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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着重介绍我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首先，将从理

论角度分析腐败问题；其次，依据 OCDE（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我

们将回顾欧洲国家在反腐问题上的策略。同时，我们也将引用并分析瑞士联邦政府在

关于反腐问题上的最新研究报告。 

1. 如何定义贪污腐败 

什么是贪污腐败，什么是反腐措施针对的具体腐败行为? 

在公共行政的道德理论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反腐理论。一种是遵从于社会对这

些公共行政工作人员的期待，为他们设置基本的行为标准，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基本的

社会价值，比如公平和社会道德规范，以利于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种

理论的缺点是无法在国际层面上获得统一的标准。 

第二种理论方法是，不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可以做，但是明确规定限制哪些行为

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关注这些必须避免的行为本身的特点，并且与此同时，

也更容易找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在不同宗教，不同道德规范，不同社会价值，

以及不同管理系统中，贪污腐败的行为特点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是，

贿赂官员或者有权力的人，给其好处，以便于共同合作从事某种违法行为。这种行为，

即便是早期历史阶段也是被不同社会所批判，而且被规定在不同国家的刑法典以及国

际公约中（例如 OECD 公约—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

经所有会员国一致同意签署；再如国际工作中关于腐败行为的透明度要求，特别是在

贿赂方面）。同样，在联合国层面上，也有关于在公共和私人间的反腐败公约在 2003

年墨西哥梅里达签署。 



究竟什么是贪污腐败？贪污腐败是一种行为，一种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都不能

接受的特殊的主观故意行为。比如这些行为可能包括：盗窃，伪证，提供或者接受葡

萄酒的贿赂，等等。但是只有这大量的行为还不足以明确并将其归入贪污腐败行为，

必须要仔细衡量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而且这些背后的动机才是最关键的。一般来说，

其主要的动机都是相关有权力的人员为了谋取私人利益而损害了公共或集体的利益。

一个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工作人员，其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行事，同时损

害了与自己权力相关的公共或者集体的利益。 

“贪污腐败是道德的对立面”行政改革的著名学者 Gerald E.Caiden 如是说。

在过去的 10 年里，其已经从一个禁忌话题被人们广为熟知，并且从一个国家层面上升

到了整个国际层面。由于其对普通老百姓利益的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或组

织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贪污腐败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民众对其政府失去信任，甚至

会动摇其政府发展所依赖的唯一的保障--民主。贪污腐败隐藏在政府核心系统中，就

像潘多拉盒子一样，最好在打开之前将其摧毁。接下来的问题就显而易见。 

2. 如何打击贪污腐败？ 

无论贪污腐败已经存或者还是处于萌芽状态，一旦国际社会就贪污腐败的重要

性达成共识，下一步便是如何治理的问题了。这与专家通常使用的疾病治理方案非常

类似，也完全反应了这一现象的动态变化。我们在确定是哪一部分让我们生病之前，

必须要分析这个不正常性，并且必须要分析症状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明确导致

生病的原因是什么，要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但是潜在的风险总

是一样的：不正确的诊断分析，导致错误的治疗方案，结果使得病人病情恶化，最后

导致病人死亡。我们在贪污腐败的治理过程中，还必须要区分个人贪污腐败和一整个

系统内贪污腐败的不同，通常来说，其治理方案也是不同的。 

3. 具体的治理方案 

尽管贪污腐败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识别并且较难完全根治，但还是

存在控制治理的实践： 

1）需要有一个品德高尚并且值得信任的领导 

2）设置一个当下强有力的社会规范 

3）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 



4）减少权力的垄断 

5）建立一个明主的管理系统 

6）要求工作人员有高度的专业性、高能力、很好的诚信。 

接下来，我将从欧洲多国的反腐案例着手，分析这些欧洲国家在反腐过程中的

成果和不足。 

这部分的分析立足于 OCDE（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我们分别

选取波兰、瑞士、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作为代表国家来分析。 

我们分别对每个国家提出了 5 个相关问题，这项研究就这些国家对此 5 个问题

的回复做分析： 

1）在你们国家公共系统中，现存的反腐机制是怎样的？ 

a) 立法禁止贪污腐败行为并建立了相关的制裁机制 

b) 其他反腐的规章或者法令 

c) 立法机关或者议会的监督（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审查委员会） 

d) 有权的调查机构或调查系统监察相关的贪污腐败行为 

e) 国家最高财务审计部分 

f) 监察员 

g) 起诉和执行制裁贪污腐败活动的机构，例如：专门的检察官、调查员、

法院、法庭，等等。 

h) 旨在反腐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i) 旨在反腐的财务监管部门 

j) 旨在将贪污腐败行为的机会降至最小化的机构管理政策和管理系统 

k) 公共系统的透明机制设置，比如独立的或者公共的安全系统，用来审查、

申报或者报告潜在的利益冲突和贪污腐败行为。 

l) 对公职人员或者政治家的指导培训（例如行为守则，道德意识培训，等

等） 

m) 旨在控制，监察或者防止贪污腐败的其他措施。 

2）在你们国家公共系统中，怎样的反腐机制被认为的最有效的（从贯彻实施和

影响的角度出发）？ 



3）是否对这些反腐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正式评估，如果是，是用什么方法评估

的？ 

4）你的国家考虑在公共行政部门展开新的反腐行动吗？ 

5）在公共行政部门贪污腐败高发领域，政府系统是否设置有警示机制或者相关

政策安排？ 

a) 行政活动 

b) 集体谈判 

c) 政府和行政指令法规 

d) 规章制度 

e) 立法法令 

f) 新立法行为 

正如标题所示，我们的研究将主要关注人力资源的特别程序这个大框架（上面

第一个问题中从 H到 L），以及其他政客和公共权力代表的信息分析上。 

波兰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程序上，针对可能的贪污腐败，波兰严格制定了以下条款： 

 不要将工作与私人经济活动混淆一起 

 不能从属于一个政党 

 不能从事政治活动 

 申报财务收入、个人财产、股票市场活动、以及其他一切经济活动 

 不得在公司董事会任职 

 妻子以及二级亲属不能同时在一个部门成为上下级关系 

 禁止从事一切可能影响其代表政府职务的行为 

在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政策管理系统框架内，为了尽量减少贪污腐败行为的可

能性，我们可以引用现存的控制监督部门，用以监督所有从事公共行政工作的机构或

个人。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系统去选择正确的工作人员，就是选拔程序要非常透明，

必须要全面公开公共行政系统中存在的职位空缺。被雇佣者必须要在签署合同的同时

要申明自己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伴侣所拥有的财产。被雇佣者接受的教育也非常重要，



我们要知道，存在相对的课程如何让他们成为政府的代表，但是不存在提高他们道德

觉悟的课程。 

意大利 

意大利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为了防止贪污腐败的发生，明确规定：在被正式

选择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前，必须要严格考量其日常行为是否合乎基本的道德规范。

并且要求已经在系统内部工作的人员必须要申报其所有的财产。 

利用严格的法律，将其行为与因其行为而可能产生的刑事诉讼直接明确的联系

到一起。除此之外，可以评估其在公共行政工作中的表现以及其工作取得的成果，结

果完全公开，有助于大力提高公共行政工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 

在工资方面，也有严格的控制。也存在明确的法律，旨于规范行政工作人员的

道德标准，并且也用以处理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 

瑞士 

在瑞士，对于人员招聘的某些条款规定得非常详细。关于这方面的，有一个控

制管理系统已经被瑞士联邦政府所规定和应用(RS 172.013), (RS 510.418), (RS 172.013)。 

对于国家公务人员来说，在各种预防或打击措施中，不论是系统性的防控，还

是刑事制裁，稳定良好的工资待遇是打击贪污腐败最有效的方法。 

这些措施包括：完善有关贪污腐败的法律，将更多的行为列入到贪污腐败行为

当中，加强防控。 

根据 OCDE（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工作的道德规范。

安排每一个即将离职的人都分享他们在工作中的道德行为标准和防止贪污腐败的经验。 

德国 

在德国，认为最有效的防止贪污腐败的措施是警醒国家公务人员，并通过一系

列明确的预防贪污腐败的行为来提高控制的级别: 

对于某些重要的职位来说,人员招聘的标准很严格。将被招聘为正式的工作人员

的基本常识以及后期相关的教育培训也极为重要。而且在某些敏感职位上，让员工有

一定的流动性也是防止贪污腐败另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在涉及贪污腐败所有问题的业务联系中心配备监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也

是打击贪污腐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也存在一种惯例，当部门负责人或者

监管人在有任何贪污腐败的嫌疑时，他们必须要及时回复解释。监管人员必须是对于

打击贪污腐败行为接受过专业培训的。 

毫无疑问，贪污腐败行为是必须要接受应有的惩罚。 

法国 

在人员招聘的程序设置和防止领导阶层的贪污腐败问题上，法国的安排非常明

确，我们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用刑法典来处理利益冲突，并且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来限制权力人员在其公共职务之外的活动。 

公务人员的行为守则是已经很明确的，并且在他们关于道德价值方面的继续培

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后期的相关培训在反腐措施中非常重要的。在法国也有专

门的反贪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反腐行为。 

4. 初步结论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应用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比较主流的

反贪措施： 

1）从人员招聘入职的时候就严格把关控制，预防可能的贪污腐败 

2）从法律法规严格的处罚角度来防范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3）关于从事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规范培训来预防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这几项常用的反腐措施互相补充，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使用。 

5. 专注于瑞士的反腐措施 

在这最后一部分，我们就瑞士一项跨部门打击贪污腐败行为（IDAG）报告做详

细分析。 

这份报告主要关注瑞士打击贪污腐败的具体措施安排，这些措施和丰富的经验

主要来自于瑞士联邦政府、瑞士邮政公司和瑞士铁路公司的工作实践中。 

这份报告的核心目的是检举报告公共行政工作中的不当行为。尽管联邦政府各

个部门不需要设立这样的机构来实施上文中提到的措施，但是其中一部分部门已经在

考虑设立这样的机构，或者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其实设立类似的部门也没有必要，因为在关于工作人员的法律（Lpers）第 22

条规定,管理联邦政府部门之间或其雇员之间关系的相关部门，有相应的职责与义务接

收上述关系中的检举或报告。上述这份报告强调了一种比上述法律 22 条提及的各种方

式更好的渠道：刑事检察机关，举报人的上级领导或部门，当然还有瑞士联邦财务监

管部门，他们都有义务接收相关的检举。 

在国家层面上，这份报告强调了两种打击贪污腐败的措施： 

 修订完善立法 

 以反腐败为主题的教育培训 

在修订完善立法方面： 

告知义务、知情权和受保护的权利。自从 2003 年，联邦财务审计署是检举不正

当财务活动的主要官方渠道，此渠道不限于在联邦政府工作的人员，而且开放并适用

于对所有知晓瑞士政府内不正当财务活动的人。这个部门每年会收到大量的类似举报

信，通常都会有 10—20 个重要案例会引起相关财务部门的关注，并且有可能会启动相

对应的刑事调查程序。 

但是这些信件的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有可

能对接收举报信的相应办公室不太熟悉；害怕被报复，众所周知，这也是检举政策不

能完全实施的主要原因。在 2009 年，一本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册被分别分发到了 35000

个瑞士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员工手中，但是这次行动是在政府内部系统中一层层的启动，

员工对于积极相应这个号召还是心存疑虑。 

至于举报人因为举报行为可能招致的报复，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Lpers 法律

第 22 条第 5 款中明确规定“任何善意的检举报告不正当工作状况的人都不能受到任何

对其不利的待遇”。并且法律第 14 条规定，由于举报人的举报行为，被解除工作关系

的行为无效。 

这项新的规定已经被通过邮局邮寄给了所有员工，自此，他们可以对任何他们

已经经历的，或者了解的非正当的工作状况、违法违规行为等等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 

有了这项新的规定，瑞士已经与 GRECO（经合组织反贪污腐败工作组）的规定

保持一致了。 



这项规定的缺陷在于它只规范受 Lpers 约束的工作人员，并不包括一些重要的

组织内的工作人员，比如 FINMA（Autorité fédérale de surveillance des marchés 

financiers）联邦金融市场监管局。 

在反腐规定中的另一个已经优化的部分是已经经过修订的 Lpers 规定的第 91 条，

这一条规定了所有员工一切工作活动所配备物资或者与其工作有关的有偿活动必须要

获得许可。但是条款规定不够明确，给了其员工很大的自由判断范围，由他们判断相

应的行为是否受上面 91 条约束。这项新的 91 条设置了很大的自由裁判权，也规定了

申报所有工作涉及财产的必要性。建立于这个财产申报，相关部门会考核是否批准许

可这项需要政府付费的行为。根据此条的规定，如果不能完全排除可能会涉及的各种

利益冲突，那么这项活动就不能被批准，必须要考量相符原则。在实践中，此 91 条在

个人行为数据系统中催生了一个特别的信息类型（BV Plus 基本信息）。自从 2010年

8 月份开始，所有被批准的活动都被收录于这个特别的信息类型之中。同时，负责部

门也可以将其他附加活动或者被拒绝的行为同时注册录入其中。 

在此整个的立法领域，新的法律 Lpers 的第 94a 条也很值得关注：这一条防止

了员工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之间利益冲突的风险。同样，不同的行政监管部门或者

税务部门的有些重要的规定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避免可能的风险。其中关于这方

面重要规定之一是禁止离开原来部门的员工在离开原来的单位后两年内与前同事有工

作上的来往，我们将此条款称之为“旋转门”条款。 

最后，必须要明确如何通过立法来保护在私人领域的举报人，需要用更加严格

的法律限制那些因为举报举动而招致的不当解雇举报员工的非法行为。 

以反腐败为主题的培训教育 

这第二个部分在反贪污腐败过程中更加重要。 

预防措施在反贪污腐败斗争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来

自于不同部门所有员工的全面的教育培训更是重要。培训旨在给公共行政工作人员提

供基本的反贪污腐败的知识，当然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在特别的贪污腐败问题上的法

律规定和道德原则。 

这些培训活动的内容是已经早就设置并且实践过的。并且，IDAG 部门（联邦法

律政策顾问促使 DFAE 成立的专门负责跨部门之间打击贪污腐败问题的工作组）在将此



项培训列入到联邦行政部门组织的其他入职培训活动中之前，还专门与专管这项培训

的负责人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以保证此培训之后顺利进行。在警察领域，这次特别的

会议是由 GRECO（Group d’Etats contre la Corruption 国家反贪局）推荐举办的。 

这些在联邦层面上采取的措施与在各个州层面上和不同区域层面上采取的措施

一起，在打击贪污腐败过程中共同起作用。各个不同的州完成来自于联邦政府的调查

问卷，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各个不同地方一级的工程开始之前基本的状况。一共有瑞

士二十多个州和 11个直辖市区，共计 30000 以上的人参与问卷调查。 

显而易见，自 2011 年 1 月开始，除了具有举报工作中的不正当违法违规行为的

义务之外，不同市政官员必须要通过他们的员工条例来监督考量整体所在城市的利益，

对于违法违规的隐瞒行为将被列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监督义务。 

大多数州和直辖市并没有设立特定的监督举报办公室，但是除了苏黎世州除外，

在苏黎世州，此办公室还设有调解员。通常该类型的检举举报是直接在州一级政府中

或者通过财务监管部门来进行。各个州并没有将反贪污腐败斗争列入优先问题，而市

政府希望定期收到在联邦层面上反贪污腐败行为的政策或者活动信息。 

6. 结论 

最后，希望我的这份研究能够明确回答前面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根据 OCDE 经合

组织的研究结果，大多数国家更希望通过道德价值观来激励工作人员。从这个角度出

发，有两种不同的但是互补的声音： 

1）一方面，首先要确保这些道德价值成为标准和法律，那么就有义务遵守它们。 

2）另一方面，通过培训，政府负责人会更加明确其重要性，贪污腐败行为将再

也不会在其他人视若罔闻的情况下继续发生。并且新规定的出台，将举报人

定位在了反贪污腐败斗争的核心位置上，人人都有义务检举贪污腐败行为，

同时他们也将收到完全的保护。 

     法律，培训和对其相对应的保护，这是反腐斗争中 3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步骤，

而对于欧洲来说，我们只是开始阶段。体面的工资待遇和稳定的工作同样是打击或者

避免贪污腐败中值得考量的重要部分，但只有这两个部分还远远不够。事实上，体面

的工资和稳定的工作是防止贪污腐败的一个方面，然后是法律，培训和对员工的保护

是反贪污腐败措施顺利进行的另一个方面。 



贪污腐败是跨越宗教、社会规则和道德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反贪污腐败的斗

争就不会终结。那些和贪污腐败做斗争的人将会跟贪污腐败行为、相应的法律法规、

以及与其斗争中的实践，一同发展。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贪污腐败无大小，也没有

一个确定将其完全遏制终结的策略。但它会严重损害其存在的社会部门或机构，这也

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严厉打击并且预防其发生的真正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