，是協助管

理人員找出容易出現貪污問題的地方，以便採取行動減少貪

污的機會。我們定期為公共機構的管理層舉辦訓練課程，促

進員工廉潔正直的操守。我們來年的重點對象是醫院和大學，

因為這些機構的貪污投訴數字仍然偏高。



九

措施 目標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完成的審查報告數目

以諮詢方式向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提供意見的次數

安排廉政公署培訓研討會的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數目

參加上述培訓研討會的公務員數目

參加上述培訓研討會的公共機構人員數目

協助公務員事務局檢討現行

確保公務員隊伍廉潔守正的

規例和指引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檢討指引

與公務員事務局攜手為公務

員推行防貪教育計劃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與 20個政府部門

接觸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舉行 300次培訓研

討會



措施 目標

十

協助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有

效地落實防止貪污的建議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 )

在 12 個月內成功落實 80%
的建議

優先研究公營部門內與建築

工程有關的程序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 )

在一九九九年進行 8項審

查工作

優先研究與新機場的管理和

客貨清關手續有關的程序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 )

在一九九九年進行 5項審

查工作

為公共機構擬備和推廣防止

貪污指引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二零零零年三月或之

前向 5 000 名管理層的公

務人員發出指引



四 向私營機構推介避免出現貪污機會的最佳

工作方法、並鼓勵他們恪守崇高的道德標

準和處事公平的原則

十一

要使香港保持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競爭力，及一個競爭

公平的地方，恪守崇高的商業道德標準是十分重要的。我們

鼓勵並協助私營機構實施內部管制措施，防止貪污和舞弊。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的私營機構顧問組為私人公司提供實際

的防止貪污建議。

未來一年，我們亦會確定工作對象，包括發展迅速的電

訊行業，向它們推介最佳的工作方法。電訊行業有需要更新

有關規則和指引，把舞弊和貪污等潛在問題減至最少。我們

將會特別著重向業內的管理人員提供服務，使他們充分認識

反貪污法例和有關的預防措施。我們的另一個對象是建造業，

因為大型基建工程容易導致貪污機會。我們會以個別方式或

透過建造業協會向承建商提供意見和指導，加深他們對反貪

污法 例的 認識 。 我們 要帶 出的 重 要信 息是 ， 「 舉報 貪污 ，

切勿行賄」。

廉政公署成立了道德發展中心，負責長期宣揚商業道德

觀念。為了向商界人士提供更佳服務，使他們注意採用符合

法規和道德標準的工作方法，道德發展中心會進行一項商業

道德意見調查，以及舉辦提高商業道德水平的研討會。



措施 目標

十二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獲提供意見的機構數目

回應私營機構要求提供意見所需的時間

同意安排廉政公署培訓研討會的私營機構數目

參加上述培訓研討會的私營機構僱主／僱員數目

向曾受貪污活動影響的公司

和機構提供防止貪污的服務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 )

向所有有關公司和機構

提供這類服務

與各電訊公司接觸，就如何

確保客戶的個人資料不被濫

用提供意見，並提醒它們留

意反貪污法例的條文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和防止
貪污處 )

在一九九九年向所有

提供有線和無線電話

服務的公司提供意見

和培訓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舉辦 50次培訓研

討會



措施 目標

向建築界專業人士和承建商

提供顧問服務和訓練，加深

他們對反貪污法例的認識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和防止

貪污處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與 1 000 間公司聯

絡，向它們提供顧問和

培訓服務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舉辦 200次培訓研

討會

向商界人士進行意見調查，

了解他們對香港商業道德標

準的看法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一九九九年完成調查

主辦商業道德會議，在亞太

區提倡處事公平和崇高道德

標準的風氣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

在二零零零年主辦會議

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