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報貪污賄賂及諮詢服務

在香港，任何人士可利用以下途徑向香港廉政

公署舉報或查詢，所有投訴及諮詢均予以保密：

電話：	852-2526-6366（24小時）

郵遞：	香港郵政信箱1000號

親臨：	香港北角渣華道303號地下香港廉政公

署舉報中心（24小時）或各香港廉政公

署分區辦事處 ( 見表一 )

香港印刷業商會

075「UPM 雅光」90克

行業動態

堅定實踐  求助有門
粵港澳政府及有關支援機構的防貪服務

■	資料來源：香港廉政公署、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及澳門廉政公署

	 	 	 	 	 	 《「誠信守法可創富」粵港澳中小企業防貪指引》

中小企業若遇到貪污賄賂的問題，必須當機立斷，立即

向當地有關部門舉報，以儆效尤，切勿知而不行，畏首

畏尾，助長歪風。廣東省人民檢察院、香港廉政公署及

澳門廉政公署，致力協助營商者推行防貪措施及相關教

育工作，且分別設有便捷渠道接受貪污賄賂舉報，讓跨

境經營的中小企業求助有門。

香港

如欲查詢香港廉政公署服務的最新資料，

可瀏覽該署網站（www.icac.org.hk）或

電郵至 crd@icac.org.hk 聯絡。基於保安

理由，請勿以電郵方式舉報貪污賄賂。

辦事處 聯絡方法

東港島辦事處
（灣仔、東區）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01號
東華大廈地下

電話：852-2519-6555

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中西區、南區、離島）

地址：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24號
海港商業大廈地下

電話：	852-2543-0000

東九龍及西貢辦事處
（觀塘、黃大仙、西貢）

地址：	九龍藍田啟田道67號啟田
大廈地下4號

電話：	852-2756-3300

西九龍辦事處
（九龍城、油尖旺、
深水埗）

地址：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34-
436號彌敦商務大廈地下

電話：	852-2780-8080

新界東辦事處
（沙田、大埔、北區）

地址：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
政府合署地下 G06-G13室

電話：	852-2606-1144

新界西南辦事處
（荃灣、葵青）

地址：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00-
350號荃錦中心地下 B1號

電話：	852-2493-7733

新界西北辦事處
（元朗、屯門）

地址：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
230號富興大廈地下

電話：	852-2459-0459

香港廉政公署分區辦事處表一



防貪教育服務
香港道德發展中心

■	香港道德發展中心是一家非牟利機構，由香

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創辦。

■	是應商界的要求於1995年5月成立。

■	旨在於香港長遠推廣商業道德。

■	協助企業：

	 ˙	推廣誠信企業文化及良好公司管治。

	 ˙	減低因貪污賄賂、詐騙及舞弊行為而招致

的損失。

	 ˙	加強顧客、供應商及僱員對機構的信任和

忠誠，提升利潤及生產力。

■	香港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負責指導中心的工

作。委員會主席及成員包括來自香港六大主

要商會的代表︰

	 ˙	香港工業總會

	 ˙	香港美國商會

	 ˙	香港中華總商會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	香港總商會

■	中心由經驗豐富的職員提供企業誠信管理的

顧問服務︰

	 ˙	商業及專業道德培訓

	 ˙	行為守則

	 ˙	道德實務指引

	 ˙	商業及專業道德教材

■	中心舉辦各種活動，廣泛推廣誠信管理及最

佳工作常規：

	 ˙	研討會	

	 ˙	持續專業發展課程

	 ˙	培訓人員工作坊

	 ˙	國際會議

■	中心設有資源中心和網站，提供與道德相關

的參考資料。

■	聯絡方法：

	 地址︰香港北角渣華道303號8樓

	 電話︰852-2587-9812

	 傳真︰852-2519-7762

	 電郵︰ hkedc@crd.icac.org.hk

	 網址︰www.hkedc.icac.hk

防止貪污處

私營機構顧問組

■	提供免費及保密的防貪服務，改善採購、物

料管理、銷售、會計、人事管理及資料系

統保安等制度，加強系統控制，預防貪污賄

賂。

■	因應客戶所需，提供適當的防貪建議。

■	於兩個工作天內回應客戶的服務要求；並對

公司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

■	公司絕對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及如何採用所提

供的防貪建議。

■	聯絡方法：

	 地址︰香港北角渣華道303號5樓

	 電話︰852-2526-6363

	 傳真︰852-2522-0505

	 電郵︰ asg@cpd.icac.org.hk

舉報貪污賄賂服務

在內地，任何人士發現貪污賄賂行為，可以通

過網上、電話、信函或親臨的方式，向紀律檢

查委員會、監察部門和檢察機關舉報。政府鼓

勵實名舉報，舉報內容保密。其中，廣東省人

民檢察院及各市檢察院、檢察分院舉報電話為

各地區號後加12309，其具體地址、區號和郵

編詳見表二。

香港印刷業商會

076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91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行業動態

廣東省



機構名稱 地址 國內撥號 國際撥號 郵遞區號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廣州市珠江新城華強路 020 8620 510623

廣州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廣州市黃埔大道西66號 020 8620 510623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深圳市羅湖區紅嶺北路1008號 0755 86755 510823

珠海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珠海市香洲區香華路166號 0756 86756 519000

汕頭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汕頭市黃山路28號 0754 86754 515041

韶關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韶關市武江區工業西路71號 0751 86751 512028

河源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河源市新市區建設大道東7號 0762 86762 517000

梅州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梅州市梅龍路20號 0753 86753 514021

惠州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惠州市惠城區三新南路10號 0752 86752 516003

汕尾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汕尾市城區騰飛路 0660 86660 516600

東莞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東莞市東城西路185號 0769 86769 523129

中山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中山市東區興中道12號 0760 86760 528403

江門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江門市簧莊大道100號 0750 86750 529000

佛山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佛山市禪城區湖景路28號 0757 86757 528000

陽江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陽江市東風三路103號 0662 86662 529500

湛江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湛江市赤坎區人民大道北35號 0759 86759 524032

茂名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茂名市迎賓三路173號大院 0668 86668 525000

肇慶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肇慶市端州三路37號 0758 86758 526060

雲浮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雲浮市市區天鵝小區 0766 86766 527300

清遠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清遠市新城連江路15號 0763 86763 511515

潮州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潮州市湘橋區城新西路91號 0768 86768 521000

揭陽市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 揭陽市東山區新河路南端西側 0663 86663 522000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廣州鐵路
運輸檢察分院舉報中心

廣州市中山一路151號大院 020 8620 510088

廣東省各地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表二

香港印刷業商會

077「UPM 雅光」90克



防貪教育服務

由內地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提供：

■	免費防貪講座，宣傳守法觀念，倡導誠信精

神。

■	免費防貪培訓，對公司各級管理人員進行系

統教導，遵守制度，依法行事。

■	免費諮詢服務，根據公司需求，通過類案分

析，依據法律法規政策，提供公司業務順利

發展的建議。

■	免費受理行賄犯罪檔案查詢，遠離貪賄。

聯絡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

電話：	86-20-8711-8432

傳真：	86-20-8711-8432

電郵：	gdjcyfc@sina.com

舉報貪污賄賂、行政違法
及諮詢服務

在澳門如懷疑或發現任何貪污賄賂、行政違法

行為，可透過以下方式與澳門廉政公署聯絡：

24小時舉報熱線：853-2836-1212

行政申訴專線：853-2828-6606

電郵：	ccac@ccac.org.mo

郵遞：	廉政公署總部（澳門冼星海大馬路金龍

中心17樓）

親臨：	澳門廉政公署投訴中心（澳門宋玉生廣

場皇朝廣場14樓）

如欲查詢澳門廉政公署服務的最新資料，可瀏

覽澳門廉政公署網站（www.ccac.org.mo）。

防貪教育服務

澳門廉政公署可免費提供以下服務︰

1.	 防貪講座，講解澳門的反貪污賄賂法律制

度，有意者可聯絡澳門廉政公署社區關係廳

預約安排︰

	 電話：853-2832-6300

	 傳真：853-2872-7906

	 電郵：ccac@ccac.org.mo

2.	 防貪諮詢，因應要求提供防貪建議，有意者

可透過以下方式向澳門廉政公署提出︰

	 行政申訴專線：853	-	2828-6606

	 傳真：853-2836-2336

	 電郵：ccac@ccac.org.mo

社區辦事處 聯絡方法

黑沙環社區辦事處 地址：	澳門黑沙環勞動節
街68-72號裕華大
廈地下

電話：	853-2845-3636

傳真：	853-2845-3611

辦公時間：09:00–19:00

	 （周六、日及公
眾假期休息）

氹仔社區辦事處 地址：	氹仔南京街濠庭都
會第四座地下 C 舖

電話：	853-2836-3636

傳真：	853-2884-3344

辦公時間：	16:00–20:00

	 （周六、日及公
眾假期休息）

澳門廉政公署社區辦事處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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