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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章 

透明度和反腐败 

A 节：定义 

第 26.1 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在履行公务方面作为或不作为包括对公职人员职务的任何使用，

无论是否属该公职人员授权权限之内； 

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指适用于一般属于行政裁定或解释范围的所

有人员和事实情况且形成行为准则的一行政裁定或解释，但不包

括： 

(a) 在行政或准司法程序中作出的适用于一具体案件中

另一缔约方一特定人、货物或服务的决定或裁定；

或 

(b) 对一特定行为或做法作出的裁定； 

外国公职人员指在一外国的任何层级政府中担任立法、行政、行

政管理或司法职务的任何人，无论经任命或经选举、永久还是临

时、有报酬还是无报酬，且与该人的资历无关；以及为一外国的

任何层级政府，包括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履行一项公共职能的

任何人； 

公共国际组织官员指国际职员或经一公共国际组织授权而代表其

行事的任何人；以及 

公职人员指： 

(a) 担任一缔约方中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司法职务

的任何人，无论经任命还是经选举、长期还是临

时、有报酬还是无报酬，且与该人的资历无关； 

(b) 按一缔约方法律下所定义的并在该缔约方法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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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域所适用的，为该缔约方履行一项公共职能，

包括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或提供一项公共服务的

任何其他人；或 

(c) 根据一缔约方法律定义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

人。1 

B 节：透明度 

第 26.2 条 公布 

1. 每一缔约方应保证迅速公布其有关本协定所涵盖任何事项

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程序和行政裁定，或以可使利害关系人

和缔约方知晓的其他方式提供。 

2. 在可能的限度内，每一缔约方应： 

(a) 提交公布其拟采取的第 1 款中所指任何措施；及 

(b) 向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缔约方提供合理机会对这些拟

议措施进行评论。 

3. 在可能的限度内，在引入或修改第 1 款中所指的法律、法

规或程序时，每一缔约方应努力在这些法律、法规或程序依照其

法律制度以拟议形式或最终形式公开提供之日与其生效之日之间

提供一合理期限。 

4. 对于一缔约方中央一级政府与本协定所涵盖任何事项相关

的、有可能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或投资且依照第 2 款(a)项予以公

布的一拟议的普遍适用的法规2，每一缔约方应： 

(a) 在一官方公报或一官方网站上公布该拟议法规，最

好选择在线方式并汇总至一单一门户站点； 

 
1 对于美国，C 节中的义务不得适用于美国联邦刑法管辖权之外的行为，只要这些义务包含

预防性措施，应仅适用于管辖联邦、州和地区官员的联邦法律所涵盖的措施。 

2 一缔约方可在符合其法律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公布一政策提案、讨论文件、法规摘要或包

含足够详细内容的其他文件，以充分告知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缔约方其贸易或投资利益是否

受到影响及如何受到影响，以遵守其在本条下与一拟议法规相关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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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努力在下列时限公布该拟议法规： 

(i) 不迟于评论到期日期前 60 天；或 

(ii) 在评论到期日期前的另一期限内，为一利害

关系人提供充分时间以评估该拟议法规并编

写和提交评论； 

(c) 在可能的限度内，在根据(a)项公布的内容中包括对

该拟议法规的目的和理由的说明；以及 

(d) 考虑在评议期内收到的意见，并鼓励最好在一官方

网站或在线公报中对拟议法规作出的任何实质性修

改作出说明。 

5. 对于其中央一级政府通过的有关本协定所涵盖任何事项并

依照第 1 款予以公布的一普遍适用的法规，每一缔约方应： 

(a) 迅速在单一官方网站或全国发行的官方公报中公布

该法规；及 

(b) 如适当，在公布内容中包括对该法规目的和理由的

说明。 

第 26.3 条 行政程序 

为以一致、公正和合理的方式管理有关本协定所涵盖任何

事项的所有普遍适用的措施，每一缔约方应保证在对特定情况下

另一缔约方的特定人、货物或服务适用第 26.2.1 条(公布)中所指

措施的行政程序中： 

(a) 只要可能，向直接受一程序影响的另一缔约方的人

依照其国内程序提供关于程序启动时间的合理通

知，包括对该程序性质的描述、关于该程序据以启

动的法律授权的声明以及关于任何所涉问题的概

述； 

(b) 在时间、程序的性质以及公共利益允许的情况下，

向直接受到一程序影响的另一缔约方的人提供合理

机会，以便在采取任何最终行政行动前，使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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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其立场的事实和论据；以及 

(c) 该程序符合其法律。 

第 26.4 条 复审和上诉3 

1. 每一缔约方应建立或设立司法、准司法或行政法庭或程

序，以进行迅速复审，且如确有必要，纠正有关本协定所涵盖任

何事项的最终行政行为。这些法庭应公正且独立于受委托负责行

政执行的机构或机关，且不得在有关事项的结果中拥有任何实际

利益。 

2. 每一缔约方应保证，对于第 1 款中所指的法庭或程序，程

序的当事方被给予下列权利： 

(a) 为支持其各自立场或对其各自立场进行辩护的合理

机会；及 

(b) 根据证据和提交的记录，或如法律要求，根据相关

机关编写的记录作出一决定。 

3. 每一缔约方应保证，在可按其法律中所规定的进行上诉或

进一步复审的情况下，第 2 款(b)项中所指的决定应由负责争议行

政行为的机构或机关执行，并管辖该机构或机关的实践。 

第 26.5 条 信息的提供 

1. 如一缔约方认为任何拟议或实际措施可能实质影响本协定

的运用或在其他方面实质影响另一缔约方在本协定项下的利益，

则该缔约方应在可能的限度内向该另一缔约方告知该拟议或实际

措施。 

2. 应另一缔约方请求，一缔约方应迅速对提出请求的缔约方

认为可能影响本协定运用的任何拟议或实际措施提供信息并答复

问题，无论提出请求的缔约方以往是否已获知该措施。 

 
3 为进一步明确，复审不包括对实体问题的(重新)审查，并可采取普通法司法审查的形式。

对最终行政行为的纠正可包括移交采取该行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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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缔约方可通过其联络点向其他缔约方转达根据本条提出

的任何请求或提供信息。 

4. 根据本条提供的任何信息不得影响所涉措施是否符合本协

定。 

C 节：反腐败 

第 26.6 条 范围 

1. 缔约方确认决心消除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贿赂和腐败。认

识到在公有和私有部门内均建立诚信的必要性且每一部门在此方

面均负有互补责任，缔约方确认遵守订于 2007 年 7 月的《APEC

公职人员行为准则》，并鼓励遵守订于 2007 年 9 月《APEC 商业

行为准则：私有部门商业诚信与透明度准则》。 

2. 本节的范围仅限于消除与本协定所涵盖任何事项相关的贿

赂和腐败的措施。 

3. 缔约方认识到，依照本节采用或维持的关于违法行为的描

述，以及关于界定行为合法性的适用法律抗辩或法律规则的描

述，为每一缔约方的法律所保留，且这些违法行为应依照每一缔

约方的法律进行起诉和处罚。 

4. 每一缔约方应批准或加入 2003 年 10 月 31 日订于纽约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 

第 26.7 条 打击腐败的措施 

1. 每一缔约方应采用或维持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其管

辖权范围内的任何人在影响国际贸易或投资的事项中故意实施的

下列行为确定为其法律项下的刑事犯罪：4  

(a) 直接或间接向一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

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或其他人或实体一项不当利益，
 

4 如一缔约方不属 1997 年 11 月 21 日订于巴黎的《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

人员行为的公约》及其附件的参加方，则其可通过将在(a)项、(b)项和(c)项所描述的确定

“在履行他或她的公务方面”的犯罪行为替换为“在执行他或她的公务过程中”而满足在上述

三项中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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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公职人员在履行或执行他或她的公务方面作为

或不作为； 

(b) 一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其他人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

取或收受一项不当利益，使该官员在履行或执行他

或她的公务方面作为或不作为； 

(c) 直接或间接向一外国公职人员或一公共国际组织的

官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或

其他人或实体一项不当利益，5使该官员在履行或

执行他或她的公务方面作为或不作为，以便在开展

国际商业务方面获得或保留商业或其他不当利益；

以及 

(d) 在从事(a)项至(c)项中所述任何犯罪中的协助或教

唆，或共谋6行为。 

2. 每一缔约方应使第 1 款或第 5 款中所述一犯罪行为可受到

考虑其严重性的制裁。 

3. 每一缔约方应采取或维持与其法律原则相一致的必要措

施，确定法人对第 1 款或第 5 款中所述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责任。

特别是，每一缔约方应保证对第 1 款或第 5 款中所述违法行为承

担责任的法人应受到有效、适当且具劝戒作用的刑事或非刑事制

裁，包括金钱制裁。 

4. 任何缔约方不得允许其管辖权范围内的人从税款中扣除因

第 1 款中所述一违法行为而发生的费用。 

5. 为预防腐败，每一缔约方应依照其法律法规，采取或维持

关于账目管理、财务决算披露以及会计和审计标准的必要措施，

以禁止下列为从事第 1 款中所述任何违法行为而采取的行动： 

 
 

5 为进一步明确，一缔约方可在其法律中规定，如该利益为外国公职人员的国家的成文法或

法规，包括判例法中所规定或所要求，则不属违法行为。缔约方确认其并不认可此类成文

法或法规。 

6 缔约方可通过其法律制度中的适用概念，包括非法结社，以满足关于共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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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立账外账； 

(b) 从事账外或性质不明的交易活动； 

(c) 记录未发生的支出； 

(d) 记录对其对象无正确说明的债务； 

(e) 使用虚假单据；以及 

(f) 故意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前销毁账目。7 

6. 每一缔约方均应考虑采取或维持措施，以保护善意且有合

理理由向主管机关报告有关第 1 条或第 5 条中所述违法行为事实

的人避免受到任何不公正待遇。 

第 26.8 条 促进公职人员廉正 

1. 为打击影响贸易和投资事项中的腐败，每一缔约方，除其

他外，应促进其公职人员的廉正、诚实和责任心。为此，每一缔

约方应依照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努力采取或维持： 

(a) 关于对担任被认为特别容易发生腐败的公共职位的

人员规定适当选拔和培训程序的措施，如适当，将

相关人员轮换到其他岗位； 

(b) 提高在执行公共职能过程中公职人员行为透明度的

措施； 

(c) 确定和管理公职人员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适当政

策和程序； 

(d) 关于要求高级和其他适当公职人员就其可能导致与

其作为公职人员的职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外部活动、

雇佣、投资、资产、贵重礼物或利益向适当主管机

关进行申报的措施；以及 

 
7 对于美国，这一承诺仅适用于根据《美国法典》第 15 编第 781 节对一类证券进行登记的

发行人，或在其他方面被要求根据《美国法典》第 15 编第 780 节(d)款提交报告的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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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关于便利公职人员向适当主管机关报告腐败行为的

措施，如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