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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贿赂和贪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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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单元

反贿赂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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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和贪污对一个组织是极其有害的。它会对运营效率产生
负面影响，并且有损公众对企业的信任。为了遏制贿赂和贪
污行为，豐隆银行集团（以下简称“HLBG”或“本银行”）
坚持维护诚信和道德规范。因此，HLBG 颁布了反贿赂和贪
污政策（以下简称“反贪政策”），以表明HLBG 对贿赂和
贪污行为的零容忍立场。此反贪政策是参照《2009年反贪污
委员会法令》 （以下简称“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列明
的罪行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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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董事、员工（无论是临时员工、约聘员工或正式员
工）、受训人员、借调人员、散工、代理人员、志愿者、
实习生及本银行的代理商，包括业务伙伴、承包商、分包
商、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咨询顾问、代表及为本银行和
／或代表本银行执行工作或服务的所有其他人员或与本银
行具关联关系的任何其他人员。

作为本银行的关联人士，
您必须遵守及维护HLBG对贿赂和贪污的零容忍立场。

谁是关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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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隆银行集团
反贿赂和贪污政策

此反贪政策适用于HLBG的各个层面。

本银行希望其业务伙伴、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服
务提供商、咨询顾问、代表及为HLBG和／或代表HLBG执
行工作或服务的所有其他人员，或与HLBG有关联的任何

其他人员，遵守此反贪政策，包括在执行工作或服务时，
申报任何利益冲突。

有了反贪政策，HLBG会致力在所有业务往来和关系中，

秉持专业、公平和正直的态度行事，也致力于推行和落
实防范贿赂和贪污行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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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这里阅读HLBG反贪政策摘要

此反贪政策是参照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拟定，并根据首相署发布的《适当程
序指南》制定管控措施和有关程序。其中包括，此反贪政策阐明HLBG对以下与
反贿赂和贪污相关事项的立场：

 礼物与款待

 捐赠与赞助

 疏通费

 尽职调查

 利益冲突

 举报管道和举报政策

豐隆银行集团
反贿赂和贪污政策

本银行将严肃对待任何违反反贪政策的行为，并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检讨任命、解雇、停
止第三方承包商／服务提供商处理日后的业务交易等，并依照相关法律和法规要求向有关当局举报任何
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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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谓贿赂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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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贪污？

贪污是指以现金或高价值形式给予或接受任何奖赏或
报酬，以便执行与其职务有关之任务的行为。（资料
来源：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贪污是滥用受委托之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资料来
源：透明国际）

何谓贿赂？

贿赂是提供某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报酬、礼物、
恩惠、聘用或其他好处，以换取不当的好处或利益，
且该举动通常违反受贿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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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只限于现金形式吗？

不是。
贿赂也可以通过如礼品、折扣及优惠、投票、服务（包括性
服务）、职位/工作安排、贷款或各种支付和购买形式形成。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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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贿赂和贪污的法律
和指南

外部公司
培训单元

反贿赂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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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反贿赂和贪污法律

马来西亚的主要法令是 2009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法令
（以下简称“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于 2009年1月1日生效

此法令促使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MACC ）
正式成立。它是一个独立、透明和执法的机构。

12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列明的主要罪行

索取/接受贪污（贿赂）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 16 & 17(a) 条文]

献议/给予贪污（贿赂）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 17(b)条文]

提交虚假索赔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 18条文] 

公共机构人员利用职务获取贿赂（渎职）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

1

2

3

4

贪污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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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第17A条文的缘由包括：

 解决现存与贪污及贿赂有关之不足；
 确保相关的管理人员可因未能防止贿赂和贪污活动而被提控；
 达到其他国家的水平，例如美国和英国。

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修订）法令于2018年10月1日 生
效，第4条文（企业责任规定）除外。

2020年6月1日是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修订）法令第
17A条文关于企业责任规定的生效日期。

马来西亚反贿赂和贪污法律

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修订）法令 –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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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条文规定，无论管理层是否知悉贪污行为，若未能
防止关联人士为了组织的利益而实施的贪污行为，商
业组织将承担责任。

• 如果商业组织能证明已制定适当措施以防止贪污行为，
商业组织则可能会被无罪释放。

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修订）法令第
17A条文 –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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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制定“适当程序”

HLBG关联人士涉及贿赂或贪污行为

豐隆银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豐隆银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修订）法令生效之前

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修订）法令生效之后

2018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修订）法令之影响 –企业责任

关联人士被控且被定罪以贪污形式给予/
提供报酬，

以获取HLBG业务经营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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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Signboards 私人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

Sam
Officer Ali

1 2 3

Lavender Town市政厅（MBLT）

企业责任例子：情境

商业组织 商业组织

由于Sam及阿里以贿赂
形式给予及接受报酬 ,

因此Sam及阿里（作为
个人）可在2009年大马
反贪会法令第 16 & 17

条文下被提控。

银行

银行聘请 Best Signboards 私人有限公司为
Lavender Town 新开设的分行制作标牌。

此服务包括标牌设计、安装以及向地方政
府Lavender Town市政厅（MBLT）申请设置
标牌许可。

Best Signboards 私人有限公司接受了这
项任务，随即动工。

供应商代表Sam发现申请许

可证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
也会超出预定的交付日期。
为了加快流程，他决定支付
RM1000予官员阿里,以便能

让阿里立即批准这项申请。
阿里在收到这笔钱后，便批
准了这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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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Signboards 私人有限公司

企业责任例子：潜在罪行

商业组织 商业组织

54

由于Sam 是 Best Signboards 私
人有限公司的关联人士 ，在第
17A条文 – 企业责任下，该商业
组织负有法律责任。

银行

由于Sam给予官员阿里报酬，以
便阿里可代表银行加快申请许可
证的流程，在第17A条文 – 企业
责任下，银行负有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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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例子：辩护

为了对个别企业责任的指控辩护，这两个商业组织（即Best Signboards 私人有限公司和银行）必须证明：
a) 该罪行是未经该商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
b) 该商业组织已制定“适当程序”以防止关联人士犯下贪污罪行

这些“适当程序”包括：

欲知详情，请参阅首相署发布的 适当程序指南

针对反贿赂和贪污政策和规定，为所有相关单位制定及开展适当的沟通方案和培训计划。

开展尽职调查，评估关联人士的诚信

制定反贿赂和贪污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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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17A条文制
定之适当程序指南

 TRUST是首相署制定的5大

原则，旨在协助商业组织了

解何谓防范贪污行为的适当

程序。

 本银行参照TRUST原则制定

反贪政策和程序以防范贪污

和贿赂。

Risk assessment
（风险评估）

Undertaking of control measures 
（采取控制措施）

Systematic review,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系统性审查、监督和执法）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培训与交流）

Top level commitment
（高层承诺）T

R

U

S

T

T U S 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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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和刑罚

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 16、17、18 和 23条文

罚款不少于贿款的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为高，以及

监禁不超过20年（每条控罪）

贿赂和贪污刑罚（个人）

2018年大马反贪会（修订）法令第 17A条文

罚款不少于贿款的10倍或 100万令吉，视何者为高，
以及/或者

有关人员，监禁不超过20年（每条控罪）

对涉贪企业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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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疏通费

外部公司
培训单元

反贿赂和贪污

22



为保证或加速银行有权采取的行动或服务而支付的款项，
例如给予政府官员金钱或物品，以履行（或加快履行）
其职责。

HLBG之关联人士不可为本银行或代表本银行支付任何疏通费

何谓疏通费？

疏通费

1. 这项服务开放给
所有人。

4.组织或企业会发

出合法及正式的收
据。

3. 此费用不是付给

个人，而是付给组
织或企业。

2. 此费用与官方公
布的价目表一致。

为换取合法加速或优先服务而支付的费用，只要符合下列条件，则不会被
视为疏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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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益冲突

外部公司
培训单元

反贿赂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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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银行通过识别、防范和管理利益冲突，
确保它们不影响本行、银行股东、客户以及
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冲突是指个人或组织在财务或其它方面
涉及多种利益，为一种利益服务时，可能会
与另一种利益产生冲突。

何谓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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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士或与关联人士有关系之个人需申报他们在本银行
所涉及的任何事宜，可能存在的任何个人利益。

在履行职责时，本银行的关联人士绝不能受到友谊或“关
系”之影响。

必须在严格公平的业务基础上作出决定。

本银行之关联人士不能允许任何利益冲突、偏见或他人不
当的影响，凌驾在本银行之业务和专业判断之上。

豐隆银行的职员不能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本银行集团有利益冲突或竞争的个人或商业
活动。

利益冲突

26



6. 尽职调查

外部公司
培训单元

反贿赂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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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

豐隆银行与任何关联人士建立正式关
系之前及建立关系以后，须定期展开
尽职调查，包括背景调查，文件验证
及面谈，以评估相关人士的诚信。

如果关联人士是一家企业，应该就其
董事及高级主管展开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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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举报和上报

外部公司
培训单元

反贿赂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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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和上报

如果您目击，或者被银行职员、客户或其他业务伙伴不正当地
指示您从事非法或不道德行为，您不涉及该行为，您都必须作
出举报。

如果您知道或应当有理由知道他人的行为违反了任何适用法律、
法规或监管规定，却未有作出举报，您可被追究责任。

在不违反HLBG举报政策所规定之情况下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只要您的披露是出于善意（即使您的举报确实有误），您将受
到保护，免受报复和不利的雇佣行动或法律行动，并且在可行
情况下，您的身份将不会被揭露。

请点击这里阅读HLBG举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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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提出哪些疑虑？

关于任何可能对本银行造成不利影响的不当行为或不法行

为（以下简称“不当行为”），您都应该提出疑虑，其中包
括但不限于：

 任何关乎诚信／诚实或刑事之罪行，包括欺诈、盗窃、
失信、贪污、贿赂和勒索；

 任何不遵守法律或法规义务之情况；
 违反本银行之政策、程序和标准；
 任何将视为违反纪律之不当行为；或
 任何公司事务管理不善之情况。

谁可以提出疑虑？

 任何人（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向本银行提供服
务或与本银行有业务关系者

 所有HLBG的职员

举报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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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和上报
应该在举报中

列入哪些内容？

如果您想要对不当行为提出疑虑，您可使用本银行的举报表格来提供所需详情。

不当行为的类型
或描述

有关疑虑的全部细节，包
括与不当行为相关的“何
事”、“何时”及“何处”

从事或参与不当行为
者的姓名

相关的佐证文件
或证据（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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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和上报

豐隆银行有限公司 (HLBB) 及其分行和子公司 仅限豐隆伊斯兰银行有限公司 (HLISB)

Ms. Chok Kwee B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Audit Committee

KBChok@hongleong.com.my

Encik Alan Hamzah Sendut

Chairman of the Board Audit and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Alanhamzah@hongleong.com.my

或

Y Bhg Dato’ Nicholas John Lough @ Sharif 

Lough bin Abdullah

Director of Hong Leong Bank Berhad

nicholasjl@hongleong.com.my

或

Puan Rowina Ghazali Seth

Director of Hong Leong Islamic 

Bank Berhad

rowina@hongleong.com.my

致:以上任何相关的指定人员

Level 6, Menara Hong Leong, No 6, Jalan Damanlela, Bukit Damansara, 50490

Kuala Lumpur.

您可通过以下沟通管道（电子邮件或信函），向任何相关的指定人员披露任何与
本银行有关的不当行为：

电子邮件

信函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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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事项

外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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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贿赂和贪污的注意事项

X 参与贿赂或贪污行为

X 给予或收取疏通费

X 给予银行代表金钱形式的礼物或报
酬

X 提供违反银行反贪政策的礼物或款
待

X 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提供虚假或
误导性的资料

 熟悉HLBG的反贪政策及有关反贪污的法
律

 在银行展开尽职调查时，保持密切合作

 了解贿赂和贪污的风险及影响

 对于疑似或真实的贪污事件，通过举报
管道提出有关疑虑

 确保你已申报任何利益冲突

应该 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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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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