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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所述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行理事会或其所代表的政府的观点和政策。亚行不担保

本报告中所含数据的准确性，且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中列出国家时，不代表亚行意图对该区

域的主权或独立地位做出任何评判，也未必符合亚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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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to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on Windows

•In your meeting/webinar controls, click Interpretation.

•Click the language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ear. 

•(Optional) To only hear the interpreted language, click Mute Original Audio.

Language selection
Use the Interpretation panel for real tim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перевода в Windows

В элементах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вещанием/веб-семинаром щелкните «Перевод».

Выберите язык, который хотите услышать.

(на ваше усмотрение) 

Чтобы слышать только перевод, щелкните на «Выключить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зву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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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本次会议正在被
录制。

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问答设
置输入您的问题。

不发言时请保持静音
状态。



INTERNAL. This information is accessible to ADB Management and staff. It may be shared outside ADB with appropriate permission.

引言

冯幽兰（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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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愿景

•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在坚持消除极端贫困的同时，致

力于实现繁荣、包容、有适应力和可持续的亚太地区。

• 要实现亚行愿景，亚行发展中成员体需要加强有效治理

和机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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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2030战略》

• 加强治理和机构能力建设

• 亚行将支持政府消除腐败的努力。

• 亚行将推进高效、及时的廉洁公共服务。

• 亚行将在所有的亚行项目和计划中实施反腐措施。



INTERNAL. This information is accessible to ADB Management and staff. It may be shared outside ADB with appropriate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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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智军，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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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提高对潜在诚信风险和纠正措施的认识

刷新对亚行诚信框架的认识

提高建立预防和检测战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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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采购和财务管理——

招投标和签署合同1

诚信风险缓解和预防措施2

禁止行为和补救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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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和财务管理——招投标和签署合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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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采购政策和借款人规定

七、诚信

10. 亚行要求借款人应遵照本政策要求，根据最高道德准则执行任何

采购流程，对资金、资源、资产和权力的任何运用应符合亚行
《反腐败政策》和《诚信原则和指南》（经不时修订）（以下简
称“亚行反腐败指南”）。

（e）对于亚行依据《反腐败指南》制裁或暂停资格的公司或个人，

应在亚行规定的时限内，取消该等公司或个人参与或被授予
亚行资助或亚行管理的合同的资格，或者取消从亚行资助或
亚行管理的合同中获得财务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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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投标人须知

3.欺诈与腐败行为 3.1 亚行的《反腐败政策》（1998年，经不时修订）规定，借款人（包

括亚行资助项目的受益人）及其人员以及参与亚行融资活动的公
司和个人（包括但不限于亚行融资合同的投标人、供应商和承包
商、代理商、分包商、分包咨询顾问、服务供应商、分包供应商、
制造商及其各自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雇员和人员)在采购和执
行这些合同时应遵守最高的道德标准。

（b）如果亚行确定被推荐中标人或其任何高级职员、董事、雇员、人

员、分包咨询顾问、分包供应商、服务供应商、供应商或制造商
在该合同的竞争中直接或通过代理参与了腐败、欺诈、共谋、胁
迫活动或存在妨碍行为，或其它违背诚信的行为，亚行将拒绝该
授标建议；

（d）如果亚行在任何时候确定公司或个人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从事腐

败、欺诈、共谋、胁迫活动或存在妨碍行为，或其它违背诚信的
行为，亚行将根据其《反腐败政策》和《诚信原则和指南》对该
公司或个人采取纠正措施，包括宣布无限期地或在规定期限内取
消其参与1 由亚行融资、管理或支持的活动，或从由亚行融资、
管理或支持的合同中获得财务或其他收益的资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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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投标人须知
4.4 被亚行根据其《反腐败政策》（参见“投标人须知”第3条）临时暂停或

取消资格的企业将不得参与由亚行融资、管理或者支持的任何项目的采
购工作，无论制裁是由亚行直接发起，还是由亚行根据联合制裁协议而
实施。来自被临时暂停或取消资格企业的投标将被拒绝，而且此类投标
可能会违反取消资格的条件，将接受亚行的进一步调查。

2.1.3 投标人是否被亚行宣布为不合格

如“投标人须知”第
4.4款所述，投标人

未被亚行宣布为不合
格。

必须满足要求 必须满足要求 必须满足要求 不适用 投标函

4.8 如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作的决定，借款人所在

国禁止从该国进口货物，并且禁止向该国、人员或实体就从该国进口的
货物或服务支付款项，则该国的投标人为不合格投标人。借款人所在国
禁止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作的决定向特定个人或
实体或就特定货物或服务支付款项的，该公司应被排除在外。

2.1.5 联合国决议是否宣布投标人不合格

投标人未被联合国

安理会决议宣布为不
合格投标人（“投标
人须知”第4.8款）。

必须满足要求 必须满足要求 必须满足要求 不适用 投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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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函

（b） 我方承认，我方已阅读和理解了亚行《反腐败政策》（1998）和《诚信原则和指
南》（2015），均经不时修订。

（k） 我司、联合体成员、各自的直接和间接股东、董事、关键高级职员、关键人员、

联营企业、母公司、其附属公司或子公司，包括将履行本合同任何部分内容的分
包商、咨询顾问、分包咨询顾问、制造商、服务供应商或供应商不隶属于也不受
被亚行临时暂停或取消资格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所控制，不隶属于也不受亚行依据
其与其他开发银行之间达成的联合制裁协议取消资格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所控制。1

（l） 我司、联合体成员、各自的直接和间接股东、董事、关键高级职员、关键人员、

联营企业、母公司、其附属公司或子公司，包括将履行本合同任何部分内容的分
包商、咨询顾问、分包咨询顾问、制造商、服务供应商或供应商目前均未接受亚
行或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调查和/或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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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函

（m） 我司、联合体成员、各自的直接和间接股东、董事、关键高级职员、关键人员、联营企

业、母公司、其附属公司或子公司，包括将履行本合同任何部分内容的分包商、咨询顾
问、分包咨询顾问、制造商、服务提供商或供应商均未或从未被任何国家、任何国际组
织、任何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资助机构临时暂停资格、取消资格、宣布为不合格或受任
何国家和/或国际制裁。

（aa）我方，谨代表投标人，特此证明，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信息均经过充分审查，遵循诚

信原则，而且据我方所知，该等信息是真实和完整的。我们理解，当得知该等信息发
生任何变更之时，我方有义务通知业主。我方理解根据亚行《反腐败政策》（1998年，
经不时修订）和《诚信原则和指南》（2015年，经不时修订），任何有意或肆意误导

或者企图误导的虚假陈述可能导致投标被自动拒绝，或已授予的合同被取消并且可能
采取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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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格式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咨询和承包公司、贸易协会以及咨询公司

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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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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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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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标准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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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咨询服务合同

如供应商被亚行临时暂停或取消资格，应通知业
主，且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延期或修改均需得
到亚行反腐和廉政办公室的认可。

如果业主基于合理证据确定承包商从事腐败、欺诈、
共谋或胁迫活动，或其它违背诚信的行为，包括在
竞标或执行合同过程中时未按要求披露任何构成欺
诈行为的信息，则业主可在提前14天通知承包商后

终止合同并将其驱逐出现场，而且如同该等终止是
根据第15.2款[终止合同]的规定进行，则应适用第
15条的规定。

19.1.2 如果客户确定咨询顾问在竞标或执行合同过程中时
从事腐败、欺诈、共谋、胁迫活动[或存在妨碍行为]，那
么客户可在提前14个日历日通知咨询顾问后终止咨询顾问
在合同项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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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和咨询顾问的责任

• 熟悉亚行的《反腐败政策》和《诚信原则和指南》
• 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中的说明。

• 确保投标人的股东、董事、关键高级职员、关键人员、联营企业、母公司、
其附属公司或子公司

➢ 没有被亚行或任何多边开发银行暂停资格或取消资格
➢ 没有正在接受亚行和/或任何多边开发银行的调查或制裁

• 如果承包商（咨询顾问）被取消资格或暂停资格，应随时向亚行或业主
（客户）报告。

• 允许亚行检查承包商（咨询顾问）与投标有关的资产、账目和记录以及其
他文件，并由亚行指定的审计师对其进行审计。

• 在亚行提出要求时，充分配合任何调查。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咨询和承包公司、贸易协会以及咨询公司

诚信风险缓解和预防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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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

阻碍世界经济社会
发展的
最大障碍。

“
全世界每年的贿赂额约1万亿美元，

同时全球经济因腐败活动每年损失

2.6万亿美元。

总额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

联合国安理会，201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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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2022年各国舞弊调查报告》

概率和可能性

来自133个国家的2,110个案例

造成的损失总额 超过3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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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2021年各国舞弊调查报告》

导致腐败和欺诈行为的
主要内部控制缺陷

缺少报告机制（<1%）

缺少明确的权力边界（<2%）

缺少员工欺诈防范教育（3%）

缺乏检查/审计独立性（5%）

缺少能够胜任监督工作的人员（6%）

其他（6%）

缺少内部控制
（32%）

凌驾于现有的内部控
制之上（18%） 缺少管理审查

（18%）

高层基调疲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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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环境

政策和程序

设计合规职能
和监督

内部监测和测试

报告和调查

有效的培训、教育、沟通

执法和纪律

响应和预防

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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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法律

规模 范围

内部控制

位置

性质

外资和内资
潜在
风险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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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预防、纠正

01

评价内部控制

02

记录违规以及
不合规事件

03

根据合同规定
评估产出

确定“危险信号”

04 05

汲取经验教训

06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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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反腐败政策》

推行高效、有效、负责任
且透明的公共行政管理，
包括良治和能力建设

通过高质量对话支持发展
中成员体的反腐败工作 确保亚行项目和工作人

员遵守最高道德标准

亚行对腐败的简要定义为“滥用公共或私人职权
谋取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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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反腐败政策》

政策和指南 操作说明 行政规章

适用于执行和实施机构、承包商、咨询顾问、供应商、亚行工作人员，以及与亚行资助、
管理或支持活动有关的任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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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建议书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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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建议书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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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建议书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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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建议书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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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建议书
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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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能力 采购

财务管理和支付 资产/合同管理

概念

项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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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行为和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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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诚信的行为

投诉评价

纠正措施

交叉取消资格

调查过程

上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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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亚行诚信的行为

https://www.adb.org/documents/int

egrity-principles-and-guidelines

见亚行《诚信原则和指南》第2.A条定义

欺诈

滥用

利益冲突胁迫共谋腐败

妨碍行为 报复行为 违反制裁
行为

未能遵守最高道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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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1：道路网修复项目
背景：投标人A的建议书低于工程师的估计和其他投标人。
尽管投标人A的建议书不符合资格要求，但没有取消其资格。

存在哪些违背
诚信的行为？

投标人A获得价值5,400万美元的合同，但其账目的会计账簿和银

行对账单显示向已知与交通部系统关联的中介机构转移多笔付款，
总额达到200万美元。

影响：降低工程和监理质量、增
加合同金额、延迟合同完工时间、
造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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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城市道路扩建项目
背景：在评标过程中，执行机构无法确认投标人以往的工作经验是否符合投标要求。

存在哪项违背
诚信的行为？

在审查投标人技术建议书的准确性时，发现投标人经验
（工作范围和合同金额）造假并伪造供应商生产授权书。

影响：投标人没有经验，降低工
程质量、增加合同金额、延迟合
同完工时间、造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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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3：修复300~560公里的66号公路
背景：一位调查记者确定，中标人与评标委员会成员存在关联关系。

存在哪些违背
诚信的行为？

建筑工程合同中标人的首席执行官与该合同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之间存在密切的家庭关系。评标前未披露这层关系。

影响：造成声誉风险、合同义务履行
不力、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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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4：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修复项目
背景：多边银行A收到一项指控，称监督咨询顾问忽视承包商的工程和货物质量。

存在哪些违背
诚信的行为？

大多数付款缺少监督咨询顾问的证明，特别是民用建筑合同。
不过，仍向承包商支付了全额款项。项目官员没有对产品更替
提出异议。

影响：降低工程和货物质量、减弱
项目监督力度、投入额外资源以纠
正缺陷、造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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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5：农村公路建设与修复项目

背景：项目的受益人投诉称5号公路质量较差且不安全。

存在哪些违背
诚信的行为？

由于承包商未能提供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并阻挠调查员
视察承包商的办公室和5号公路，故而调查员无法审查这
些文件。

影响：降低道路质量和安全性、
减弱项目监督力度、投入额外资
源以纠正缺陷、造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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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亚行制裁的中国实体类型总结（2017—2022年）

总结 公司

年份 个人 个人-代表 母公司 子公司 制裁总计

2017年 0 3 4 0 7

2018年 0 6 7 31 44

2019年 0 21 15 0 36

2020年 1 10 7 27 45

2021年 0 11 12 122 145

2022年 0 3 6 27 36

总计 1 54 51 207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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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规而被制裁的中国实体（不包括子公司）的亚行项目位置（2017—202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位
置

孟加拉国

尼泊尔

蒙古国

乌兹别克斯坦

阿富汗

美国

柬埔寨

尼泊尔、斯里兰卡、蒙古国

亚美尼亚

巴基斯坦

制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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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初级） 中国制裁

欺诈 79

欺诈、共谋 11

妨碍行为 4

欺诈、妨碍行为 4

腐败 4

欺诈、违反制裁行为 1

违反制裁行为 1

共谋、腐败 1

欺诈、共谋、违反制裁行为 1

总计 106

中国实体所有违背诚信的行为中，欺诈占比达95%

因违背诚信的行为而被制裁的中国实体（不包括子公司）
（亚行2017—2022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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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行为

欺诈行为是指故意或不计后
果地误导或试图误导一方以
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或避免
义务的任何行为或不作为，
包括虚假陈述。

漏报或谎报：

• 以往的工作经验；
• 财务报表（以及营业额）；
• 诉讼记录；
• 推荐设备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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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廉政办公室经调查证实，某中国公司通过其授权代表的行为活动，在竞标亚行资助合同时提交虚假
的工作经验文件，从事欺诈行为。

谎报工作经验

反腐和廉政办公室对虚假陈述进行欺诈调查的结果，以及对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提出的五年制裁
建议，该公司表示接受并同意，并且只要公司证明已遵守反腐和廉政办公室规定的条件，就可以在完成至
少四年制裁后提前恢复资格。该公司接受反腐和廉政办公室将公布取消其资格的信息。

背景：亚行项目包含一笔2.8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强化电力
传输（提升巴基斯坦电力传输服务的覆盖面、可靠性、透明
度和质量）。

重要作用因素：中国公司未能监督和检查其代表的工作。

欺
诈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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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廉政办公室收到的信息显示，某中国公司在竞标亚行资助合同时提交虚假的财务报告，因此被政府
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反腐和廉政办公室经调查确定，该公司在其投标过程中伪造证明文件，并谎报其具备
完成项目的财务能力。

谎报财务报表

反腐和廉政办公室对该公司提出取消资格三年并实施有条件的恢复措施。该公司如果遵守规定条件，那么
有可能提前恢复资格。

背景：亚行项目包含一笔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白洋淀流域综合生
态系统与水资源管理。

重要作用因素：中国公司未能适当检查和监督层级相对较低的员工的工作。

欺
诈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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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廉政办公室经调查证实，某中国公司在投标过程中称其在上述项目的合同竞标中没有未决诉讼，因
而从事欺诈行为。公开记录显示，该中国公司在提交标书时仍有大量未决诉讼。

谎报诉讼记录

反腐和廉政办公室对虚假陈述进行欺诈调查的结果，以及对该公司提出的训诫，公司表示接受并同意。取
消该公司竞标合同资格。

背景：亚行项目包含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新疆塔城地区边
境县市的城市道路网络。

重要作用因素：该公司解释道，参与投标的个人在筹备投标文件时存在“过失”。此外，这些个人“没有
完全理解”招标文件中的未决诉讼部分，“没有认真”询问该公司的未决诉讼，导致投标文件中遗漏了相
关信息。

欺
诈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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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廉政办公室经调查证实，某中国公司在竞标采购合同时伪造投标人类型测试报告，从事欺诈行为。

谎报技术规范

反腐和廉政办公室对虚假陈述进行欺诈调查的结果，以及对该公司及其前任员工提出的四年制裁建议，该
公司表示接受并同意，并且只要公司证明已遵守反腐和廉政办公室规定的条件，就可以在完成至少三年制
裁后提前恢复资格。

背景：亚行项目包含一笔8,15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Da Afghanistan 

Breshna Sherkat公司更新能源设施并加强电力公司的机构能力建设。

重要作用因素：中国公司未能监督和检查其筹备投标的员工的工作。

欺
诈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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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另一次多边开发银行调查之后

亚行收到多边开发银行发出的取消资格通知并
予以执行，即交叉取消资格。

目前被亚行取消资格公司和个人欺诈 胁迫共谋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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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取消资格的示例
非洲开发银行因威海建设集团存在欺诈行为而取消其资格，
为期35个月

2021年12月23日，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宣布与威海建设集团达成谈

判和解协议书，从而完成对该公司实施的欺诈制裁程序。威海建
设集团在中国注册成立；根据谈判和解协议书，取消该公司的资
格，为期35个月，自2021年11月19日起生效。

银行廉政和反腐败办公室经调查确定，威海建设集团在肯尼亚凯
诺尔（Kenol）—萨加纳（Sagana）—马鲁阿（Marua）公路改善

项目、内罗毕河流流域恢复和重建项目：污水处理改进项目第二
阶段，以及城镇可持续供水和卫生计划中从事欺诈行为。

2021年12月23日

被制裁实体名称和地址：威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明路13号

国籍： 中国

公司信息：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91371000166697768C。

制裁行为：欺诈行为
项目名称：凯诺尔（Kenol）—萨加纳（Sagana）—马鲁阿

（Marua）公路改善项目。
内罗毕河流流域恢复和重建项目：污水处理改进
项目第二阶段，以及城镇可持续供水和卫生计划。

指控详情：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非洲开发银行资助的
肯尼亚项目的招标过程中从事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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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交叉取消资格

多边开发银行 自2019年1月1日以来，被交叉取消资格的中国实体数量

非洲开发银行 67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4

泛美开发银行 5
世界银行集团 77

总计 153

2022年4月5日

对于被非洲开发银行制裁的公司及其控股附属公司，亚行实施交叉取消资格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附属公司因从事欺诈行为而被非洲开发银行取消资格后，亚行也对其
实施交叉取消资格。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附属公司在被交叉取消资格期间，没有资格参加
亚行相关项目活动。查看最新制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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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措施

减轻处罚
的情形

加重处罚
的情形基准期：3年

取消资格

暂停资格

训诫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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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资格的结果

是否公布：

1. 亚行一般不公布有关取消资格
的信息。

2. 通常公布交叉取消资格的信息。

240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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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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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资助项目中

违背诚信
的行为结果

暂停贷款或赠款分配

对公司或个人的制裁

向亚行返还滥用的贷款或赠款资源

终止贷款或赠款分配

更改行政安排

请求调查或更换政府工作人员

交叉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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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制裁时的影响

现行合同 合同变更 恢复资格 未来招投标

可能
继续

反腐和廉政办公室

批准
非自动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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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获得的
经验教训

几乎所有被亚行取消资格的中国公司（95%）都在投标
书中提交了虚假陈述。

这通常是由于投标书的筹备工作：
• 被外包给没有受到充分监督的代理人（外部人士）；或

• 由初级员工完成，而他们面临着确保完成投标的压力，即使
其中包含了错误信息；或

• 由不了解虚假信息后果的员工编制。

预防：
• 组织工作人员接受适当培训，了解如何完成投标工作；以及

• 在提交投标前审查并保证质量；以及

• 有效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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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Anticorruption and Integrity

开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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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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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二维码

您的反馈将有助于反腐和廉政办公室提供为您
提供相关的知识产品和服务。

答案保密，数据只用于综合评估。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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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廉政办公室

anticorruption@adb.org

integrity@adb.org
@adb_oai

+63-2-8636 2152

+63-2-8632 5004

www.adb.org/integrity @anticorruptionandintegrity

亚行反腐和廉政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请通过电子邮件与反腐和廉政办公室联系。

请通过填写反腐和廉政办公室的投诉表报告违背诚信的行为：
https://www.adb.org/integrity/report-violations

https://www.adb.org/integrity/report-vio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