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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條 交銀國際承諾持公開、正直和問責的最高標準並鼓勵員工及與交銀國際

有往來的第三方，在保密的情況下，對任何與交銀國際業務有關的不當行為

作出舉報。 

 

第二條 若員工舉報任何僱主違反任何香港法規的行為，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致力於保障該員工的利益，此守則旨在提供信心予員工及讓員

工安心，使員工在交銀國際對其他員工或其客人有合理懷疑任何涉嫌非法或

不道德活動的情況時，可以隨時舉報該不當行為，真誠披露信息，而不用擔

心遭受後果。如不遵守此守則可能會導致即時解僱和/或刑事法律責任。 

 

第三條 舉報守則政策是確保： 

 交銀國際符合保護舉報者的法律規定。 

 所有員工如果希望進行舉報披露，都意識到此政策給予他們的保障。 

 保護把不道德的事情舉報的員工免受不公平的歧視對待。 

 員工善意地提出包括(但不限於)道德、歧視或騷擾的疑慮底問題或

舉報涉嫌違反其他適用法規政策的情況後是不能被解僱的。 

 舉報者了解如何進行舉報披露。 

 交銀國際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程序，使舉報者能夠提出舉報披露。 

第二章 適用範圍 

第四條 本守則適用於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所有下屬公司（統稱「交銀國

際」）所有員工及與交銀國際有往來的相關第三方(例如：顧問、承辦商和供

應商) (“舉報者”)。舉報者認為對或會構成不當行為、舞弊及違規情況的關注，

可包括但不限於： 

 一切違法或違規的行為； 

 不遵守法定義務； 

 與司法有關的披露； 

 可能的欺詐、貪污或犯罪活動； 

 其他不道德行為； 

 行為不專業，不適當或與普遍理解是對的事情有衝突； 

 任何在財務報告、內部監控或其他事宜方面的現有或可能的不當行

為；及 

 員工不得使用舉報程序惡意對同事或客戶進行個人投訴。當員工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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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他／她知道是虛假的或涉及無根據的惡意指控時，交銀國際可以

對他們採取紀律處分（包括但不限於警告甚至即時解僱）。 

 

第三章 守則的目標 

第五條 鼓勵舉報者舉報他們懷疑不道德或涉嫌違反法規政策等的問題時有信

心。 

 

第六條 調查已報告的事件及作出適當補救措施。 

 

第七條 為舉報者提供提出問題的途徑，並收到對所採取行動的反饋意見。 

 

第八條 確保有關人員對關注事件作出回應，如果未能得到滿意答覆，相關人員

知道如何處理。 

 

第九條 確保所有員工有理由相信他們作出真誠披露後，他們將得到保護，免受

可能發生的報復或傷害。 

 

第四章 指定處理違規的部門 

員工舉報 

第十條 視乎違規事件的本質，員工可以跟(1)人力資源部或(2)法律合規部聯絡

作出舉報。如舉報事項涉及(1)人力資源部或(2)法律合規部，員工應該跟分

管人力資源部/法律合規部的領導直接聯絡。員工亦可選擇跟審計及風險管

理委員會直接聯絡。 

 

第三方舉報 

第十一條 與交銀國際有往來的相關第三方可以跟法律合規部聯絡作出舉報。

如舉報事項涉及交銀國際之法律合規部，舉報者可自行選擇直接向交銀國際

審計部舉報。如舉報事項涉及本集團任何董事或者交銀國際審計部，舉報者

可自行選擇直接向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舉報。 



4 
 

第五章 舉報程序 

員工舉報程序： 

第十二條 如果員工知悉或發現另一位員工做出不當行為後，他或她應該以其

最好的個人判斷來決定向相關分管領導/相關部門主管舉報，還是與法律合

規部／人力資源部／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直接聯絡。這取決於涉及問題的

嚴重性和敏感性，以及被懷疑涉及不當行為的人。例如：非公開的證券帳戶

交易、可疑洗錢交易、涉嫌賄賂應當向法律合規部舉報，性騷擾應當向人力

資源部舉報等。匿名或身份不名人士的報告，將不予回覆。 

 

第十三條 舉報可以以口頭或書面形式（使用附錄一的建議模式作出舉報）提

交。 

 

第十四條 法律合規部及人力資源部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應於７個工作天內，

作口頭確認（如有關舉報是以口頭形式提交）或書面確認（如有關舉報是以

書面形式提交）。 

 

第十五條 法律合規部和人力資源部必須分別保留舉報的記錄，如果認為合適，

法律合規部和人力資源部會書面形式與員工跟進。 

 

與交銀國際有往來的相關第三方舉報程序： 

第十六條 如與交銀國際有往來的相關第三方發現任何現有或潛在的不當行

為、舞弊及違規情況，應立刻向交銀國際法律合規部舉報。有關副本法律合

規部會轉發至交銀國際審計部。 

 

交銀國際法律合規部聯絡方法：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68 號萬宜大厦 9 樓 

 

第十七條 與交銀國際有往來的相關第三方可以書面形式(透過郵寄)，使用附

錄一的建議模式作出舉報。 

 

第十八條 如舉報事宜涉及交銀國際之法律合規部，舉報者可透過郵遞（地址

同上）向交銀國際審計部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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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若舉報事宜與本集團任何董事或審計部有關，舉報者可透過郵遞

（地址同上）向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舉報。 

第六章 保障舉報者 

第二十條 即使有關舉報最終無法證實，交銀國際確保所有作出如實恰當舉報

的舉報者獲得公平對待。員工善意地提出包括(但不限於)道德、歧視或騷擾

的疑慮或問題，或舉報涉嫌違反其它適用法規政策的，不會受到不公平的解

僱、傷害或不當的紀律處分。 

第七章 保密 

第二十一條 所有舉報事件的事實及相關的細節都將被嚴格保密，如果舉報者希

望，交銀國際將竭盡全力不洩露舉報者的身份。 

 

第二十二條 本守則主張盡可能在作出的舉報上放上舉報者的姓名。請注意： 

 舉報者必須真誠地披露信息。 

 舉報者必須相信它基本上是真實的。 

 舉報者不得惡意行事或作出虛假指控。 

 舉報者不得謀取任何個人利益或者避免任何人身損失。 

 

第二十三條 舉報者不能透露他／或她已經作出舉報及其報告的內容，並將一切

反饋保密。 

 

第二十四條 在整個收集事實及調查過程中，舉報者的身份除了專為控制情況

(不是報復)而透露給管理層外必須保密。若調查行動導致刑事檢控，舉報者

或須提供證據或接受有關當局訪談。交銀國際在事前通知舉報者其身份有可

能或有需要被披露。 

第八章 記錄存檔 

第二十五條 法律合規部、審計部、人力資源部或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如適

用）必須分別保留舉報者舉報的關注報告，其中包括所舉報的問題、收集的

支持文件及調查結果和採取的行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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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守則的精神 

第二十六條 本守則的目的是保護把不道德的事件舉報的員工免受不公平的歧

視對待，不過，這並非給員工投訴營運效率低來濫用公司資源的藉口。任何

管理上或營運上低效率的情況應向員工的直屬主管或管理層報告以決定下

一步行動。 

第十章 角色和責任 

第二十七條 收到查詢的各個部門主管有義務將事件的任何事實或相關的細節

保密。法律合規部負責處理任何直接向法律合規部舉報的事件，人力資源部

負責處理任何直接向人力資源部舉報的事件。 

 

第二十八條 根據舉報的嚴重程度，調查結果可能會報告給最高管理層（包括首

席執行官）和監管機構。 

 

第二十九條 調查員將確保努力追求和不偏不倚地採取行動，收集客觀事實，而

不僅僅是意見或猜測。 

 

第三十條 在調查過程中，各部門主管應該咨詢法律合規部意見以確保採取適

當的措施來降低交銀國際可能需要承受的風險。 

第十一章 語言 

第三十一條 舉報守則以中文及英文制定。如中文本與英文本存在任何歧異，概

以中文本為準。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守則由首頁所說明之生效日起執行，由法律合規部根據需要適時

作出修訂並提交風險管理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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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舉報表格樣本 

若  閣下欲作書面舉報，請使用本舉報表格。請於填寫下表前清楚閱讀本舉報守則。 

致：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法律合規部/人力資源部/審計部/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分管人力資源

部/法律合規部的領導 （請選其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68 號 

    萬宜大厦 9 樓 

私人及機密文件 

舉報者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 

 
匿名或身份不名人士的報告，將不予回覆。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報詳情： 
請提供舉報的詳情資料：有涉及人士的姓名(如知悉)、日期及地點，關注原因及性質(如有需要，

請另紙填寫)，目擊者或見證人，連同任何證據（例如：有關文件、電郵或電話錄音等）。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所有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與你所告知的舉報事件直接有關的用途。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將由交銀國際

持有及予以保密，並可能會轉移給本集團因處理本個案而接觸的人士或機構，包括其他有關人士或機構，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亦可能會披露予執法機構或其他相關單位。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如適用），

你有權查閱及更正交銀國際所持有你的個人資料。如你希望行使此等權利，有關要求須以書面形式提出，

並致函至交銀國際法律合規部或其他相關部門列於本表格樣本之香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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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信息來源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企業融資顧問操守準則》 

《基金經理操守準則》 

《證券及期貨條例》 

僱傭條例 

僱員補償條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使用顯示屏幕設備）規例 

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種族歧視條例 

稅務資料-個別人士 

強積金條例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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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