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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條 交银国际承诺持公开、正直和问责的最高标准并鼓励员工及与交银国际

有往来的第三方，在保密的情况下，对任何与交银国际业务有关的不当行为

作出举报。 

 

第二條 若员工举报任何雇主违反任何香港法规的行为，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致力于保障该员工的利益，此守则旨在提供信心予员工及让员

工安心，使员工在交银国际对其他员工或其客人有合理怀疑任何涉嫌非法或

不道德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随时举报该不当行为，真诚披露信息，而不用担

心遭受后果。如不遵守此守则可能会导致实时解雇和/或刑事法律责任。 

 

第三條 举报守则政策是确保： 

 交银国际符合保护举报者的法律规定。 

 所有员工如果希望进行举报披露，都意识到此政策给予他们的保障。 

 保护把不道德的事情举报的员工免受不公平的歧视对待。 

 员工善意地提出包括(但不限于)道德、歧视或骚扰的疑虑底问题或

举报涉嫌违反其他适用法规政策的情况后是不能被解雇的。 

 举报者了解如何进行举报披露。 

 交银国际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程序，使举报者能够提出举报披露。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四條 本守则适用于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所有下属公司（统称「交银国

际」）所有员工及与交银国际有往来的相关第三方(例如：顾问、承办商和供

货商) (“举报者”)。举报者认为对或会构成不当行为、舞弊及违规情况的

关注，可包括但不限于： 

 一切违法或违规的行为； 

 不遵守法定义务； 

 与司法有关的披露； 

 可能的欺诈、贪污或犯罪活动； 

 其他不道德行为； 

 行为不专业，不适当或与普遍理解是对的事情有冲突； 

 任何在财务报告、内部监控或其他事宜方面的现有或可能的不当行

为；及 

 员工不得使用举报程序恶意对同事或客户进行个人投诉。当员工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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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他／她知道是虚假的或涉及无根据的恶意指控时，交银国际可以

对他们采取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警告甚至实时解雇）。 

 

第三章 守则的目标 

第五條 鼓励举报者举报他们怀疑不道德或涉嫌违反法规政策等的问题时有信

心。 

 

第六條 调查已报告的事件及作出适当补救措施。 

 

第七條 为举报者提供提出问题的途径，并收到对所采取行动的反馈意见。 

 

第八條 确保有关人员对关注事件作出响应，如果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相关人员

知道如何处理。 

 

第九條 确保所有员工有理由相信他们作出真诚披露后，他们将得到保护，免受

可能发生的报复或伤害。 

 

第四章 指定处理违规的部门 

员工举报 

第十條 视乎违规事件的本质，员工可以跟(1)人力资源部或(2)法律合规部联络

作出举报。如举报事项涉及(1)人力资源部或(2)法律合规部，员工应该跟分

管人力资源部/法律合规部的领导直接联络。员工亦可选择跟审计及风险管

理委员会直接联络。 

 

第三方举报 

第十一條 与交银国际有往来的相关第三方可以跟法律合规部联络作出举报。

如举报事项涉及交银国际之法律合规部，举报者可自行选择直接向交银国际

审计部举报。如举报事项涉及本集团任何董事或者交银国际审计部，举报者

可自行选择直接向审计及风险管理委员会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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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举报程序 

员工举报程序： 

第十二條 如果员工知悉或发现另一位员工做出不当行为后，他或她应该以其

最好的个人判断来决定向相关分管领导/相关部门主管举报，还是与法律合

规部/人力资源部/审计及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联络。这取决于涉及问题的严

重性和敏感性，以及被怀疑涉及不当行为的人。例如：非公开的证券帐户交

易、可疑洗钱交易、涉嫌贿赂应当向法律合规部举报，性骚扰应当向人力资

源部举报等。匿名或身份不名人士的报告，将不予回复。 

 

第十三條 举报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使用附录一的建议模式作出举报）提

交。 

 

第十四條 法律合规部及人力资源部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应于７个工作天内，

作口头确认（如有关举报是以口头形式提交）或书面确认（如有关举报是以

书面形式提交）。 

 

第十五條 法律合规部和人力资源部必须分别保留举报的记录，如果认为合适，

法律合规部和人力资源部会书面形式与员工跟进。 

 

与交银国际有往来的相关第三方举报程序： 

第十六條 如与交银国际有往来的相关第三方发现任何现有或潜在的不当行

为、舞弊及违规情况，应立刻向交银国际法律合规部举报。有关副本法律合

规部会转发至交银国际审计部。 

 

交银国际法律合规部联络方法： 

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68号万宜大厦 9 楼 

 

第十七條 与交银国际有往来的相关第三方可以书面形式(透过邮寄)，使用附

录一的建议模式作出举报。 

 

第十八條 如举报事宜涉及交银国际之法律合规部，举报者可透过邮递（地址

同上）向交银国际审计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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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若举报事宜与本集团任何董事或审计部有关，举报者可透过邮递

（地址同上）向审计及风险管理委员会举报。 

第六章 保障举报者 

第二十條 即使有关举报最终无法证实，交银国际确保所有作出如实恰当举报

的举报者获得公平对待。员工善意地提出包括(但不限于)道德、歧视或骚扰

的疑虑或问题，或举报涉嫌违反其它适用法规政策的，不会受到不公平的解

雇、伤害或不当的纪律处分。 

第七章 保密 

第二十一條 所有举报事件的事实及相关的细节都将被严格保密，如果举报者希

望，交银国际将竭尽全力不泄露举报者的身份。 

 

第二十二條 本守则主张尽可能在作出的举报上放上举报者的姓名。请注意： 

 举报者必须真诚地披露信息。 

 举报者必须相信它基本上是真实的。 

 举报者不得恶意行事或作出虚假指控。 

 举报者不得谋取任何个人利益或者避免任何人身损失。 

 

第二十三條 举报者不能透露他／或她已经作出举报及其报告的内容，并将一切

反馈保密。 

 

第二十四條 在整个收集事实及调查过程中，举报者的身份除了专为控制情况

(不是报复)而透露给管理层外必须保密。若调查行动导致刑事检控，举报者

或须提供证据或接受有关当局访谈。交银国际在事前通知举报者其身份有可

能或有需要被披露。 

第八章 记录存档 

第二十五條 法律合规部、审计部、人力资源部或审计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如适

用）必须分别保留举报者举报的关注报告，其中包括所举报的问题、收集的

支持文件及调查结果和采取的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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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守则的精神 

第二十六條 本守则的目的是保护把不道德的事件举报的员工免受不公平的歧

视对待，不过，这并非给员工投诉营运效率低来滥用公司资源的借口。任何

管理上或营运上低效率的情况应向员工的直属主管或管理层报告以决定下

一步行动。 

第十章 角色和责任 

第二十七條 收到查询的各个部门主管有义务将事件的任何事实或相关的细节

保密。法律合规部负责处理任何直接向法律合规部举报的事件，人力资源部

负责处理任何直接向人力资源部举报的事件。 

 

第二十八條 根据举报的严重程度，调查结果可能会报告给最高管理层（包括首

席执行官）和监管机构。 

 

第二十九條 调查员将确保努力追求和不偏不倚地采取行动，收集客观事实，而

不仅仅是意见或猜测。 

 

第三十條 在调查过程中，各部门主管应该咨询法律合规部意见以确保采取适

当的措施来降低交银国际可能需要承受的风险。 

第十一章 语言 

第三十一條 举报守则以中文及英文制定。如中文本与英文本存在任何歧异，概

以中文本为准。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三十二條 本守则由首页所说明之生效日起执行，由法律合规部根据需要适时

作出修订并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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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 举报表格样本 

若  阁下欲作书面举报，请使用本举报表格。请于填写下表前清楚阅读本举报守则。 

致：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法律合规部/人力资源部/审计部/审计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分管人力资源

部/法律合规部的领导 （请选其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68号 

    万宜大厦 9 楼 

私人及机密文件 

举报者姓名/联络电话及电邮 

 
匿名或身份不名人士的报告，将不予回复。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举报详情： 
请提供举报的详情资料：有涉及人士的姓名(如知悉)、日期及地点，关注原因及性质(如有需

要，请另纸填写)，目击者或见证人，连同任何证据（例如：有关文件、电邮或电话录音等）。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所有收集的个人资料只会用于与你所告知的举报事件直接有关的用途。所提交的个人资料将由交银国际

持有及予以保密，并可能会转移给本集团因处理本个案而接触的人士或机构，包括其他有关人士或机构，

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亦可能会披露予执法机构或其他相关单位。根据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如适用），

你有权查阅及更正交银国际所持有你的个人资料。如你希望行使此等权利，有关要求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并致函至交银国际法律合规部或其他相關部門列于本表格样本之香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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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 信息来源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 

《企业融资顾问操守准则》 

《基金经理操守准则》 

《证券及期货条例》 

雇佣条例 

雇员补偿条例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职业安全及健康（使用显示屏幕设备）规例 

性别歧视条例 

残疾歧视条例 

家庭岗位歧视条例 

种族歧视条例 

税务资料-个别人士 

强积金条例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http://cn-rules.sfc.hk/browse.php?id=475&type=0
http://cn-rules.sfc.hk/browse.php?id=475&type=0
http://cn-rules.sfc.hk/browse.php?id=133&type=0
http://cn-rules.sfc.hk/browse.php?id=133&type=0
http://cn-rules.sfc.hk/browse.php?id=365&type=0
http://cn-rules.sfc.hk/browse.php?id=365&type=0
http://www.sfc.hk/web/TC/rule-book/sfo-part-xv-disclosure-of-interests/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57*100*57#57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282*100*282#282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509*100*509#509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509*100*509.3#509.3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480*100*480#480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487*100*487#487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527*100*527#527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599*100*599#599
http://www.ird.gov.hk/chi/tax/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485*100*485#485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485*100*486#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