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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購欺詐與腐敗 防患於未然
企業在采購環節可能會面臨欺詐與腐敗的風
險。這將會對其聲譽及財務造成十分嚴重的損
害。隨着越來越多的公司選擇亞洲地區的供應
商，采購環節發生欺詐與腐敗的現象也相應增
多。
收取不正當的退款、回扣，及與不可靠的供貨
商發生業務關系等問題均十分常見。即使公司
能夠采納或實施有序的管控措施來減少此類事
件的發生，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遭遇此種欺詐腐
敗的風險。
在采購環節中發生欺詐和腐敗不僅不易被察
覺，同時很難被證實或成功起訴。此類事件往
往被內部處理，公司會默許受牽涉的員工“自
動請辭”，但其名譽也不會受損。
在正常的商業環節中，高風險的欺詐環境往往
有以下三個要素：具有被迫進行欺詐行為的環
境壓力，具備欺詐的機會，以及具有將欺詐行
為合理化的借口。這些要素會因經濟的惡化而
更為明顯。全球金融海嘯的爆發也誘使越來越
多的欺詐行為浮現，同時，為了達至和維持過
往雙位數字的增長速度，企業面臨着更大的壓
力。而這種經濟低迷時期的心態可能誘發更多
的欺詐活動。
通常，員工在被要求行賄或收受賄賂時會自問
以下三個問題：
•• 行賄或收受賄賂的利益是否多於這份工作帶
給我的利益？
•• 我是否會因此而被捕？
•• 這樣做是否正確？
員工行賄時，賄款必然不會由相關員工承擔而
是出自公司的賬目。這種做法一般意味着兩
點：第一，涉及的相關員工會通過欺詐行為來
假造或隱瞞所支付的賄賂款項；第二，他們需
要其他人的參與來規避內部控制的監管。

在中國，還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欺詐風險。來華
投資者往往不得不面對更長的供應鏈、截然不
同的經濟氣候、陌生的貿易方式以及語言和文
化上的隔閡。
本文將重點介紹一個可供企業來管理上述風險
的方案，它不僅僅只是通過設立適當的企業管
治措施就能夠實現的。
在供應鏈各環節中，工作人員進行采購欺詐的
機會有很多。從采購到分銷，無論是內部員工
還是外部的供貨商、分銷商和競爭對手均有機
會進行欺詐。欺詐的范圍從開立虛假發票、收
受賄賂與回扣到庫存失竊及生產劣質產品等不
一。

需要提請注意的一些危險信號包括：
•• 賬目記錄不全或完全不存在帳目記錄;
•• 價高質次的產品；
•• 被供貨商過度款待的采購人員；
•• 采購人員與供貨商之間的溝通存在異常，如
通過手機或手機之間的短信進行溝通，而不
是平日辦公室裡使用的座機
•• 采購人員在同意實施審計之前要求延長通知
期；以及
•• 與專橫的本地供貨商打交道的經驗不足的
買家—尤其是那些在亞洲地區營運業務的企
業。
雖然企業自身無法完全消除欺詐風險，但可通
過適當的辦法盡量減少其發生的機率：

樹立正確的企業文化
雖然在亞洲某些地區，賄賂行為可能被視為商
業文化的一部分，但若組織機構容許賄賂風氣
存在的話，則遲早會淪為監管機關與企業投資
者的眾矢之的。
因此在組織內部建立正確的道德要求至關重
要，同理，將此種道德要求傳達給業務合作伙
伴的重要性亦然。針對不同的國家制定具體的
行為守則與道德政策十分必要。它們應當符合
實際、易於理解，且便於每位員工獲知。高
管人員如能積極主動制定並頒布這些政策，針
對欺詐或不道德的行為建立組織內部的道德要
求，便能夠推動懲戒機制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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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傭合適的員工
雖然采購與會計系統能夠自動生成信息，但這
些過程仍受到人為操控。在中國這種情況尤其
突出，因為大量數據都是手工輸入，從而提供
了欺詐行為滋生的土壤。
為盡量減少個人對各業務流程的控制，應推行
職責分離，從而不至於使某些個人有權操控整
個交易流程。
因此，如果要使流程正常運轉，雇傭合適的員
工並提供相關的培訓也十分必要。

評估內控
為降低欺詐風險，應該抱着懷疑的態度對待現
有的控制措施、衡量標准以及政策程序，因為
外方經理往往只被告知“本地做法歷來如此”。於
是他們就對此束之高閣，直到問題出現。
識別欺詐，必須了解風險。通過識別控制系統
的內部風險，可以對易發生欺詐的領域加以強
調並予以糾正。然而，即使是設計最為嚴謹、
控制十分嚴格的體系也可能被鑽空子。當個人
知道自己不會受到問責，或與之串通的團伙可
利用既得資源掩蓋其欺詐行為從而操控系統
時，往往在采購過程中會發生欺詐行為。

主動監控控制系統
如果忽視評估和改進後的內控系統，則此評估
和改進就會喪失意義。隨着業務流程的發展，
管控系統理應隨之發展。組織機構必須建立一
個能夠測評准確性與功能性的控制評估程序。
制定欺詐應對計劃
欺詐事件發生的時機不僅無法預測，甚至可能
在最不該出現的時候發生。企業應未雨綢繆，
出台欺詐應對計劃。
了解你的供貨商
開展背景與誠信盡職審查可以監督自己的制造
商是否信譽良好，同時發現制造商的利益取
向、參與的協會，相關聯各方以及潛在的利益
沖突。
核查每個供貨商的財務穩定性亦至關重要，尤
其是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更應如此。最理想
的情況應該包括核查供貨商的財務業績，確保
其財務狀況穩定，並能夠履行合同中承諾的事
項。

此外，核查薪資成本與員工人數可能會凸顯繳
付不足、人浮於事、非法加班以及雇用童工等
問題。
供貨商一旦選定，就必須定期接受盡職調查，
以確保符合法律與監管的要求。

管理分包商
隨着供應鏈的延伸與利潤空間的一再壓縮，供
應商往往被迫尋求越來越多的分包服務。近期
發生的制造業丑聞以及由此導致的大規模產品
召回事件表明，除非企業對制造流程有足夠的
可視度與控制力，否則將會面對很大的風險：
名牌產品的生產設備有可能極差、或其用於產
品生產的是劣質原料。
監控采購流程
必須定期施行質量檢查 - 而突擊檢查往往會得
到一些令人震驚的事實。通過檢查被質檢員退
回的低質產品的數量與廠家，可使某些員工的
反常行為現形。

而確保供貨商具備所需的生產能力亦十分關
鍵。在中國很多情況下，供貨商是將生產轉給
分包商 - 有時甚至層層分包給下級分包商。此
情況都不為買家所知。德勤近期進行的一項調
查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制造商對分包商
進行“全面的監控”，而百分之四十九進行“
部分監控”
，百分之十六僅進行“很少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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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況下“天高皇帝遠”這一俗語在中國描
述的確是一種事實。例如，某中國供貨商負責
為國外某企業供應成品，一般此供貨商受到監
督的可能性很低，甚至沒有。供貨商可能藉此
采取一些與買方利益相悖的方法，例如：
•• 生產偽劣產品
•• 以低價出售成品
•• 將制造流程轉包給第三方
•• 賄賂政府官員，避免因違反監管要求而受到
制裁
•• 財務報告舞弊
•• 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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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建立適當的倉儲與分銷中心亦十分重要。
通過定期清點庫存來減少發生失竊的機會。
如果未實施適當的預防與檢測措施，企業可能
會蒙受營收與利潤的損失。需要對未交付產
品、同一訂單的重復交付產品、購買訂單與交
付產品之間的差異進行例行檢查，以降低欺詐
風險。
防患於未然。企業往往需要為其欺詐的曝光支
付大額的罰金，並致使其聲譽和信用受損。與
前者相比，因欺詐曝光所蒙受的聲譽和信用損
失通常是無法彌補的，企業要為此付出巨大的
代價。
亞洲的貿易環境提供了眾多的商業機會。為了
充分開發利用此類機會，投資者必須保持警
惕，以審慎的態度追取每個商業機遇。一旦投
資形成，投資人需要不僅對采購環節而且對整
個企業主動進行問責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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