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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二零零六年度施政方針執行情況 

2006 年的廉政工作持續穩步發展。過去一年，廉政公署

繼續遵循“肅貪、防範、立法、教育＂四管齊下的工作策略，

全力履行反貪及行政申訴的職責，尤其是加強市民關注領域

的監察工作，檢討不利選舉廉潔的制度因素，大力推動公共

行政的廉政建設，開展與民生相關範疇的審查工作，強化公

民教育，推廣廉潔風尚，多層次建設澳門的廉潔文化。  

截至 2006 年 9 月，廉政公署接到舉報投訴個案 636 宗，

較去年同期扣除有關選舉投訴後的數字略減。而在 636 宗收

案中，具備條件跟進的案件有 282 宗，比例較去年同期有所

上升。在 1 至九月份，廉署立案 38 宗，加上由上一年度轉

入的 57 宗及重開卷宗 2 宗，共須處理立案案卷 97 宗。目前，

廉政公署已結案 45 宗，其中 15 宗移送給檢察院處理。另外，

至 2006 年 11 月，法院亦已審結了數宗由廉署移送的案件，

包括保險詐騙案、南舢舨海關關員受賄案及 2005 年第三屆

立法會賄選案。  

在反貪工作方面，廉政公署繼續密切監察貪污的高發領

域，主動調查有貪污嫌疑的活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2006
年 9 月，廉署完成了兩宗關於選舉的延續案件，涉及人數二

百多人；也先後偵破了海關人員集體受賄案、經濟局稽查人

員受賄案、涉及賭場運作的行賄案，以及部份公務員的詐騙

案等。此外，在去年立法會選舉結束後，廉署也隨即展開檢



 

- 6003 - 

討工作，參考了香港、台灣和葡國的法律制度和監管經驗，

就《立法會選舉制度及選舉法》以及《選民登記法》進行分

析研究，提出了修訂建議，相關的建議書已於月前提交特區

政府參考。  

隨著社會的發展，貪污手法也日趨專業和多樣化。打擊

貪污舞弊，也需要不斷加強調查力量和提高調查技術。2006
年初，廉政公署為新入職廉署的人員舉辦了第五期培訓班；

同時也派出調查人員前往香港和北京等地，參加專項進修培

訓課程。在本澳，廉署與治安執法部門建立了情報交流機

制；也加強了和國際、區際情報交流的合作，尤其擴大了與

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合作，共同打擊垮境貪污犯罪活動，此舉

大大提升了反貪防貪的成效。截至 9 月，廉署收到外地執法

機構的協查案件 17 宗，較去年同期的 15 宗有所增加。  

至今年 9 月底，廉政公署共接收 5186 份財產申報書，

其中大部份涉及新入職及職務有所變動的公職人員。而廉署

也繼續為各政府部門舉辦“財產申報解釋會＂，其中特別針

對新入職的紀律部隊人員舉行了多場講解會。到目前為止，

未有公職人員因逾期未交申報書而需負上法律責任。  

行政申訴工作方面，截至 9 月份共收到投訴個案 192
宗，內容主要涉及公職制度、違法工程和市政問題。廉署對

行政申訴個案進行分析研究之後，會採取轉介、非正式介

入、勸喻或主動介入等方法，盡快幫助投訴者解決問題。此

外，廉署也接到求助諮詢個案 531 宗。廉署的諮詢服務增加

了市民對相關法律和行政制度的瞭解，也減少了市民的投訴

和不必要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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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審查方面，今年廉署完成了民政總署交通運輸部轄

下車輛事務處的運作審查工作，並跟進 2004 年與駕駛執照

處所完成的運作審查的執行情況。同時，亦與土地工務運輸

局合作，就城市建築廳轄下監察處的違法工程處理程序開展

審查工作，現正在進行研究分析。  

制度審查方面，從收到的市民投訴和求助諮詢個案，以

及與公共部門合作的運作審查中，廉署發現有關私人樓宇的

使用和管理方面存在不少問題，而行政部門基於法例滯後難

以作出有效監管。所以，今年廉署也展開了有關行政當局對

私人樓宇使用及管理的介入之審查研究。  

2005 年，廉政公署發出了“公務人員廉潔操守指引＂，

旨在推動公務人員的誠信建設，樹立公僕的廉潔文化。目前

大部份公共行政部門都已制定了內部的廉潔守則，今年廉署

繼續瞭解相關部門制定守則的進度，並提供技術協助。此

外，廉署也繼續向部份政府部門乃至部分大型公司舉辦公務

採購、預防職務犯罪等專題講座，以協助部門完善內部採購

機制。  

提高公務員的廉政意識，樹立社會的廉潔風尚，是廉署

宣傳教育的重要工作。一直以來，廉署透過出版《澳門廉

政》，報章定期刊登廉政專欄，以及通過製作電視、電台、

巴士廣告等，多渠道向社會宣揚廉政訊息。今年，廉署也在

普及教育的基礎上，根據不同領域公務員的需要，以更切合

其業務性質的方式，持續舉辦各類廉政專題講座 36 場，出

席者 2,012 人次。此外，也向社團和專營機構舉辦講座 34 場，

參加人數為 1,38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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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的廉潔教育是 2006 年廉署宣傳教育工作的重

點。為進一步推動小學生誠信教育，廉署於去年修訂了《誠

實與廉潔》教科書，連同第一版，全澳共有 52 間學校使用，

第二版教科書送出量為 12,334 本。截至 9 月底，為小學生舉

辦的“廉潔新一代＂講座 129 場，參與學校 28 間，學生人

數達 4,851 人次。在中學生廉潔教育方面，廉署也推出“廉

潔周＂計劃和青少年誠信教育講座，而編寫中學生誠信教材

的工作也正在準備中。此外，為拓展不同的宣傳層面，廉署

也在籌劃面向青少年的誠信網頁。  

位於北區的廉署社區辦事處也積極拓展社區關係，探訪

了多個社團，聽取了他們對廉政工作的意見和建議。同時，

也為來訪的社團和學校舉辦了不同主題的講座。此外，社區

辦事處還收到 357 宗市民投訴舉報以及求助查詢等。社區辦

事處的設立，不僅方便了市民的投訴諮詢，提升了廉潔教育

的成效，也取得了更多居民對廉政工作的支持。  

加強與相關國際機構間的交流合作，以提升廉政工作的

成效，是廉政公署既定的工作策略。今年 5 月，廉政專員率

團出席了在菲律賓首都馬尼拉舉行的「亞太地區反腐敗行動

組第八次指導小組會議」，會上，澳門特別行政區正式成為

“亞太地區反腐敗行動計劃＂的新成員，此舉將有助於澳門

與區內的國家、地區加強經驗交流和合作，及進一步完善肅

貪倡廉的工作。同時，廉政公署也受邀參加了各種大型的國

際反貪會議，建立了廣泛的國際反貪渠道。2006 年 2 月，《聯

合國反腐敗公約》正式延伸到澳門，中國政府宣佈指定澳門

廉政公署為澳門特區協助其他締約國制訂和實施具體預防

腐敗措施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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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廉政公署都委託學術機構進行問卷調查，以此

聽取社會意見和調整工作策略。儘管 2006 年的問卷調查顯

示，市民對澳門廉潔的印象評分稍遜於上年，但逾 92%的受

訪者或其親友在過去一年未遇到貪污的情況，此數字自 2003
年起一直穩定地保持在此水平，同時， 96.1%的受訪者認同

廉署的工作值得支持， 77.5%的受訪者對澳門能成為廉潔城

市持正面態度。當中值得一提的是，調查顯示越年青的受訪

者對澳門能成為廉潔城市的信心越高。這些調查說明，本澳

明目張膽的貪污行為已受到控制，市民對澳門的廉潔前景仍

保持樂觀。今年《政經風險評估》3 月發表的亞洲貪污趨勢

年報中，也將澳門的廉潔度排列第 4，廉潔水平僅次於新加

坡、日本和香港，而《透明國際》於 11 月公佈的 2006 國際

清廉指數，首次將澳門納入被評之列，澳門於亞太 25 個國

家及地區中排行第 6 名，在全球 163 個國家及地區中，則排

行第 26 名。  

廉署也清楚地認識到，社會訴求不斷提高是發展的必然

規律，居民對法律滯後所衍生問題的不滿，以及經濟的急速

發展都可能給廉政建設帶來挑戰。面對未來，廉署將以鍥而

不捨的精神，積極採取各種措施，與全澳市民一起建設廉潔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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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二零零七年度施政方針 

展望 2007 年，廉政工作將繼續深化。鞏固既有基礎，

提昇肅貪實力和行政申訴服務的層次。積極拓展社區關係，

普及公民監督意識，推動廉潔風氣成為一種自覺的主流意

識。面對經濟迅速增長以及商業活動頻繁複雜所可能衍生的

貪污問題，廉署一方面會加強對相關公務環節的預防和監

督，為特區經濟的健康發展創造公平廉潔的行政環境；另一

方面，結合行政申訴職能的發揮，通過制度審查和運作審

查，堵塞行政漏洞；並加強和社團、企業的合作，積極推廣

商業倫理道德，宏揚誠信管治，促進商業環境的廉潔。為建

設廉潔、公正、高效的特區政府提供有效的保障，為樹立澳

門地區的清廉國際形象發揮應有的功能。  

具體反貪工作方面，根據廉署資料和社會意見顯示，貪

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已不常見，然而面對未來的挑戰，以

及貪污手法隱蔽化和專業化的趨向，廉署將在既定的工作基

礎上，致力提高公職隊伍的廉潔，以及加強對中高級公務員

的監察，並作出針對性的準備和部署。除加大資源投入，改

善專業設備和調查技術外，也會繼續加強人員培訓和情報收

集工作，以提升貪污調查的能力。同時，鼓勵市民對有貪污

嫌疑的活動勇於舉報。對市民關注的問題，廉署也會在職權

範疇內主動瞭解或調查，以維護社會公義。隨著《聯合國反

腐敗公約》延伸至澳門，廉署將配合《公約》的實施，做好

預防貪污工作，並就現行的相關法律展開研究。此外，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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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間的相關機構交流合作，共同打擊跨境貪污活動。  

行政申訴工作上，仍主要透過個案調查、運作審查、制

度審查以及法律諮詢服務，促進公共行政的公正合法和保障

市民的正當權益。廉署接到市民申訴之後，會以多元化的方

式協助投訴者解決實質問題；對於個案介入難以解決的深層

問題，則透過制度審查和運作審查加以跟進。這一行之有效

的工作模式將會繼續保持。  

2007 年，廉政公署會與更多的政府部門建立運作審查夥

伴關係，繼續促進公共行政運作的優化，配合特區經濟發展

的訴求；也會對與民生關係密切的法律和制度進行分析研

究，對其中不合理和過時的情況提出修訂建議，以減少行政

失當和貪污舞弊的機會。  

市民勇於提出申訴，既可加強對公共行政運作的瞭解，

也可提高法治和公民意識，促進社會和諧。廉政公署作為確

保市民合法權益的重要機關，將多方面全力推廣行政申訴職

能，讓更多市民懂得“申訴有門＂，以合法和適當途徑維謢

自身權益。同時，總結過去經驗，市民若對行政程序和法律

先有所瞭解，往往可避免不必要的誤會和糾紛。未來，廉署

會加強提供法律諮詢服務，為市民更好地排難解紛，創造和

諧環境。  

2005 年，廉署推出『公務人員廉潔操守指引』及『廉潔

守則製作建議』後，一直進跟進各公共行政部門制訂“廉潔

操守＂內部指引的情況，以及提供技術援助，明年會爭取所

有部門都能訂出相關的指引。此外，廉署也會繼續對公務採

購、公務員利益迴避等方面，向公共行政部門及人員舉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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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講座。  

宣傳教育是廉政建設長期不懈的工作。持續提升青少年

德育水平、拓展社區關係和加強公民意識，仍將是明年宣傳

教育工作的重點。  

2007 年，公職的廉政宣傳仍會針對不同領域的公務員提

供專題性講座，以減少公務員違規的可能性。同時，也會透

過與部門領導和主管開展互動交流，提高政府部門內部的廉

潔管理意識，擴大雙方在廉政建設方面的合作，全力促進公

職操守的提升。  

青少年教育方面，廉署會在既有工作的基礎上，致力擴

大青少年的道德教育層面，綜合廉署社區辦事處、學校以至

相關社團的整體力量，全面向不同年齡層的青少年宣傳正確

的道德價值觀。此外，繼 2005 年修訂小學德育教材《誠實

與廉潔》後，廉署也會於明年致力完成有關中學誠信教材的

工作。  

廉署社區辦事經過三年多的運用，在拓展社區關係、提

升廉潔教育成效和接待市民方面發揮了積極的功用。為了繼

續深化社區工作及方便市民投訴舉報，明年廉署將研究增設

離島社區辦事處，為日漸增加的氹仔和路環居民提供更方便

的廉政服務。  

同時，廉署將持續加強與社團間的溝通合作，廣泛接觸

不同領域的社團組織，聽取不同範疇的意見和建議，加強瞭

解各業在社會急促發展下的最新狀況，以求更好地推動廉政

工作的發展。此外，隨著社區關係工作近年的拓展，明年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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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將重點開展公民教育工作，尤其選民道德意識的宣傳，並

將作為常設項目逐步展開。  

隨著特區經濟的發展，國際評估組織對澳門廉政狀況也

日益關注。廉署歡迎國際組織對澳門廉政的監督評估，此將

有助澳門在邁向國際的過程中，更清楚地瞭解地區狀況，從

而推動政府以至社會各階層對廉政建設的更為重視。廉署亦

將竭盡全力，與全澳市民一起，為澳門特區的健康發展努力

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