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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育呈现最佳的我们. 在所有体育赛事中荣誉和公平是不可或缺的, 它让我们可以尽
情地享受比赛。
但体育运动给世界各地数十亿体育迷带来的欢乐也很容易因为比赛造假等扭曲事件
而受到损害。腐败和跨国犯罪组织介入体育赛事破坏了人们对比赛结果的信任, 也损
害其声誉。除此之外，比赛造假所带来的庞大利润更可能涉及到其他非法活动。
解决这些威胁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多个利益攸关方。再加上提升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
的能力，以运用包括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各界人士的丰富专业知识。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更致力于加强并促进体育的廉洁性和善政。
我们与国际体育安全中心（ICSS）合作制定了此实践指南，目的是让它成为一份能
够帮助侦查人员调查比赛造假的实用资源。
本指南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基础，为执法
机构打击比赛造假一事提供法律框架，并为支持对抗比赛造假的体育组织和其他相
关方提供各地都接受的参考论点。
本实践指南中所提出的案例研究和实际调查技术为那些期待在此新颖却日益重要的
领域里提高其知识和侦查技能的人, 提供了极重要又实用的依据。
在表示对抗此威胁的决心和能力后，各国和体育组织便可以维护体育运动的廉洁性
和体育运动的完整性。我期望本实践指南能够更进一步地推动此成就。

Yury Fedotov
执行董事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前言
维护体育运动，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后代的教育提供这份特殊的工具。可悲的是，腐
败、贿赂、诈欺、撒谎和暴力不断上演, 变得司空见惯。
目前体育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比赛造假。这让犯罪分子变得更加富有，同时
也往往牺牲掉弱势运动员或裁判。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是一个坚持反对比赛造假威胁之立场的组
织，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
结合我们的力量和经验，国际体育安全中心（ICSS）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UNODC）正努力创造一个无体育犯罪的未来。
我们很荣幸地在此向您介绍我们共同实践的第一份成果：UNODC- ICSS 比赛造假调
查最佳实践指南。
这份宝贵的资源将会成为那些面对体育犯罪的人的良师益友与助手。它也协助那些
拥有绝佳勇气的人来共同帮忙抓住诈欺犯。
本实践指南是体育界的一份礼物，希望能够指引国际联合会、执法机构和其他国际
组织更容易侦测、调查并起诉比赛造假。
通过比赛造假调查 A 到 Z 的详细解释，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这份 UNODC-ICSS 共
同合作的资源是创造体育廉洁未来的一个重大贡献。
本中心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会持续合作，我们为能够真正地支持并对抗
全世界体育比赛造假而高兴，并期望看到这份资源被世界各地广泛应用。
这只是旅程的开始，希望你们也能加入我们。

Mohammed Hanzab
主席
国际体育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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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造假总概述

A.

序言

运动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牵动着竞争当下的刺激感和不可预测的结果，以及
运动员和其他参加者 1 的技能和决心。更重要的是，运动已被证明拥有社会凝聚和教
2
育 的力量。
体育运动须按照廉洁的价值性与公平的竞争方式来进行。然而，运动比赛的廉洁性和
一般体育完整性的含义已日渐受到比赛造假的严重威胁。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这个威
胁不断扩大，其中包括个人的贪婪、体育部门的薄弱管理结构、容易开发的全球开放
性赌博市场、执法机构未能优先受理比赛造假的威胁, 以及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利用体
育来提高自己的利益。
本实践指南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兴趣了解比赛造假威胁, 以及想要寻求实际解决方法
的人员所编写。因此，它的主要用途是帮助负责侦查比赛造假指控的执法机构和体育
组织的侦查人员。此外，本实践指南的内容还包含可能对检察官、司法部门、决策者
和立法者等重要的资讯。
本指南力求为读者提供侦查比赛造假所需的工具和方法。也提供给他们面对特定情
况时的最佳做法，并强调法律框架和背景资讯，以便能够更了解比赛造假, 以及如何
从一般角度去解决它。
本实践指南分为三个特有的部分，并包括详细的附件。按照读者的需求, 可以整体或
各自单独阅读。

1

“打击比赛造假和非法/非正常赌博犯罪的方法：全面视角”,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
事
处
，
2013
年
7
月
www.unodc.org/documents/
corruption/Publications/2013/Criminalization_approaches_to_combat_match-fixing.pdf

2
“体育赌博和腐败：如何维护体育的完整性”, IRIS, 索尔福德大学, Cabinet Praxes-Avocats & CCLS (北京大
学), 2012 年 2 月 www.spordiinfo.ee/est/g22s355

1

2

比赛造假调查最佳实践指南

鉴于比赛造假调查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并无强而有力的规范、方法或协定，因此
本实践指南力求为读者提供可适用于相关执法机构、体育组织或其他有关机构具体
情况的工具和方法 。
在许多国家 3 中，比赛造假构成犯罪行为，违反了许多体育管理机构的内部规则、法
规和行为准则，因此受制于纪律规范。此外，目前普遍被接受的情况是，比赛造假是
现代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腐败现象，其中还涉及到各国和跨国犯罪组织，需要藉由多个
利益攸关方以全面且一致性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以此目的，国际文书，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成为促
进各国间合作的国际法律基础和框架，并要求已成为这些公约的缔约国落实其义务,
建立法律并制定相关的程序, 以预防、侦查并起诉一切腐败和跨国犯罪组织。
由于这些公约受到全世界大部分人的支持, 而且与比赛造假有直接关联性，因此反腐
败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建立了本实践指南的框架。专家若有效地运用这些如
同工具的公约，可以加强国内打击比赛造假的措施，在广义上也可以帮助打击犯罪和
腐败。特别是，反腐败公约乃是缔约国于 2015 年 11 月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举行的
第六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上所强调的, 在第 7 段第 6/6 号决议, 题为“马拉
喀什预防腐败宣言的后续行动” 。
“认识保护体育廉洁的重要性, 促进体育方面的善政, 减轻全球体育界面临的腐败
风险, 请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伙伴和捐助方合作，继续发展研究、培训
数据、 指南和工具，使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能够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措施，并
确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这方面已实行的工作，尤其是与国际奥林
4
匹克委员会和国际体育安全中心所发展的研究和指南 ” 。
比赛造假有两种主要的形式：:
( a ) 与赌博有关的比赛造假形式
当体育圈外人员利用合法和非法混合的体育博彩平台进行非法金融收益, 并将所
获取的利润按照比例与体育圈内负责现场操控的人员分享。

3

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2013/Criminalization_approaches_to_combat_match-fixing.pdf
2015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报告, 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发布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COSP/session6/V1508646e.pdf
4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述

或者，这种比赛造假的形式也可能由参与的运动员策划并控制，他们可以自己下
注或者说服他人代表他们这么做。
当比赛造假赌博是在合法赌博市场上进行下注，或者是在有力的监管国家里进
行下注时，则有利于侦查人员取得交易的数据和证据。这是因为这些持有执照的
赌博业者必须受制于赌博透明化和诚信的标准。
与比赛造假有关的赌博也与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有关，包括洗钱、人口贩运、逃
税、人身恐吓与暴力、欺诈、贿赂和勒索等。它也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筹集资金以
进行其他更有利可图/严重的犯罪手段。
( b ) 以体育为动机的比赛造假形式
这是与体育原因有关的比赛造假，与赌博无关，不太可能涉及犯罪。然而，通常
之中会至少存在一个间接的金钱利益。这种类型的比赛造假其动机可能是俱乐
部的财务生存办法（例如: 在一个球季结束时，排名较高的球队会收到一笔输球
5
的钱，这样和他们对打且排名较低的球队就不会被降级） 或提高锦标赛进级的
6
机会（如 2012 年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锦标赛的情况） [见第一章第 B.2 节 - 案
例研究：2012 年奥运会羽毛球造假操控]。
也就是说，必须注意那些发现了这种以体育为动机而操控比赛的其他人, 可能会
利用这种“内线消息”到赌博市场下注以赚取利润。一般来说，与体育为动机的比
赛造假调查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没有了赌博的证据，就很难证明其犯罪行为。
另一个因体育原因而操控比赛的后果是，所涉及的人员可能因此而受到攻击, 而真正
的操控者却佼幸逃过。

B. 何谓比赛造假?
1. 定义重点
当前有许多可使用的比赛造假定义。然而，就本实践指南而言，应使用欧洲理事会在
体育竞赛操纵公约（也称为“马克林公约”）里的定义，因为它是国际上最广为人知也
最令人接受的定义：
“对体育比赛的操纵意思是指一种刻意安排，为了不正当地改变体育比赛的结果
或进程目的而行为或不行为，以变更上述体育竞赛中的全部或部分不可预测性
质，

5
Cheloukhine, S. 2013. “足球比赛造假：组织、结构和警务：俄罗斯的视角”，载于：Haberfeld，M.R.和 Sheehan，
D. eds。国际体育比赛造假：现有流程、执法和预防策略。 瑞士：斯普林格国际出版社，第 113-132 页。

6
Carpenter，K.“比赛造假 - 丑闻，教训和政策发展 2012/13-第 1 部份”，LawInSport，2013 年 3 月 1 日，
www.lawinsport.com/articles/anti-corruption/item/match-fixing-scandals-lessons-policy-developments-2012-13-part-1 [ 最
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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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好处。”7 8 9
符合本定义的具体事件包括：
• 出于任何原因故意输掉比赛或比赛阶段
•
•
•

在比赛结束之前，竞争对手蓄意的表现不当或不恰当地故意退出（这也被
称为摆烂故意输球）89
体育赛事的微操纵（即定点操纵--操控体育比赛的具体内容）
裁判员和/或其他比赛长官故意滥用体育规则

案例研究：篮球裁判向职业赌徒提供内线消息
在美国，国家篮球协会裁判 Tim Donaghy 在联邦监狱服刑 13 个月后，承认自己为一名职
业赌徒提供内线消息以获取金钱，包括他在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仲裁的比赛。
资料来源：Branca，A. “前 NBA 裁判 Tim Donaghy：”有组织的犯罪份子在体育界中永远留有一手“，在线卫报
(The Guardian online)，2015 年 5 月 22 日, www.theguardian.com/sport/2015/may/22/ex-nba-ref-tim-donaghyorganized-will-always-have-a-hand-in-sports

• 场地工作人员利用比赛场地或设备干扰比赛
正如下面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假冒/幽灵比赛的问题也是侦查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尽管滥用内线消息并不严格符合上述定义，因为它不涉及操控事件，但它却是利用不
属于公共领域的体育赛事特有信息来欺骗赌博业者的一种方式。就本实践指南宗旨
而言，当怀疑使用了内线消息进行体育比赛投注时，就被视为是比赛造假的违规行
为。

案例研究：欧洲赌博业者收买了一场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举行的足球比赛结果，
但是这场比赛却从未进行过
2014 年 2 月 3 日，据报道 FC Slutsk 在白俄罗斯超级联赛的下半场进两球, 以 2-1 击败
了备受青睐的 Shakhter Soligorsk。对于曾参加过欧足联欧洲联赛和欧冠联赛的
Shakhter 球队来说，这是一次意外的损失。然而，后来却证实了该场比赛并没有进
行。

7
欧洲理事会之体育竞赛操纵公约，2014 年 9 月 18 日 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215
8
范例 1--网球：当球员被指控故意在球场上表现不佳，其有利可图的可能原因包括本身下注自己的比赛, 或
者仅对收取出场费有兴趣。
(Rizvi, A. “ 网 球 必 须 开 始 举 发 并 羞 辱 那 些 比 赛 造 假 的 人 以 有 效 解 决 问 题 ”, TheNational.ae,
2015 年 8 月 10 日, www.thenational.ae/sport/tennis/tennis-must-start-naming-and-shaming-match-fixers-to-effectivelytackle-the-problem
[
最
后
造
访
时
间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
9
the-pblem
[Last
20 December
2015]).
范例 accessed
2--篮球：在
NBA 联盟球队中，“摆烂”就会被淘汰，这是指控一旦球队无法拿到比赛，他们就会故意
输球，以便在下个球季的选秀中获得更高的选秀权。（Deeks, M. “什么是真正的摆烂，哪一支 NBA 球队真正这么
做了？”，SBNation.com, 2014 年 1 月 10 日，www.sbnation.com/2014/1/10/5266770/nba-draft-lottery-tanking-gm [最后
造访时间 201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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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欧洲赌博公司在收到并确认比赛已进行的结果后，对该结果付了钱。只是后来经调查
过才发现该比赛并没有进行。
这个幽灵比赛在当时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四次案例。据报道，一名曾经在数据汇整公司工作
过的人参加该比赛，彷佛真有比赛似地转播比赛，该名男子涉嫌参与这起比赛操纵案。案
件在本文撰写时仍持续进行中。
资料来源：: http://www.telegraph.co.uk/sport/football/news/1 1421732/Revealed-theghost-game-bet-on-around-the-world...that-never-actually-took-place.htmll

2. 典型状况
体育赛事是由参赛的运动员或由负责保证比赛会按照体育规则进行的比赛长官执行。
这两个团体被认为是体育领域上的直接影响者。然而，体育比赛的结果也可能被第三
方所操控, 例如: 体育俱乐部的代理人或老板，他们可以影响体育比赛发展的环境，可
以被当成间接的影响者。
本节的其余部分会介绍操控体育赛事的不同方式，以及已公布的法律案例，统称为比
赛造假。
在诸如网球、斯诺克台球或羽毛球这样以一对一形式为特征的体育运动中，如果两名
球员合作造假比赛，典型的安排之一是事先商量好哪个球员将赢得比赛或比赛阶段，
例如: 其中一回合或一局。另一个常见的安排是，一名球员通过比赛来提高自己的整
体排名，而其对手则得到一笔奖金作为让步的补偿。最后，另一种典型的手法是球员
在不了解其对手的情况下, 故意输掉比赛或其中一部分比赛（包括在比赛期间以与体
育无关的原因故意退出）。

案例研究：网球运动员通过 Skype 联繋故意输球而被判 5 年的禁赛
在 Guillermo Olaso de la Rica 与网球廉正单位的案件中，一家赌博业者在 2010 年
年底观察到与三项职业男子网球比赛有关的可疑投注模式。在每场比赛中，排名较低
的球员都被打赌会赢。而后到博彩商店下注了 8 个 200 欧元的赌注，即之后可赢得
65,000 欧元的奖金。另外还买了 500 英镑的赌注。赌博业者向网球廉正单位通报此
可疑投注。
其中一场比赛中排名较高的球员是 Guillermo Olaso 先生。他输了那场可疑的比赛，
因此受到网球廉正单位的调查，该单位根据“网球反腐败统一方案”的规定向他提出了
一项腐败罪行和两项未通报腐败做法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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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so 先生接受调查时，网球廉正单位侦查员利用其广泛的权力取得两部行动电话
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从中找到 Olaso 先生和其共犯间在 Skype 的即时通讯息。该
信息极为明显，也是侦查取得成功的关键。
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小组宣布证据确凿，向 Olaso 先生宣判了为期五年的禁赛令, 并
罚款 25,000 美元, 即之前他所获得的金额。
资料来源：CAS 2014/3467 Guillermo Olaso de la Rica v 网球廉正单位, 2014 年 9 月 30 日 www.
tas-cas.org/fileadmin/user_upload/Award_3467 ____ FINAL _ internet.pdf

而像足球这样的团体运动，常见的方法是双方球队或其中一队的球员事先就达成协
议。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比赛造假是商定好哪支球队会赢得比赛、部分比赛或将得
分的分数。
如果只是一支球队或球队中的某些人参与造假，通常会故意输掉一场比赛或部分比
赛阶段和/或操控得分。

案例研究：足球俱乐部的总裁因命令其球队在一场比赛中输球而遭终生禁赛
在 2004/2005 欧洲冠军联赛的第一轮资格赛中，来自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 FK
Pobeda 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 FC Pyunik 竞赛。于 2004 年 7 月 13 日举行的主场比赛, FK
Pobeda 以 1-3 输掉了比赛，重赛时又以 1-1 结束，因而导致 FK Pobeda 被淘汰出局。
在收到完整的比赛结果报告后，欧足联授权一名博彩专家分析那两场比赛相关的下注模式。
专家发现，第一场比赛下注的金额异常地大（相当于正常金额的十倍）。此外，许多庄家在
重赛时都决定不提供下注。
而后专家对下注模式进一步地详细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毫无疑问地这场比赛已被设定造
假，又或者犯罪组织已影响其结果。
2009 年 3 月，欧足联长官就这些比赛的情况盘问了几个人。 2009 年 3 月 29 日，欧足联纪
律监查员提交了一份报告，其结论认为 FK Pobeda 由于其总裁 Zabrcanec 先生的关系而违
反了廉洁和体育精神的原则。而后，欧足联终生禁止 Zabrcanec 先生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
的活动。
经上诉后，体育仲裁法院保持了对 Zabrcanec 先生的判决，因为他们得到证据说, 由于俱乐
部财务状况不佳的原因, Zabrcanec 先生提出了“放弃”比赛，并且在第二场比赛中场休息时，
当时 FK Pobeda 以 1 比 0 领先, 他却说：“他们会杀了我，他们会烧了我的房子”。
资料来源： CAS 2009/A/1920 FK Pobeda, Aleksandar Zabrcanec, Nikolce Zdraveski v. UEFA, 2010 年 4 月
15 日 www.sportialaw.com/biblioteca/xmedia/theme/default/LAUDOSTASCAS2009/CAS_2009-A-1920_FK_
Pobeda-_Aleksandar_Zabrcanec-_Nikolce_Zdraveski_v._UEFA_-_Final_aw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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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队运动中，个人也可能选择造假比赛中的具体元素，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定点操
纵。举板球的例子来说, 在英国举行的一场国际比赛中，涉及了三名巴基斯坦板球员，
这事件说明了造假行为可受到一个或多个关键运动员私下协议的约束，即队长和一
名投球手（见第二章第 L.4 节）10
比赛造假也有可能由裁判和其他比赛长官进行。例如: 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不当地影响比赛结果或比赛内容，如进球数。

案例研究：2010 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前的热身赛，裁判造假比赛
2010 年南非世界杯足球热身赛, 很多在东道国参加国际友谊赛的球队纷纷提出一些指控。
据说，这几场比赛皆受一名由 Football 4U 公司所提供的比赛长官所操控，该公司是一个知
名的比赛操控者 Wilson Raj Perumala 所运营，此举违反了国际足球联合会的道德规范和纪
律法规。
尼日尔共和国的裁判员 Ibrahim Chaibou，是 Perumal 先生在现场的关键影响者，他在不止
一场的热身友谊赛中被聘请造假。据说, 每造假一次比赛, 他和他那些贪污的同事们就可获
得 60,000 至 75,000 美元。对随便一位旁观者来说，Chaibou 先生的判定很令人质疑。 例
如，在南非和危地马拉的比赛中，尽管球根本没有碰到球员的手，他仍然判两次手球犯规处
罚。
资料来源： Hill, D. and Longman, J. "足球比赛造假让世界杯笼罩着阴影“，纽约时报，2014 年 5 月 31 日
www.nytimes.com/2014/06/01/sports/soccer/fixed-matches-cast-shadow-over-world-cup.html?_r=0 [ 最后造访时
间 2015 年 9 月 22 日].
a

Perumal, W.R., Righi, A. 和 Piano, E. 2014 Kelong Kings: 世界上操弄比赛造假最多的高手自白。自费出版。

比赛造假也可能牵扯到体育赛事的其他环境要素，例如设备或比赛的场地干扰。11

Olaso 先生接受调查时，网球廉正单位侦查员利用其广泛的权力取得两部行动电
话和一台笔记型电脑，从中找到 Olaso 先生和其共犯间在 Skype 的即时通讯息。
该信息极为明显，也是侦查取得成功的关键。
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小组宣布证据确凿，向 Olaso 先生宣判了为期五年的禁赛令,
并罚款 25,000 美元, 即之前他所获得的金额。
资料来源：CAS 2014/3467 Guillermo Olaso de la Rica v 网球廉正单位, 2014 年 9 月 30 日 www.
tas-cas.org/fileadmin/user_upload/Award_3467 ____ FINAL _ internet.pdf

10
国际板球委员会 (ICC) v Salman Butt, Mohammed Asif 和 Mohammed Amir, 反腐败独立法庭的裁决，2011 年
2
月
5
日
http://icc-live.s3.amazonaws.com/cms/media/about_docs/518b6fcd97012International%20Cricket%20Council%20v%20Salman%20Butt,%20Mohammad%20Asif%20and%20Mohammad%20Ami
r%20-%20Determination%20of%20the%20independent%20anti-corruption%20tribunal.pdf
11
“国际刑事法院取消 Galle 体育馆馆长 Jayananda Warnaweera 的职务, 由于他违反了国际刑事法院反腐败
法”，
国际刑事法院，
2016 年 1 月 20 日 www.icc-cricket.com/news/2016/media-releases/91553/icc-suspends-galle-stadiumcurator-jayananda-warnaweera-for-breaching-icc-anti-corruption-code [最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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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Charlton Athletic 与 Liverpool 的比赛中，由于干扰者在比赛前三天就在查尔顿运
动场被捕，所以干扰并没有成功。这些被逮捕的男子有 Eng Hwa Lim、Chee Kew Ong 和
Wai Waien Liu, 以及 Charlton 安全人员 Roger Firth, 皆因参与其中而被监禁。
资 料 来 源 ： " 世 界 上 的 比 赛 造 假 — 问 题 和 解 决 方 案 ", Sportradar 安 全 服 务 ， 2014 年
https://security.sportradar.com/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4/12/Sportradar-Security-Services_World-MatchFixing-The-Problem-and-the-Solution1.pdf

赛马是另一个与环境干扰比赛相关的的例子，因为赛马的比赛结果可能会受到对马
匹不当使用药物的影响。药物对马匹的影响可以是提高或抑制马匹的能力。.
在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也有一些赛马案例，人们因为得知某匹马因状态不适或
受伤而无法赢得比赛，因此很多人下注并赢得大笔金钱。

案例研究：赛马比赛中利用内线消息而获取非法利益
2010 年 1 月，一匹名为 Golden Surprice 的赛马参加了在 Wolverhampton 举行的比赛，在
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以为牠会赢得胜利。但在比赛时，该马却跑得不好，最后排名第二。
之后赌博业者说，好几个与马匹相关的人包括马匹主人在内, 都因为下注 Golden Surprice
会输掉比赛而赢得超过 10 万英镑的奖金。
比赛前两周，同样那一群人才因该马取得冠军而赢得了大约相同金额的奖金。因此有人便怀
疑那群人是得到内线消息, 知道该马不会在 Wolverhampton 赢得比赛。
随后的调查显示，该马匹在赢得冠军比赛和后来第二名的比赛期间，并没有做任何运动，因
此在比赛时并不是最佳状态。
在体育纪律听证会上，与马匹有关的所有参与人员（主人、教练和马场工作人员）都被
判定犯下腐败和欺诈行为，并被长期禁止参与这项运动。
资料来源： "Golden Surprice 的调查结果 ", 英国赛马管理局, 2010 年 3 月 28 日 www.britishhorseracing.com/press_releases/golden-surprice-enquiry-result

体育竞赛的结构也可能导致一项运动的廉洁受到质疑，并为比赛操控者在赌博市场
上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在这方面最常见的比赛造假形式牵涉到参赛者或参赛队伍去
参加比赛时，会调整其比赛中的表现，以影响他们在日后的比赛所面对的对手质量。

案例研究：2012 年奥运会羽毛球比赛造假
2012 年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也发生了比赛造假的情形。羽毛球女子双打比赛小组在
比赛期间发生了比赛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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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在无关胜负点的比赛中（即比赛结果不会影响谁取得下一阶段比赛的参赛资格），
涉及到来自三个国家的四对球员（一对来自中国，一对来自印度尼西亚，另两对来自韩国）。
虽然这几对球员都已经有资格进入下一阶段赛事，但很明显地球员们都企图输掉各自的比
赛，以避免在淘汰赛阶段与来自中国排名很高的的球队对决。很可惜的这使得球员们都陷
入了网中，皆因故意漏接而输掉最终的小组比赛。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指控这几对球员并未尽全力赢得比赛，在第二天召集了纪律会议，并取
消了这八名球员参加锦标赛的资格。
资料来源： Kelso, P. "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在'比赛造假'的丑闻后, 取消羽毛球球员比赛资格”，英国“电讯报，
2012 年 8 月 1 日 www.telegraph.co.uk/sport/olympics/badminton/9443922/Badminton-pairs-expelled-fromLondon-2012-Olympics-after-match-fixing-scandal.html [最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2 月 19 日].

3. 体育组织和执法方式
如前所述，本实践指南主要是为了在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工作的侦查人员所编成的。
对于体育组织来说，侦查比赛造假指控一事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
方的信心，因为“[比赛造假]牵涉到忠诚、廉洁和运动精神原则的本质”。12
执法机构须扮演不同的角色，从保护民众角度和保持共同的社会价值角度来侦查比
赛造假。13 了解不同的方式很重要，尤其是在需要他人合作来侦查涉及体育法规和刑
法的假球案时, 通常违反了后者也就代表违反了前者。
本实践指南第二章第 B 节详细介绍了体育组织和执法机构的合作与联合调查。.

4. 比赛造假的演变: 电子竞技
虽然本实践指南把焦点集中在传统体育赛事的比赛造假，但读者应该也知道与电子
竞技相关的比赛造假越来越普遍，又称为 eSports。这是指以电子系统为基础的竞赛，
通常是玩家或一群玩家之间玩的电脑游戏。越来越受观众欢迎的电子竞技, 其特点是
竞争对手的专业化，甚至被韩国奥委会认定为二级奥运项目。14
电子竞技对体育界推出了一个独特的完整挑战。根据其定义，这些运动与传统运动大
不相同，并非在运动场或球场上进行比赛，而是在舞台上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进
行。

12
CAS 2009/A/1920 FK Pobeda, Aleksandar Zabrcanec, Nikolce Zdraveski v UEFA, 体育仲裁法院, 2010 年 4 月
15
日
www.sportialaw.com/biblioteca/xmedia/theme/default/LAUDOSTASCAS2009/CAS_2009-A-1920_FK_
Pobeda-_Aleksandar_Zabrcanec-_Nikolce_Zdraveski_v._UEFA_-_Final_award.pdf
13
Pringle, A. “刑法”, TheCanadianEncylopaedia.ca, 2014 年 12 月 28 日 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
article/criminal-law/ [最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1 月 6 日].
14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sports/2016/04/136_172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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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超过 80％的电子竞技赛事是由国际团队在无边界的线上所参与。比赛有
可能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 16 支队伍，由多个国家的玩家所组成。
由于其多样化的组合，很难将比赛归类于某个适当的合法领土。因为比赛可能藉由某
一个国家的服务器进行，却可能在另一个国家由组织人员安装，再让来自世界各地的
玩家参与。
重点是，游戏内虚拟物品（都有其价值）的存在导致了非正式赌博平台的形成。目前
已经存在几个在线平台是用于此目的，而且完全不受监管，更没有赌博业执照。用户
只需要有一个连结的游戏账户即可，这代表着任何来自任何地点、任何年龄的人都可
以在平台里下注。而要追踪这些平台上的用户很难，要建立其资金追踪线索则更困
难。
在撰写本文时，并不存在正式的体育联合会来负责监督电子竞技比赛。这主要还是取
决于策划赛事的人员是否建立反操纵码和与赌博相关的具体规定。
就传统来看, 尽管电子竞技赌博非常适合赌博业，但在近年来出现了惊人的成长，目
前在这个领域里已经有超过 75 家的运营商。这样快速成长的结果造成金融流动性变
大，也让比赛造假的人通过操控电子竞技比赛而有了获利的机会。
在一些不受监管的赌博平台上，每场比赛的营业额通常超过 100 万美元。有证据表
示，赌博集团也把他们的重心转向了电子竞技，其中某一些集团在单场比赛中就下注
了超过 10,000 美元。重点是，这些赌注还包括了有组织的犯罪分子的犯罪行动，在
2015 年星际争霸二的丑闻中即可看到这种情形 15。星际争霸二是比较流行的电子竞
技游戏之一（撰写本文的当时），后来由于一名线人所提供的信息, 韩国的侦查人员
查获了比赛造假的细节。
由于玩电子竞技的半专业和业余队伍的收入很低，因此操控者可能会利用小额资金
来操控玩家进行比赛造假。某一些已公开的比赛造假案例显示, 他们获得的利益少于
5,000 美元。另一个电子竞技调查的特点是它与其他运动不同，每场比赛的大量信息
都是以电子方式记录的。就 2015 年星际争霸二的丑闻而言，电子记录让侦查人员须
比较嫌疑人的比赛, 以确定其比赛习惯, 并发现其比赛技巧中的异常状况。

案例研究：iBuyPower 队在电子竞技比赛中故意输球
2014 年初，iBuyPower（一家致力于高性能游戏电脑的电脑科技公司）组成了一批来自
北美的优秀玩家，参与“反恐精英：全球攻势”的游戏活动。

15

http://wiki.teamliquid.net/starcraft2/2015_Match-Fixing_Sc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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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德国科隆举办的电子竞技联赛中，iBuyPower 队在小组赛中表现不佳，后来, 他们又在
2014 年 8 月与同是北美人的 NetCodeGuides.com 打了一场低级别比赛 , 刚好 iBuyPower 队
队长 Marine 先生是该公司 NetCodeGuides.com 的合伙人。
另 一 位 团 队 成 员 Pierce 先 生 声 称 ， Marine 先 生 是 在 看 到 很 受 欢 迎 又 无 管 制 的
CSGOLounge.com 赌博业者的赔率后, 建议他们造假比赛。身为团队队长，Marine 先生有其
影响力，而整个团队就在没有什么说服力之下接受了这个提议。
尽管最初指控这场比赛被操控的证据很快就被驳回，但在 2015 年初由一名调查记者跟进此事，
他详细记录了聊天内容，并提供了其他证据以证明 Marine 先生有罪。
身为“反恐精英：全球攻势”游戏的发行商，Valve 私下进行了调查, 并在 2015 年 1 月对五名玩
家中的四名，以及另外三名与该团队相关的人员下达了禁令。这些禁令及至 2016 年 1 月时仍
是无限期状态。
据估计，该比赛操纵总共获得了价值 2 万美元的游戏内虚拟物品，每个玩家还获得 1,200 美元
的减价。Latham 先生是唯一一个拒绝拿钱的玩家，这可能也是他没受到惩罚的原因。
资料来源：
www.hltv.org/?pageid=216&eventid=1444
www.dailydot.com/esports/braxton-swag-pierce-counter-strike-match-fixing/
www.dailydot.com/esports/match-fixing-counter-strike-ibuypower-netcode-guides/
http://blog.counter-strike.net/index.php/2015/01/1 1261/
http://blog.counter-strike.net/index.php/2016/01/13442/
www.dailydot.com/esports/braxton-swag-pierce-counter-strike-match-fixing/

C.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很重要?
比赛造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会削弱体育运动的廉洁性，更使得犯罪分子获得巨额
利润。
一些有名的核心像国家执法机构、国际组织（如: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国
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和体育组织（如: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足球联合
会和英国赛马管理局）已采取打击比赛造假的步骤， 并为此制定了结构和程序，包
括专门用于侦查指控的资源，发展协调此类行动的办法, 并建立这方面的能力。虽然
这一切都很正面积极，但严峻的现实是，比赛造假所造成的威胁之严重程度仍未受
到民众正确的理解。这样的结果就只能用有限的资源来对抗比赛造假。16
若不侦查有关比赛造假的指控，人们对体育廉洁的怀疑可能会迅速发展成影响许多
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危机，而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去导正它。相反地，彻底侦查
可以保持竞争的廉洁，并且也有可能发现某个造假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16
Carpenter, K. “为什么各国花那么长的时间才处理比赛造假？”, 国际透明度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5 年 4 月 www.transparency. org/files/content/feature/Feature_TakingLongMatchFixing_Carpenter_GCRSport.pdf [最
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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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是，彻底侦查和惩治参与比赛造假的人会让他们真正害怕被抓，这反
而对那些想要操控比赛的人起了遏制作用。
体育仲裁法院说明：“因此，侦查小组认为体育监管机构必须表现出对各种腐败的零
容忍态度，并对那些可能因贪婪或恐惧受到诱惑而考虑参与此类犯罪的人, 判以最有
效且震慑的制裁 。”17

1. 比赛造假对犯罪分子的吸引力
有组织的犯罪分子进行比赛造假是因为它是一个低风险的事业，却可以在国际和国
内的赌博市场上获得巨额回报。为此，犯罪分子们采用贿赂、胁迫和勒索体育参赛者
的方式来达到目标。
就以往的记录来看，执法机构的积极性有限，除非涉及到严重的犯罪行为，才会考虑
优先侦查。就已经起诉的案件来说，所判决的刑事制裁也相对地宽松。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室 -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发布, 强调了这方面刑法的
宽松或不足之处，题为起诉操控比赛的示范刑法规定，其中指出，“比赛造假相关案
件中“体育组织的侦查能力, 以及诸如禁令、降级和惩治等制裁已不足够，必须辅以刑
事司法对策。因此，立法建立反操控比赛的刑事罪行，以及独立的体育制裁制度是极
需要的”。18

案例研究：巴西足球裁判操控比赛并参与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指控未遂
两名巴西足球裁判，Edilson Pereira de Carvalho（曾一度是国际足球联合会名单上
的国际裁判之一）和 Paulo Jose Danelon，因参与 Whistle Mafia 一案而遭到刑事指
控。
该案以赌博为目的而操控足球比赛结果, 是由打击有组织犯罪司法系统中心的律师
群与联邦警察共同揭发的。其中还包括巴西黑手党成员参与非法赌博。该调查于 2005
年 10 月由巴西某一周刊的新闻发布。

17
CAS 2010/A/2172 Mr Oleg Oriekhov v UEFA, para 80, 体育仲裁法庭，2011 年 1 月 18 日
http://arbitration.kiev.ua/uploads/kucher/2172.pdf
18
“ 起 诉 操 控 比 赛 的 示 范 刑 法 规 定 ”, 国 际 奥 委 会 和 联 合 国 毒 品 和 犯 罪 问 题 办 事 處 ， 2016 年 6 月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UNODCIOC_Model_Criminal_Law_Provisions_for_the_Prosecution_of_Competition_Manipulation_Book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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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名裁判被逐出足球界，并被公共部以盗窃罪（非暴力盗窃罪）、参谋犯罪和诈欺罪起
诉。然而，2007 年圣保罗司法法院却停止了该刑事诉讼。以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有罪为由
而裁定。
资料来源 : Godinho, L. 和 Barbosa, C. 2013. "学术议程主题：预防巴西比赛造假", 见: Haberfeld, M.R. 和
Sheehan, D. 编辑. 国际体育比赛造假：现有流程、执法和预防策略。 瑞士：斯普林格国际出版社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29-245 页

由于科技的进步，赌博市场的全球化无疑成为了比赛造假的主要驱动力，赌注的金
额也不断地快速增长。新产品和服务的出现，如主题投注等，也为操控者提供了一些
分担风险并提高整体收益的新途径。主题投注是在体育比赛期间对比赛结果的发生
或未发生进行下注，并不直接影响比赛的结果。主题投注可以根据结果进行投注，例
如:足球比赛的总进分球数，谁会赢得网球比赛的第一局比赛或哪支球队会在橄榄球
比赛中获得第一分。19 这些投注与定点投注和微操纵活动紧紧相关。
技术的发展使得像足球等这么流行的体育项目扩大其现有粉丝的分布基地，同时也
造就了竞争的新市场，例如: 在线博彩。随着全球赌博市场资金流通金额的大幅增
加，这样的演变也随之而来。
那些参与比赛造假的人, 包括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可以藉由使用代理账户或者在多个
平台上建立多个投注账户来避免在全球投注市场被侦查到。反洗钱措施，例如: 了
解-你的-客户-原则，需要由赌博业者强力执行，以防止比赛造假操控者使用代理和
虚拟账户来规避反洗钱保护措施。

案例研究：使用幽灵投注账户操控赛马
2010 年英国，James Crickmore 先生和 Maurice Sines 先生被体育纪律小组裁定犯有多项
赛马比赛操控, 并使用代理账户在赌博市场下注以获利而被判有罪。
这是涉及较广的一个阴谋部份，通过事先知道哪些受贿的骑师所骑的马不会赢得各自的比
赛, 而在赌博市场上赚取大量金钱。
资料来源: 关于 Sines, Crickmore, Doe, Fairley, Quinn, Milczarek, Fitzsimons 纪律小组所判定的结果与原因.,
英 国 赛 马 管 理 局 ， 2011 年 12 月 14 日 www.britishhorseracing.com/press_releases/result-and-reasons-ofdisciplinary-panel-regarding-sines-crickmore-doe-fairley-quinn-milczarek-fitzsimons-et-al

19
“主题和比对投注介绍”, SportsBettingPal.com www.sportsbettingpal.com/intro-to-proposition-and-matchedbetting [最后造访时间 201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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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在赌博市场合法的国家政府，也没有强迫体育博彩业者全面实施反洗
钱措施，或采取一切措施来防范腐败的体育博彩。.

案例研究：英国赌博委员会
英国赌博委员会致力于加强赌博业者执行防止洗钱和腐败, 要求所有包括国外和英国境
内的运营商都需持有执照, 以遵守第 15.1 的执照条款，该条款规定有执照的运营商必须
通报所有涉嫌腐败赌博的可疑 。
资料来源: 执照条款和实践守则, 赌博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www.gambling-commission.gov.uk/pdf/LatestLCCP-and-Extracts/Licence-conditions-and-codes-of-practice.pdf

2. 体育影响
尽管现代体育运动已被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强烈地吸引了各种层次的商业化，比
赛和球迷之间重要联系的产生与维持, 须靠保持体育的廉洁与良好管理。通过这个角
度来观察，比赛造假破坏了这些原则，并且掠夺了它天生的不可预测，这个无疑是它
最重要的特质。
针对巴基斯坦板球球员在英国测试赛中进行定点操控刑事案件的判决声明中，Justice
Cooke 先生强力地指出比赛造假对体育的影响:
“你们四人所犯受到的罪行指控都是平时消遣时间时所犯下的腐败行为，专业板
球运动本来在体育界曾代表公平......现在由于你们所犯下的行为, 以及对球迷影
响的后果，使得这次的罪行变得非常严重。曾经是一场单纯的比赛形象与廉洁受
到了损害, 现在在所有人的眼中却变成了一场交易，甚至许多青少年把你们三人
当作是英雄，并想追随你们当成打球的水平目标，想拥有和你们一样的技能。你
们投了 3 个废球来获得金钱，损害了你们的国家板球队，[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人
在赌博上能作弊。现在，每当人们回顾比赛中令人惊讶的情况或令人惊讶的结果
时，或者在将来出现令人惊讶的情况或结果时，球迷们花了不少钱观看现场比赛
或者在电视上以缴费或电视订阅的形式收看等，将会让人们怀疑比赛是否有造
假，是否他们所观看的运动是单纯球棒与球之间的比赛。原本诚实的体育竞赛变
成完全不可能了。”20

20
R v Mazhar Majeed, Salman Butt, Mohammad Asif 和
Mohammad Amir, para 33, Justice
Cook 先生的判决声明, 萨瑟克皇冠法院, 2011 年 11 月 3 日 http://genevalunch.com/wp-content/uploads/2011/11/buttothers-sen-tencing-remarks-0311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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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比赛造假丑闻事件后，足球协会失去主要赞助商
继 2010 年在南非举办国际足联世界杯之前，国际友谊赛中发生比赛造假的指控[见第二章
第 B.2 节-- 案例研究：2010 年世界杯足球赛前热身赛中, 裁判进行比赛造假]，南非国家队
的装备赞助商, 即德国公司 Puma, 便停止了与该国足球协会的财务关系。随着丑闻的演变，
该协会的收入从 2010 年的 8000 万美元降至 2013 年的 2000 万美元。
资料来源: Wilson, B. "世界体育“必须解决比赛造假的重大交易，BBC 在线商业新闻，2013 年 11 月 25 日
www.bbc.co.uk/news/business-24984787 [最后造访时间 2015 年 12 月 14 日].

3. 社会影响
也许很多人认为比赛造假是限制体育运动的后果。然而，体育运动在现代社会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它体现在媒体上的突出地位就可看出，媒体甚至可以把更多的
报道放在体育上，而不是政治或经济上。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体育运动是日常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积极的参赛者还是被动的观众，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许
多正面的影响。利用比赛造假来遏制体育运动只会摧毁运动对社会的正面影响，这就
是腐败的关键代价之一。
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和操控者所操控的比赛造假, 将各种相关的犯罪连结在一起，对社
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首先，操控者可能采用真正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恐吓参赛者及其
家属，以确保可以控制直接影响者, 以及参与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其次，发生比赛造
假事件，如果侦查不当的话，也可能会在整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声
誉损害。

4. 经济影响
如果造假比赛结果或比赛阶段是事先就决定好的，那么可以说这是对付钱观看比赛
的观众的一种金钱诈欺。而赞助商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企业声誉也可能会受到
不良的影响。
就其本质而言，比赛造假也和许多其他的金融犯罪（包括洗钱和逃税）密切相关，它
是一种手段。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操控比赛造假所得的利益可以利用现有的方法涉及
洗钱，例如: 通过金融机构和购买财产。然而，由于其高营业额（特别是在线营业额），
体育博彩业者也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洗钱通道。对于犯罪分子来讲, 赌博市场是一个洗
钱的绝佳通道（很难与之对抗）, 这是由于它们的不透明化和异质性。赌博市场包含
国内外私人和国有企业的组合，其各自的监管程度不同，从自由的到禁止的，大部份
在海外和在线上运作, 或者两者皆有。21

21
Anderson, J. “比赛造假与洗钱 ”, 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法学院，研究论文第 2014-15/04 号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2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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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合法赌博业者的角度来看，当比赛操控者使用其服务进行诈欺性投注时，他
们往往是该行为的被害人。从财务角度来看，另一个被害人是粉丝们, 他们在不知不
觉中下了赌注，却也因为比赛操控的结果而输掉投注。因此, 打击体育诈欺是维护体
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22
若缺乏主动性来降低上述风险也可能会破坏举办重大体育赛事的所有努力，并可能
阻止合法的体育博彩公司只在特定的国家建立或运营。

D.

比赛造假是如何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1. 比赛造假的跨国/跨境性概述
本文已多次表示，在大部份的情况下，比赛造假几乎都是一个国际问题。以下概述说
明了这一点。

图形 1. 比赛造假的跨国/跨境性概述
国家

国家

国家

人

人

人

国家

国家

国家

赌博业者

国家

人

赌博业者

人

运动参赛者

国家

赌博业者

上文所述的跨国比赛造假，若按照以往的案例看来，几乎无法避免被指控的两个（或
多个）相关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侦查此类犯罪。更具体地说，有一些影响决策程序
的因素，如在哪些国家由哪个组织进行侦查（法庭和管辖权），以及如何在发生复杂
的操控情况下进行。

22
“体育博彩和腐败：如何保持体育的廉洁”, IRIS, 索尔福德大学, Cabinet Praxes-Avocats & CCLS (北京大
学), 2012 年 2 月 www.spordiinfo.ee/est/g22s355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述

此外，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如果有的话）也可能会让侦查变得更复杂。因为有一些
国家只设有腐败、贿赂和诈欺相关的一般法律，只有少数国家在其刑法或体育法规中
对体育腐败才有更具体的规定。23
事实上，2016 年 7 月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室 -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发布
的研究比较显示，所研究的 52 个司法管辖区中已经有 28 个提出、通过或颁布了具
体的法令，将比赛造假定为刑事犯罪。如果没有制定比赛造假的刑事犯罪，那么，调
查和成功起诉将缺乏一个明显或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这并不是说现有的刑法就不
能应用于比赛造假，如下面的例子所示。25
通常调查的起点是由发生涉嫌比赛造假事件的国家警察或其他类似机构所负责。此
决定须建立于这样的前提,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由主要发生腐败的司法管辖区进行
起诉。但是，也应适当考虑发现比赛造假事件时被告的所在地点, 以及是否可以被拘
留或引渡。

案例研究：澳大利亚的南方之星足球队受到英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贿赂
一家博彩监测公司检测到与澳大利亚第二级南方之星足球队相关的至少 5 场比赛之不正常
赌博模式。
这些比赛的特点是球员的表现非常差。监控公司通知了澳大利亚足球协会, 而后他们再通知
维多利亚州的警察。
警方逮捕、调查并随后向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六名涉嫌人提出比赛造假刑事犯罪指控：教练
（澳大利亚人）、四名球员（四名全部来自英国）和一名马来西亚人。
后者是教练和球员以及匈牙利和马来西亚的博彩集团之间的联络人。据报道，该集团从 2013
年 7 月 21 日至 9 月 13 日期间举办的五场比赛造假中, 估计获得了 200 万的澳币。
2013 年 10 月 25 日，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暂停了该名教练和四名球员的活动, 由于他们违反
了国家行为准则。
这四名球员后来都承认了比赛造假的刑事指控，并被定罪且罚款 1200 美元至 3000 美元。
教练被判处 4 个月监禁并罚款 3000 美元。
该名马来西亚人也坦承犯有操控投注结果的行为。2014 年，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两年缓
期。

23
体育运动中的比赛造假：欧盟 27 号刑法条款的绘成，KEA 欧洲事务, 2012 年 3 月
http://ec.europa.eu/sport/library/studies/study-sports-fraud-final-version_en.pdf
24
“模范刑法典对起诉比赛操控的规定 ”, 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2016 年 6 月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UNODCIOC_Model_Criminal_Law_Provisions_for_the_Prosecution_of_Competition_Manipulation_Booklet.pdf
25
体育运动中的比赛造假：欧盟 27 号刑法条款的绘成, 第 43 页, KEA 欧洲事务, 2012 年 3 月
http://ec.europa.eu/sport/library/studies/study-sports-fraud-final-versio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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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跨国比赛造假案件侦查人员的因素
在侦查多个国家涉及的比赛造假事件之前和期间，必需考虑各种因素。就最基本来
讲，相关机构要考虑的可能只是成本的问题，无论是在财务上还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其他因素，例如: 涉嫌人的所在地点以及是否可以引渡送至不同国家的执法机构展开
刑事调查。
提出指控的人其身份以及证据是否有力, 也会对决定哪个国家最适合侦查产生影响。
当指控提出时，应对指控的人的背景和潜在的动机进行了解，以确认其可信度。证据
是否有力当然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决定提出刑事指控时。然而，这也和一个国家的
立法框架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收集证据的方法（例如: 电话截听）对取得充分和优质
的证据至关重要, 当然也影响着侦查和之后的起诉是否成功。

案例研究：多个国家指控新加坡一名全球比赛操控者
Dan Tan Seet Eng 先生自 2011 年以来一直被调查着，主要是因为他涉嫌操控欧洲足球比
赛。据称，他在新加坡联系东欧的比赛造假操控者，而这些人又贿赂足球运动员。
Eng 先生于 2013 年 9 月在新加坡被捕，他被指控是国际比赛造假集团的负责人, 组织欧洲
多个国家的足球比赛操控, 包括意大利。他的名字和身份是意大利警方在调查
Calcioscommesse 意大利足球低级联赛的假球案时, 在查获的文件证据中发现的。
新加坡当局决定以刑法（临时法规）逮捕 Eng 先生。因为他对新加坡共和国的安全、和平
和良好秩序构成威胁而被监禁。本案在撰写本文时仍持续进行中。

资 料 来 源 : " 世 界 比 赛 造 假 — 问 题 和 解 决 方 案 “ ， Sportradar 安 全 服 务 ， 2014 年
https://security.sportradar.com/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4/12/Sportradar-Security-Services_World-MatchFixing-The-Problem-and-the-Solution1.pdf

在准备一场牵涉到国际比赛造假指控的调查时，了解是否将比赛造假视为犯罪行为
是很重要的，以及是否有资源让特定的政府 、执法机构或体育组织进行有效的侦查。
这些都将决定是否进行侦查，以及由谁负责侦查。由于政府对比赛造假的侦测、瓦解
和震慑的投资普遍较低，因此刑事起诉很少，定罪率也较低。另一事实是，一些主要
的体育机构会利用自家的纪律程序处理自己的比赛造假问题; 而这也会阻止执法机
构介入。
任何一个国家执法机构的调查都需要有相关体育组织的协助。相关体育组织在这方
面的装备和对案件的知情程度也会影响由哪个国家最适合负责调查的最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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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相关国家组织没有充分的装备或没有受到必要的援助，执法机构可以与相
关国际体育协会联络。
司法机构的效率和效力也很重要。当确定由哪个国家引领进行所有调查时, 预先了解
案件何时会被审理的量刑权力、程序和可能的相关问题也很重要。
确保证人出席所有随后的审判/听证会也是案件进行的关键考虑因素。当案件涉及有
组织犯罪分子，证人可能会害怕在没有充分保护的情况下作证。若没有证人宣誓作
证，比赛造假的刑事定罪可能又更难成立。
所有出示法庭程序/纪律程序的证据都必须是可靠、可信且合理的。不同国家/纪律程
序的法院对于不同方式取得的证据有不同的规定。
在某些将赌博合法化也监管化的特定国家，调查可能会更容易，因为可以因取得重要
的投注数据而找到操控的重要证据。这取决于国家的数据保护法，从赌博业者那里取
得可疑下注的人员资料。各地的体育组织最好至少对赌博有一些了解，并与赌博业者
有合作关系，最好是藉由一份正式协议，例如: 谅解备忘录。
对于某些犯罪分子来说，成功执行比赛造假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把赌注所得成功地
漂白。因此，检察官应该一直留意可用于限制、追回、扣押和没收犯罪所得的权力，
并有效地利用诸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
合作的协定或/和双方协议。

案例研究：通过国际间合作而从全球比赛操弄者那里追回资产
2005 年，克罗地亚籍的 Ante Sapina 与其兄弟一起被判入狱 3 年，因为他策划陷害 Robert
Hoyzer 的丑闻，一个在德国被下终身禁令, 被陷害受辱的足球裁判。
在他从监狱被释放后，Sapina 先生重新启动了他的犯罪网络，并与亚洲的非法赌博网络联
系。当时 Hoyzer 的丑闻只集中在德国低级别的足球联赛中，然而 Sapina 的新网络却显得
更加野心勃勃。
Sapina 先生在承认了自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操控了 20 场比赛后, 于 2011 年被德国波
鸿政府再次监禁。他将目标锁定在德国以外的联赛, 付给球员报酬的同时, 亚洲的大量投注
却没有人注意到。Sapina 先生在法庭上透露，评分系统被用来分析比赛，并确定地表示该
分析结果几乎很精准，这都归功于付给球员和长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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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ina 先生是一个高端跨国犯罪集团网络的成员，他们进行大量的比赛造假操作。其
作案手法非常有条理且多样化, 包括购买个人或整个俱乐部的服务，为亚洲的犯罪赌
博集团提供资金，并组织幽灵友谊赛。
数以千万的欧元下注，犯罪集团的利润估计为 850 万欧元。调查结果所查获的资产和
金额高达 200 万欧元。
资料来源: 足球比赛造假: 2013 年培训需求评估，国际刑警组织，2013 年 8 月 14 日
www.interpol.int/content/download/22042/207247/version/4/file/E%20TNA%202013_FINAL.pdf

除上述因素外，各国必须按照如“反腐败公约”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等相关公约的
规定进行合作，有效地侦查潜在的比赛造假犯罪行为。这在引渡外国人起诉方面特别
重要，有助于通过警方合作或司法协助来盘问嫌疑犯并收集资料。
如果在考虑了全部的问题之后，仍然没有明确适当的司法管辖权来处理案件，有关当
局则不得不决定侦查和诉讼是否可以分开。

3. 联合国公约和其他国际法律与体育文书的范围和适用性
正如本指南中许多案例所强调的，比赛造假往往涉及国际领域，这增加了对抗它的复
杂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制定一种能够召集利益攸关方, 利用国际公认标准和框架
来促进善政和预防体育腐败的方法。这需要政府之间有效地协调与行动，尤其是在刑
事司法领域。
为达此目的，国际社会建立了两份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书，为侦查员提供了处理比赛造
假问题的相关工具，其名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这两份公约本身就是用来对付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最完整的全球标准。它们受到几
乎全球国家的支持
（截至 2016 年 6 月为止，这些公约分别有 178 个和 185 个缔约国），
并可作为积极促进廉洁性和应对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份子带给体育威胁的基础。
通过促进非正式执法合作，尤其是司法协助和引渡, 以及呼吁国际合作进行没收、 追
回资产等方式开展国际合作，为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关于每份公约中适用于侦查比赛造假的相关条款，请参阅附件 A 和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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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反腐败公约”主要适用于缔约国，包括国家当局如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打击腐败
的合作实践。该公约还明确地呼吁社会民众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协助。它代表着打
击腐败的国际标准，应是大众普遍遵守的规范，并且规范了可能适用于比赛造假的
腐败犯罪。同时, 它也是有效执法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利用打击腐败行为追回资产。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6 日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举行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中, 缔约国强调“反腐败公约”的重要性，认为此公约是促进体育善政和减少全球体育
运动所面临的腐败风险之有效机制。
附件 A 可见打击比赛造假公约及其条款的详细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各国应确立关
于比赛造假的刑事犯罪和其他犯罪措施, 其中包括：
(a) 公共机构内直接和间接贿赂（第 15 条）;
(b) 受影响的直接和间接交易（第 18 条）和;
(c) 私营部门内直接和间接贿赂（第 21 条）。
公约还鼓励私营部门的透明度和责任制，以防止和侦测腐败现象，并建立法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私营部门和执法机构之间合作的框架也很重要。
因此，以比赛造假案来说，鼓励体育组织及其侦查人员, 以及赌博监管机构（按照情
况而定）采取公约上的原则，并在执行涉及体育比赛造假和犯罪指控时，与执法机构
合作。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当比赛造假案件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时，“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即可对侦查人
员提供很大的帮助。该公约的目的是“促进合作，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此公约设计让执法人员可以将之应用于任何跨国和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
犯罪。也让“公约”中所提及的工具可应用于与比赛造假相关的犯罪行为。
侦查人员一开始需要了解“公约”的一个要素即是了解什么是构成有组织犯罪集团的
定义。公约第 2（a）条阐述：
“... 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 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的, 为了实施
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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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
集团” 。
由于只需“三人以上”参与，这一个定义便涵盖了更广泛的比赛造假活动。在本实践指
南中提到的所有案例研究中，大多涉及三人或多人，这可能是大多数的比赛造假事件
组成的情况。
有组织犯罪公约中与打击比赛造假相关的一个重要领域是：
• 第 5 条 --- 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行为的刑事定罪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 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 为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与一人或多人约定实施严重犯
罪;
- 明知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目标和一般犯罪活动, 或其实施有关犯罪的意图
而积极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或其他活动。
组织、指挥、协助、教唆、便利或参谋实施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
皆规定为刑事犯罪。

欧洲理事会体育竞赛操纵公约
尽管上述公约是协助解决比赛造假的总体国际框架，这份由欧洲理事会加强的体育
特定国际协议，即“体育竞赛操纵公约”（也称为“马克林公约”）, 自 2014 年 9 月向欧
洲理事会成员以及非理事会成员国家开放签署加入。26

第 1 条建立了“马克林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1. 本公约的宗旨是根据体育自主原则来防止体育竞赛操控，以保护体育廉洁和
体育道德。
2. 为此，本公约的主要目标是：（a）预防、侦测和制裁对国家或国际体育竞赛
的国内或跨国操控; （b）促进国内和国际间的合作，防止有关主管机关、体育运
动和体育博彩组织进行操控体育竞赛。”
这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包含预防、执法、国际合作措施和情报交换，皆是
为了解决比赛造假问题的情况而进行，可供体育组织和执法机构使用。尽管“公约”尚
未生效（在撰写本文时），但是体育和执法侦查人员都可以采用这些原则作为最佳实
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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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对“反腐败公约”和“欧洲理事会公约”的规定进行了对照，并列出了后者的等
效条款。
国际奥林匹克委会防止操控奥林匹克运动比赛准则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主管机关可以执行比赛造假罪行的刑事制裁之外，纪律制裁则由
体育机构根据其内部纪律机制而采用和实施。这些内部司法机制负责解决争议、调解
和保证体育规则和条例的正确解读。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其国际意义，因此了解奥林匹克宪章以及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
会（IOC）制定的“防止操控奥林匹克运动比赛准则”便很重要。国际奥委会的目的是
在全球推广奥林匹克主义, 并领导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是全球领先的体育组织，
具有重要的体育、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上述的公约皆与国际法有关，而国际奥委会的
准则与体育调查的行为和纪律程序有关。
2015 年 12 月，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 2.8 条规定的管辖范围内发布了“防止
操控比赛运动准则（规范）”，其中规定：“国际奥委会的作用是...... 保护纯净的运动
员和运动的完整性，
对抗反兴奋剂，
并采取行动对付各种形式的比赛操控和相关腐败。
严格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准则”并不涵盖所有的运动员和运动项目，主要是涵盖
国际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两个团体。鼓励其他体育组织也自行采用此准则中相
同的原则和方法。
该准则序言的 C 段阐述了其宗旨：
“本准则的宗旨是为了提供给所有的体育组织及其成员一致的规定，以保护所有
比赛免受操控风险。本准则制定符合了欧洲理事会的体育竞赛操纵公约，特别是
第 7 条。但这并不妨碍体育组织制定更严格的条例。”
在序言部分（E 段）更明确地指出，体育组织须承诺“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适当
方法[特别强调]将准则纳入”，因为体育组织与执法机构对照下, 其管辖权、运作/调查
的权力皆有限（即仅限于参赛者, 准则的第 1.4 条对此下了定义）。因此，B 段也指出
“由于这种威胁的复杂性，体育组织意识到他们不能单独应对这种威胁，因此与主管
机关，特别是执法和体育博彩单位的合作非常重要。”.
该准则对体育组织的重要规定简述如下：
• 第 2 条 - 违规
这是“准则”的关键条款，因为它规定了禁止参赛者可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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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博投注 – 投注参赛者参加的比赛或运动

-

操控体育比赛 - 不当地改变体育运动以获得不正当好处的故意行为

-

腐败行为

-

内线消息 - 使用此类消息进行投注或操控; 为了同样的目的向他人披露消
息或给予和/或接受提供内线消息的好处

-

不通报 - 参赛者在第一次时间和全程其他时间内发现任何的违规行为或事
件、事实或问题, 以及

-

不合作 - 包括阻碍或延迟调查

参赛者试图或以任何形式协助操控也都是违法行为。
•

第 3 条 - 纪律程序
主要是关于保护被控告的参赛者的一些最低标准权利，这在体育程序中往往
很缺乏。 这些步骤的范围包括被告有权利被告知指控一事，以及有权利得到
陪同和/或合理上诉程序时有合法代表。本条款还包含各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
国际奥委会认为这是“需要了解事件的基础”，并且必须协助某种形式的匿名举
报。

•

第 4 条 - 临时措施
体育组织能够在完整听证会之前对被告参赛者采取临时（暂时）措施以保护体
育声誉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一项考虑必须与同一时期运动员声誉所受到的
损害相平衡，因此必须严格执行临时措施，且不得超过必要时间, 并定期检查。

•

第 5 条 - 制裁
如果违规事件已被证实发生，则该制裁必须适当，其范围可以裁定为警告或终
生禁令。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A.

常见的比赛造假侦查方式

根据比赛造假主要发生国家的法律（尽管具体的犯罪行为尚不能马上明确）, 几乎所
有关于比赛造假的指控都构成犯罪行为。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比赛造假事件都是为
了在赌博市场获得非法金钱利益而操控体育赛事。
因此，一般都是由执法机构引领进行所有调查，可能再加上相关体育组织的协助。
对于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比赛造假，首选方式是执法调查和刑事起诉。然而，有些情
形是，虽然行为涉及犯罪行为，但由于业务优先或资源限制的关系, 执法机构不能或
选择不进行调查。如此，该比赛造假指控的调查则由体育组织单独进行，或者在相关
和可能的情况下, 与赌博监管机构就纪律程序进行联合调查。
比赛造假的动机有很多种, 从最单纯的金钱到体育运动利益, 虽然最常见的动机无疑
是金钱利益，特别是藉由合法或非法的赌博市场赚钱。
大部份的最佳做法都与被动调查有关（而不是主动针对可疑的比赛操控者）。这也就
是说调查的开始是因为已经发生了比赛造假的结果。
从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成功的调查案中可以了解到，这些调查是建立在收集直接和
间接（依照情况）证据组合的基础之上,以证明比赛造假的指控。图 2 显示此类的关
键证据类型。

25

26

比赛造假调查最佳实践指南

图 2. 关键证据类型

Contoct between suspects
嫌疑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彼此联系的行为

对于相关人员的通话数据、赌博和银行
记录进行取证分析，特别留意比赛造假前后的时间

通过对电脑和通讯设备进行取证分析,
以获得策划操控者与实际操控者参谋
或共同行动的证据，包括所在地点证
据，如手机定位分析

证人的协助，包括举报人
和参谋者

查看被操控的比赛事件之
视频录像证据
通过技术和其他形式的监视, 以获得
策划操控者与实际操控者的参谋证
据

指控期间与嫌疑人的
面谈视频记录
分析赌博市场的可疑走势
由赌博业者指出那些
投注可疑的证据

比赛造假案件，特别是那些国际层面的，以及涉及知名运动员参与的案件，都会引起
媒体的关注。因此，任何复杂的调查都必须考虑到媒体的关注，而这可能会影响潜在
证人和通报人/举报人的身份保护。

B.

执法机构和体育侦查人员之间的合作

一场成功的比赛造假事件有四个阶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策划、安排、执行和收款。
这些阶段将成为执法机构侦查的主要重点，执法机构最适合调查犯罪分子的比赛造
假行为, 以及其策划参谋的内容。这是因为执法机构对刑事事项具有管辖权，有调查
严重和有组织犯罪方面的相关经验（尽管很少有比赛造假）, 以及额外的权力（例如
逮捕、搜查和扣押）。
从赌博市场取得的证据对情况帮助不大, 因为执法机构不太可能完全了解有关体育
运动或赌博市场的规则和细微差别，需要专家协助这两个领域。
一旦决定谁将成为引领调查的机构，就必须与其他机构达成协助协议。通常在没有体
育组织协助的情况下, 执法机构对比赛造假的调查很难有效地进行。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过去，由于担心机构间会出现利益冲突，或者更极端地，由于缺乏信任的关系，导致
进行比赛造假调查的执法机构不愿意让体育管理机构参与其中。

案例研究：英国的赛马比赛造假指控失败
2004 年，伦敦市警方针对一些体育参赛者在英国操控赛马比赛中的指控, 在英国展开了一
项为期四年的刑事调查。
刚开始，警方决定单方面进行调查，尽管赛马会提出反对意见，而赛马会在当时仍保持体育
管理者的地位。警方提出的理由是对对方缺乏信任, 并且也担心利益冲突。
之后的起诉却失败了。该刑事案件在审判初期就被法官驳回，因为案件中有不少漏洞。
调查回顾发现，将体育管理机构排除在调查之外是警方的一大错误。而且赛马会有关赛马和
赌博的专业知识对于调查是非常宝贵的，缺乏这些专业知识，甚至可能導致该案件调查失败,
花掉纳税人不少钱之外，又使警方陷入困窘境地。
资料来源: Ingle, S. "Fallon 赛马操控案件失败", 卫报, 2007 年 12 月 7 日 www.theguardian.
com/uk/2007/dec/07/sport.ukcrime [最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2 月 19 日]

就历史来看，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没有管辖权、能力或法律），执法机构往住避免调
查比赛造假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大都被视为体育问题，而不是严格涉及法治问题。但
现今已有所不同，执法机构已意识到他们是最适合调查、处理体育赛事中犯罪行为证
据的机构。此外，由体育组织协助比赛造假调查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就如同他们自
己也有能力采取相应措施, 并执行体育制裁。因此, 合作关系是一大关键。体育管理机
构可以为比赛造假调查带来的好处如下：
•
•
•
•

关于特定运动的规则和规定, 他们拥有其专业知识，这在查看比赛造假事件的
视频录像时尤其重要。
他们了解涉及比赛造假事件的球员身份，甚至可能拥有关于个人或比赛的其
他消息/情报, 以支持或反驳指控。
对于所有视频录像记录, 他们可以提供专家的观点，并提供有关比赛造假事件
和比赛现场行为的证据,
他们就如同一个提供调查可能需要的其他数据入口, 例如: 姓名、电话号码和
地址。

虽然执法机构不太可能考虑进行真正的联合调查（尽管有些运动项目拥有训练有素
的侦查人员，往往都有执法背景），但至少相关运动员应被指派前来提供数据和与上
述调查相关的专业知识。理想情况是，两方调查机构应鼓励合作与对话，

27

28

比赛造假调查最佳实践指南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通过书面协议（如: 谅解备忘录）来形式化。27
在解读和分析来自赌博业者的相关指控信息时，上述的问题也常发生。因此，如果操
控案与赌博有关，从调查一开始，咨询体育博彩市场上的专业人士便很重要。有些情
况是，这些人可以从赌博市场取得的数据中得知一场高度可疑的体育赛事，甚至在某
些时候，他们可以确定某个比赛就是该案件，尽管还需要额外的证据支持刑事起诉或
纪律听证会。

C.

典型调查案件的顺序

典型的比赛造假调查可分为几个阶段。 这些阶段和一般刑事调查的阶段类似，尽管
比赛造假调查有一些独特的要素，也是相关的运动项目所特有的。
假设比赛造假的指控与赌博有关，调查可能采取图 3 所显示的路径。
图 3. 比赛造假调查的常用方法

收到来自赌博业、媒体、体
育、民众或其他来源的指控

对指控进行评估 - 这可能是犯罪行为，或仅仅
只是违反了体育规则？

追踪证据 - 例如: 在相关领域专家的协助下对
赌博进行取证分析

在相关运动专家的协助下，从涉嫌比
赛造假事件的视频录像中提取证据

尽可能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点与被告
方和嫌疑人面谈

控告

建立一个
案件

决定谁负责进行调查 - 执
法机构或体育机构

与被举报造假比赛的人, 或者博彩市场
里相关赌博公司的代表面谈

针对通讯设备和建立关联
的详细帐单进行鉴识科学
分析

体育组织扮演的咨
询角色

强调赌博和通讯证据之间的
联系关系

逮捕、搜查和扣押证据（仅限执法机
构/赌博监管机构）

若无控告的情况下终止调查

指控是否有涉
及国际领域？

尽可能进行联合调查

使用图表和时间线来突显
联系关系, 并指出事件的
顺序

与证人面谈

起诉

关于证人或嫌
疑人的决定

起诉后阶段

在调查开始时应该清楚，如果证明了比赛造假的指控，其目标是什么。这范围可以从
逮捕和制裁凶手，到单纯地瓦解其行动。如果指控涉及尚未发生的比赛或体育赛事，
应努力防止该造假操控发生。让比赛照常进行，而该比赛操控（由体育组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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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咨询相关执法机构）便可以适当作为收集进一步证据的手段，但这当然会提
高体育运动声誉受到损害的风险 ，并且在法庭中可能会受到辩方的质问。

案例研究：国际管理机构批评让比赛造假计划照常进行
与 2013 年孟加拉国超级联赛 Twenty20 板球比赛有关的严重指控造假, 涉及球队老板、球员、教练和其他人。
在比赛之前，国家管理机构和比赛策划人员、孟加拉国板球委员会（BCB）承诺与国际管理机构和国际板球委
员会（ICC）的反腐败和安全单位（ACSU）共同承担所有与赌博诚信和比赛造假相关的责任。
比赛后发生的主要指控之一是球队老板事先告诉球队教练蓄意输掉一场比赛，以便他们能赢得赌博市场上的
奖金。教练对此感到不安，便向比赛中的国际板球委员会的廉政长官报告说他想离开该国。然而，廉政长官要
求教练留在孟加拉国，并秘密记录与球队老板之后的谈话，以用于证明他参与比赛造假的直接证据。后来，比
赛照常进行。
在体育仲裁法庭的听证会上，从证人的证词和记录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在比赛之前，比赛造假就已安排好, 有
关球队将如何输掉比赛的细节以及谁将参与或可能参与其中，国际板球委员会（ICC）的反腐败和安全单位
（ACSU）早已知道。而法庭不同意国际板球委员会（ICC）这样的做法，因此这么说：
•
•
•

这是一件请孟加拉国板球委员会（BCB）和孟加拉国执法机构应注意的重要事项，因为这种性质的腐
败已违反了国内刑法。
法庭不能接受反腐败和安全单位（ACSU）没有以正当的方法来预防和打击腐败, 反而强调这是为了
收集证据和起诉违法者的方法。
法庭认为，作为体育监管机构的国际板球委员会（ICC）必须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来预防腐败，而
该场比赛不应该让它照常进行。

总体来说，法庭认为在此事件尚未发生时, 并不存在可以处理具体情况的制度，他们没有与 BCB 进行讨论，
与当地执法单位联系，也没有考虑到孟加拉国的国内法律。甚至，更没有考虑到孟加拉国的国民，反而在他们
面前进行了一场造假比赛，人民付费却被他们原本认为会防止这种欺骗手段的监管机构所欺骗。
资料来源：孟加拉国板球委员会和 M. Ashraful 等人, 案件编号.1/2013 孟加拉国板球委员会反腐败法庭前, 2014 年 6 月 8 日

www.tigercricket.com.bd/assets/pdf/anticorr/detfinal.pdf

就体育运动的有限资源或比赛操控者的运作手法显示, 面对此类情况更适当的处理
方式是瓦解操控者的犯罪行动[见第二章第 M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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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息的来源、指控、情报和证据

重要的是，不论比赛造假指控的来源如何，在没有查询到更多方法来证实指控前，消
息/情报就不会被放弃。这与媒体或赌博业的指控特别有关。关于体育操控事件的消
息/情报之可能来源显示在图 4。
图 4. 指控、情报和证据的来源

球员/运动员

赌博业者

体育组织提出的怀疑

观看体育赛事的人

媒体

机密又安全的通报线

其他机密来源，例如:付费线人

警方调查其他刑事犯罪，如谋杀、贩卖非法毒品、洗钱、逃税和贩运人口

其他情报网络

1. 来自赌博相关业的信息
赌博业者可以成为过去和未来体育赛事造假的消息/情报的主要来源，他们可能愿意
提供协助不仅仅是为了体育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可能对他们的事业营利造成损害 。
也有些情况是，在博彩机构工作的人员向体育组织告知某件可疑的赌博行为, 然而其
工作的公司却拒绝这么做。
还有其他与赌博相关的来源，例如:体育监控赌博市场的代表公司和个别的赌博客户。

2. 来自举报机制的信息
个人举报比赛造假事件相关消息/情报的机制是一个重要方法，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
收集比赛造假的证据。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如果由执法机构和/或体育运动机构提供安全又保密的举报机制，个人可以通过举报
机制报告消息/情报，那就更好了。关于举报机制详见第二章第 M 节。

E. 侦查途径
一般来说，一场成功的比赛造假事件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侦查的重点范围，如
图 5 所示。
图 5. 侦查途径

策划阶段

比赛造假事件的概念化、参谋与组织

THE COLLECTING
STAGE
收款阶段

安排阶段

收取奖金利润, 并确认该交易
未被赌博业者、博彩监控公司
或任何国家监管机构或执法机
构发现

藉由相关的体育赛事链接, 操控赌
博市场（合法和非法）以赚取金钱

执行/造假阶段
确认比赛造假是由
直接影响者通过信任的第三方（例如:
前球员和家庭成员）执行

上述模式可以进一步发展，可以纳入以前调查所建立的常见事例或主题，包括足球、
网球和赛马中的比赛造假案。这些事例和主题都代表了此类调查进一步的重点途径，
稍后在本指南会阐述。其摘要如下：
•

•
•
•

那些策划比赛造假的人不太可能参与运动比赛，因此他们需要一个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人来联系参赛者，而参赛者则负责执行造假（无论是球员、长官、
教练、主席等）。
参谋者需要有一种可以影响（说服）他人执行造假的方法，该方法范围从金
钱奖励（贿赂）到强迫威胁都有。
安排和执行造假的双方之间可能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息服务（例
如: Skype）经常性地联络。
各方与执行造假人员之间的通讯时间必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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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在比赛造假之前，他们应该会在合法或非法市场里下好赌注（尽可能获取最
大的利润而不被发现）。
安排造假的一方和下注的一方之间可能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息
服务经常性地联络。
下注时间和执行造假之间必存在相关性。
那些在合法市场进行投注的人会使用他们的真实身份，或者使用特地为此目
的而聘用却不知情的替代者身份。另外，赌博业者那里可能会有投注者的声
音录音。
至于使用互联网进行投注的情况，可使用单一网际协定（IP）的地址进行追
踪。这可提供使用哪一台电脑或手机设备的证据, 也可知道设备是否被其他
人使用。
电脑鉴识分析通常会揭发操控者使用同一个 IP 地址的不同帐户, 对不同的庄
家投注大量赌注。这可以协助指认那些共同参与诈欺的操纵群。
造假操控完成之后，各方之间的通讯次数将与其他时期的通讯次数量不成比
例。
如果安排和执行操控是同一个人，那么仍然有许多途径可以查证与赌博有关
的方法。
虽然大家都认为赌博会下注在非法或监管不当的市场，但仍有可能在合法市
场里存在与比赛造假相关的博彩行为或下注。

若造假尚未发生，则调查的进展将会有更多的考虑因素。事实上，调查的初期通常会
更加积极投入，而这须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
•

是否与如何防止造假发生，包括体育组织的作用以及是否有适当的规则
通过各种类型的监视锁定所有嫌疑人的方法

•
•
•

专业技术方法，如电话拦截和窃听设备
聘用秘密侦探
如果造假被阻止或没有发生，则考虑是否有参与参谋或企图犯罪

这些方法的使用受制于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执法框架。

F. 证据
1. 举证的责任和标准
在任何法律或监管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都是属于提出指控的当事方之义务, 为确认事
实而寻找支持其案件的证据。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在所有涉及比赛造假的案件中，证明案件的责任归于起诉机构，无论是执法机构还是
体育组织。起诉机构不应对涉嫌人提出未经证实的比赛造假指控，否则涉嫌人必反驳
这一指控。
举证责任与举证标准不同。举证标准是建立所需证据的真实程度并证明案件。一般来
说，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以体育纪律程序而言，它是平均概率或适
当满足陪审委员会的标准。详情请见第二章第 F.1 节、 J.1 节和第 K.4 节。

2.

追踪证据

任何调查的主要宗旨，无论是由执法机构还是其他机构进行，都是以逻辑和有条理的
方式追踪证据。
依照以往的比赛造假案经验来看，追踪与赌博相关的资金是一个最好的起始点，尽管
从哪里开始追踪在某个程度上取决于举报人员在初次面谈时所揭发的指控内容。重点
是，藉此可以了解可能参谋的部分或全部人员，或者某个可以协助指出嫌疑人的人。

3.

确认赌博证据

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等国家，体育博彩是非法的，被视为比赛造假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非法体育博彩业者仍是存在，此外它们还不受管制。28 重要的
是，调查的焦点需集中在参与体育比赛造假的人, 以及那些在体育圈外指挥和/或参与
比赛造假事件的人 。赌博市场只是操控者他们赚钱的方式。
在其他国家，例如: 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英国，博彩被认为是一种消遣，而合法赌博
市场管理良好，因此处理比赛造假问题相当成功，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很容易取得投注
证据。
这些国家能够成功起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些负责调查比赛造假的人与赌博业者和
赌博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因此能解决体育腐败问题。在侦查的被动和主动阶段，彼此
的合作非常重要。在赌博非法的情况下侦查比赛造假的指控更加困难，因为侦查人员
无法与赌博业者密切合作，也无法获得与比赛造假直接相关的重要证据，例如: 参与
相关事件的关键人物身份。
賭博业者提供的合作程度因国家而异。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赌博业者通常都必须合作
或者愿意合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协助也能帮助到他们的最大利益 - 他们保护自己
免受比赛造假所造成的财务损失。

28
Carpenter, K. “改变的时刻: 美国体育博彩规则“，ICSS 杂志，第 2（1）卷 http://icss-journal.newsdeskmedia.com/Time-for-change-US-sports-betting-regulation [最后造访时间 2015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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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些亚洲国家，赌博监管不力的国家（如菲律宾）或赌博非法的国家（如柬埔
寨），其合作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初的操控涉及非法或监管不力的赌博市场，但也有可能在合法
赌博市场里找到证据，因为嫌疑人无法抗拒赚取更多金钱或非法洗钱的机会。因此，
就会增加逮捕凶手的机会。
在收到有关比赛造假活动（已发生的或策划中的）的初步通知后，如果没有其他方式
证实指控，应立即采取措施确认所有赌博市场是否有相关活动的迹象。如何获取这些
消息/情报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包括：
•
•
•
•
•
•
•
•

直接接触个别赌博业者，特别是了解他们使用哪个平台的具体情报
检查所有与该运动组织签约的特定监测公司
接近国家博彩监管机构，例如: 英国的赌博委员会或法国的在线游戏监管局
常向赌博业者或赌博贸易协会请求协助，例如: 欧洲体育和安全协会
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诚信博彩情报系统进行核对
检查国际体育安全中心的情报来源
与基于商业关系监控赌博市场的公司进行核查[见第 M5 节]
考虑与较小的(利基)赌博业者联系，如: 投注交易所和点差交易业者

4. 赌博证据分析
赌博业者（以及较小的监控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辨别可疑的投注行为。这些包括：
•

价格走势超出该市场正常参数

•
•

针对获胜呼声最高的球队的竞争对手投注不成比例的投注量
与市场不成比例的大量金额

•
•

个别投注的大小，超出其正常参数/投注行为
个别投注相关的因素，例如: 正常投注行为/模式之外的因素（例如: 投注大
小和偏爱的体育项目）, 以及所有犯罪记录，这些因素都可采用, 为每位客户
建立一个风险简介档案
体育赛事投注的地理位置（例如: 所有投注皆在特定的城市或周围进行）29

•

29
Johnson, M. “足球员 Steve Jennings 在解除赌博调查后的解脱”, Liverpool Echo, 2012 年 4 月 21 日
www.liver-poolecho.co.uk/news/liverpool-news/footballer-steve-jennings-relief-after-3347975 [最后造访时间 201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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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特定事件而开设多个异常的赌博新账户
分析比赛情况和公共领域的一切（例如: 报告球员受伤/疾病或天气非常糟糕），
这可以为所观察到的投注情况提供合理的解释

首要目标先确认初次被举报的可疑博彩是否有合理或正常的解释（例如: 仅仅是非常
规/不正常的情况），或者是否存在恶意的理由和非法情况。事实上，这需要具有评
估体育博彩市场经验的博彩专家帮助。他们能够指出该投注情况是否存在合理的解
释或者是否涉及操控。这些专家通常会为赌博业者、私营投注公司或赌博监控公司工
作, 当然也有一些体育组织也具备这样的内部专业知识（例如: 英国赛马管理局）。
有时候，专家可能会表示某赌博很可疑，其中必定有某种腐败的事情。但有时候，专
家也可能认为有关注比赛的需要，但却不确定该体育赛事是否有被操控。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独立的博彩专家对比赛是否可疑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如此的情
况，建议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就单一比赛去寻求第二意见（理想情况是最好有多个专
家分析），以便更了解博彩活动, 以及怀疑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 专家们会将他们的分析和可能存在的投注问题以书面方式陈述。这是因为
他们知道该陈述很可能会在法律程序中成为证据, 并在某个阶段提供给辩方。和其他
的专家一样，应该考虑他们是否适合提供证据, 并且在之后愿意接受亲自质询意见。

案例研究：博彩专家的关键证据支持比赛造假制裁
在体育仲裁法院的 FK Pobeda 案件中[参见第一章，第 B.2 节案例研究]，该纪律案件成功的关
键原因之一即是欧足联(UEFA)的博彩专家被授权分析两场比赛的赌博模式，当时两场比赛的
造假传闻和各种信息也都开始浮出台面。
被欧足联聘任的专家曾经在英国博彩业工作超过 25 年，于 2009 年 4 月成为欧足联纪律委员
会的成员。
这位专家撰写了一份报告，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提交给欧足联。在该报告中，他表示，根据他
的调查结果发现，第一场比赛被异常地投注了非常多的金钱。尤其是，比平常的比赛投注总额
多出十倍。
此外，专家还做了以下陈述：
•

"亚洲的市场价格显得有些奇怪又非常地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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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地，这场比赛并不单纯，而是已被操控过，或者犯罪组
织也影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
在听证会上，该专家以一般方式解释了国际足球博彩的机制, 以及记账人员处理足球比
赛投注的方式。而后他讲到比赛, 并再次确定他已提交给欧足联的报告内容。根据现有
的数据，他得出结论：第一场比赛的投注模式非常特殊且异常，而且与两个俱乐部球队
的预期实力完全不符。除了比赛被操控之外，没有其他结论了。
上诉方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该博彩专家的报告。后来仲裁委员会对俱乐部主席和
俱乐部做出强制性制裁。

这个程序的下一个步骤是确认背后投注者的身份。事实上在现阶段，这只可能通过
投注于合法、管制良好的赌博市场才可能取得。需要赌博业者的合作。在澳大利亚、
法国和英国等国家，赌博业者与执法机构或其他被指名的调查机构合作进行比赛造
假调查是强制性的法律或监管要求。这些合作还包括提供投注者的个人资料（例如:
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以及与投注相关的所有其他证据，例如: 声音录音或电脑情
报，以及他们过去赌博投注的历史记录。
在没有相关法定条款的国家，获取消息/情报将取决于是否有现行的自愿协议或是否
有必要寻求司法协助, 继而从赌博业者那里取得消息。.
如果将某人数据交给侦查人员，侦查人员不太可能在这个阶段就与该人面谈。因此，
我们的目标是开始建立一张事发当下的图片，因为在面试之前可用的情报越多，面
试就会越值得。
第一步应对投注者进行一系列的背景检查。 这些检查将包括：
•

与相关体育管理机构核对，了解是否可以在个人和相关运动之间建立任何
联系

•

检查先前定罪的犯罪背景

•

搜索所有执法机构的情报数据库（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数据库）, 以获取有
关个人所有有用的情报

•

与其他赌博业者核查其他可能发生的可疑投注行为

•

获取投注者的完整投注历史记录

•

下面于第 9 节将详细介绍开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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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比赛造假事件的视频提交证据
比赛造假或事件的视频录像显示操控已发生。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视频可以成为
发生操控的直接证据。
有些案例中的视频录像很有帮助，其中显示裁判做出了不正当裁定的足球比赛（例
如: 2011 年尼日利亚与阿根廷的国际足球友谊赛）30，又或者一名足球员故意做出被
判出场的行为 （例如: 2010 年对 Motherwell 球队前球员 Steve Jennings 的指控）31。
但是，由于高水平运动技术熟练的参赛者的误差幅度非常小，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
下，这些视频录像还不能定论比赛。

案例研究：斯诺克台球球员因故意输掉第一局而被下禁令
英国对于比赛造假犯罪最重要的裁决之一是对前世界排名第五名的球员史蒂芬李 (Stephen
Lee) 指控进行比赛操控, 以及透露了专业斯诺克台球的内线消息。

这些指控是由斯诺克台球世界管理机构、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台球协会（WPBSA）所提
出的，涉及李先生在 2008 年到 2009 年期间参加的 7 场比赛，包括世界锦标赛。

这些比赛都有被电视转播，但是在事件发生后由一名独立的斯诺克台球专家对比赛进行了
分析，他当时无法确定视频录像中的李先生因为台球的小误差而故意失分。因此，在证据价
值有限的情况下，他便没有在听证会上提出。

然而，由于 WPBSA 所提出的证据力度，即与赌博模式和电话通讯时间（但不是内容）有关
的实际证人和书面证据，因此 WPBSA 独立纪律听证委员会认定李先生在所有的控告中皆
有罪，并判他 12 年停赛。
资料来源: 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台球协会（WPBSA） 和 Stephen Lee, SR/0000540006, 英国体育
决议，2013 年 9 月 16 日 www.worldsnooke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1/decision.pdf

无论是执法机构还是体育组织主导调查，重要的是取得相关比赛操控的所有视频录
像之专业证据。执法侦查人员通常没有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以执行此功能。这是因
为要侦查到球员藉由运动里的技巧和精准度来操控比赛的行为很难。顶级体育参赛
者的技能比绝大多数参加运动的人都还要高。然而，所有参赛的运动员也都会因判
断错误、紧张或压力而失分、犯规或犯其他错误。对于侦查腐败行为和体育赛事中的
正常进程是一项重大挑战。

30
“足球比赛造假史：在高危险比赛中操控最终分数而被判有罪的裁判”, 在线每日电讯报，2014 年 6 月 23 日
www.telegraph.co.uk/sport/football/world-cup/10918404/Football-match-fixing-Referees-guilty-of-fixing-final-scores-inhigh-stakes-games.html [最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1 月 14 日].
31
Edwards, L. “Motherwell 球 队 比 赛 造 假 调 查 ： 事 实 ”, 在 线 每 日电 讯 报 , 2011 年 10 月 6 日 www.
telegraph.co.uk/sport/football/players/wayne-rooney/8811565/Motherwell-match-fixing-investigation-the-facts.html [ 最 后
造访时间 2016 年 1 月 16 日].

37

38

比赛造假调查最佳实践指南

在聘用鉴定人审查比赛造假事件时，第一要项即是对运动规则的深入了解。最好的
人选是聘用一位曾经参加过与被操纵的比赛同样水平竞赛的退休运动员。如果涉嫌
人之中包括比赛长官，则再次建议聘用相同等级的退休裁判。聘用其他运动项目或
其他国家的人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例如: 前面所提到的赛马指
控失败一例中[见第二章第 B 节案例研究：英国的赛马比赛造假指控失败]，所聘用的
鉴定人来自另一个国家，其赛马规则与发生比赛造假的英国略有不同 。
聘用人员时应考虑可能会产生的利益冲突，尽可能选择独立的人员，与相关的球队
或参赛者之前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联系有关运动的管理机构也是选择适当人选的另
一个方法。
初期阶段，应考虑鉴定人担任证人的能力，他们是否愿意出庭，以及在辩护律师进行
盘问的法庭听证会期间是否能够保持坚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符合刑事诉讼中的
举证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需要明确而有力的证据。
一旦鉴定人审查了事件，应撰写书面陈述。此外还须尽早取得该事件的视频录像（尽
可能采取最高视听标准），以备随后进行起诉时使用。
在之后的刑事起诉中应小心使用录像和鉴定人证据。过去的起诉案例显示，尽管可
以从操控事件的视觉录像中达到有罪推论，但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额外有支持性
的证据，例如: 电话和博彩记录, 以及来自证人和嫌疑人的面谈。

6. 采用通话数据记录建立初步联系关系
如上所述，比赛造假事件有四个具体阶段：策划体育赛事造假、执行操控、投注和收
取投注奖金。建立每个阶段相关人员之间的直接联系关系对调查的成功与否至关重
要。
在策划阶段和比赛操控之后为了分配利润，一定会有相关人员之间的通话。虽然面
对面的聚会也有可能，但最有可能通话的形式还是通过电话和其他管道（例如: 电子
邮件和即时通信息）。这种类型的通话留下一个联系相关人员的重要证据。在调查的
初期时，通话数据特别有用，并在稍后的阶段会成为比赛造假事件的证据。
在调查开始后，重点应该放在执行投注者或收取投注奖金者与执行操控者之间的联
系。就以往比赛造假案的经验来看，这些初期的联系通常是通过电话记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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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话数据记录分析
执法机构和其他调查机构可以使用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是能够对通讯设备和数据记录
进行鉴识科学分析（例如: 电话手机、参谋者之间的对话, 以及与赌博业者进行投注
时的谈话录音和收据）。近年来，这些来源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刑事调查取证手段。
此外，在某些国家，执法机构也可以选择利用截取数据（电话窃听等）作为侦查直接
证据或用于情报的目的。无论是哪种目的，都可以与其他通讯流量数据一起使用。
比赛造假的调查也不例外。从通讯设备的鉴识分析和详细的收据记录中所收集的证
据, 不仅有助于确认操控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还有助于了解何时以及如何进行造假
的全程。就以往的调查经验，这些证据有可能不只被用于一个或者全部阶段的比赛
造假确认：策划、下注、执行操控和收款（ 非法利润）。

案例研究：电话和博彩记录证明赛马操控阴谋
英国赛马管理局（BHA）在调查赛马比赛造假期间取得马匹主人 Maurice Sines 先生和
James Crickmore 先生的电话和投注证据，以采用幽灵赌博账户方式，于 2012 年符合法庭
要求, 确定违反纪律而被宣判控告成立。
英国赛马管理局（BHA）提举的主要证据是对 10 场受操控比赛的投注进行分析, 以及对其
他比赛投注模式的分析。BHA 表示这分析显示，这 10 场被操控的比赛投注方式与其他时间
的比赛有所不同，而且其赌注更大。
此外，BHA 列举了参与 10 场比赛的骑师与 Sines 先生和 Crickmore 先生之间电话联系的证
据。这些电话联系皆发生在 10 场造假比赛中的每一场日期附近。同时还有证据显示，投注
者与赌博公司之间的通话联系也往往发生在比赛日期接近时。
资料来源: 关于 Maurice Sines, James Crickmore, Peter Gold, Nick Gold 和 Kirsty Milczarek 上诉委员会的判
决, 英国赛马管理局, 2012 年 4 月 10 日 www.britishhorserac-ing.com/press_releases/appeal-board-decisionsregardmg-the-appeals-of-maurice-smes-james-crickmore-peter-gold-nick-gold-and-kirsty-milczarek

各家电信公司之间的详细电话账单记录格式和内容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会显
示最少量的通话数据，例如: 只记录拨出的电话和已发送的短信，有的则会提供更多
的通话数据，例如: 来电和拨出电话显示、已发送和接收的信息, 以及定位数据。也
有一种情况是，账单记录会显示三名涉及参与造假人员的电话会议。所有这些信息
对于比赛造假的调查都很重要。因此，执法机构应尽可能取得通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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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无法院命令，可取得哪些数据都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数据保护和通讯法。
在执法机构和其他法定机构侦查的比赛造假案中，侦查人员可以选择扣押和检查通
讯设备。这些设备中还可以取得额外的证据。其中包括：
•
•
•
•
•

通讯设备上的联络人资料，取得个别人之间有联系的证据
相关的电话号码, 可以进一步查询的线索，例如: 赌博业者和社交网站
短信中的对话证据, 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线索，例如: 与赌博业者和社交媒体平
台有关的线索
没有显示在详细账单记录上的应用程序通讯证据
设备里的其他相关图像和/或数据

然而，从通讯设备和详细账单记录中取得证据只是第一步。一旦收集到这些证据，下
一步就是确保这些情报上报侦查单位, 以加强证据追踪。
重点是，直接和间接证据都应该以法官和陪审团或体育纪律委员会能够理解的方式
来取得和安排。在原始格式中，通讯设备里的记录只是一份冗长的名细表，作为独立
文件，当作证据的价值非常有限。
运用常见搜索或开源搜索, 找出个别投注者使用电脑投注的联系（通过 cookies，IP
地址和互联网会话）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地, 也须找出通过共享的投注帐户与个人
间的联系。

8.

连接证据关系 --- 图表和时间表

从通讯设备和详细账单记录中可以取得各种证据，并将其结合到图表和时间表中。关
于操控比赛的涉嫌人之间的联系证据，执法机构和其他侦查机构可使用专业软件提
供证据。这种提供证据的方式同样也用于情报目的，作为证据以协助和指导调查。
通过时间表把通讯设备和详细账单记录中的证据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证据可以以简明易懂的图像形式呈现。时间表可以清楚地指出为什么证据与案件有
关，是一个提交证据给刑事法庭或体育纪律法庭的明确方式。除了可以指出参与操控
相关人员之间的联系证据外，时间表还可以呈现比赛造假事件和投注的时间点与相
关性。在法庭上必需证明不寻常的通讯时间与现场的非法行为有关。然而，事实上并
非所有的通讯数据都可以使用（例如: 未知电话/人员的数据），这代表着当中也可能
存在空白数据和不完整图像。
就以往的比赛造假调查经验来看，以时间表的形式提供证据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强调
关键人员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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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奖金和安排付款的时间点之重要性。例如: 假设策划和执行操控者彼此通话结束
后，就打电话下注，这就是与造假相关的证据，尽管对话的内容不太可能被知道。同
样地，假设在发生比赛造假后，那些相关人员打电话给从赌场中收取奖金的人：这也
是造假的证据。通话的时间和下注者之间越多的联系，证据就越有力。
以往比赛造假调查中以时间表形式呈现设备记录的鉴识分析证据包括：
•
•
•

每个关键阶段中进行操控的关键人员（或者进行造假参谋）之间的直接联系，
特别是策划操控和执行操控人员之间的联系
特别在比赛造假的之前和之后, 关键人员之间的密集通话，
相关人员在通话中下注的证据

•

打电话时个人可能的所在位置

•
•

聘用第三方为中介，成为和参与操控的关键人员之间的间接联系
操控各个元素的时间点和可能的位置

•

在操控过程中执行和付款投注的人的身份

•
•

与操控和付款相关的密集电话和通话时间
操控案潜在证人的身份

近年来，这类的证据已成为证明参与比赛造假案相关人员的手段。

案例研究：采用时间表证据证明斯诺克台球球员的比赛操控

在史蒂芬李(Stephen Lee)的案件中[见第二章第 F.5 节的案例研究：斯诺克台球球员因故
意输掉第一局而被下禁令]，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台球协会（WPBSA）提出大量与比赛
造假相关的投注模式文件证据

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台球协会（WPBSA）还引用了由不同人所投注的证据，包括他们
开立的赌博账户证据，他们之间以电话通讯的实际证据（而不是内容），以及哪台电脑在
哪里和某个时间被用来做什么的证据。

WPBSA 制作了时间表证据，其中显示了所有上述情报，包括何时执行相关的造假, 以证明
对李先生的指控。

Stephen Lee 的案件还提出了赌博商店和销售点的闭路电视录像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消
息/证据来源。通过图表呈现参与比赛造假的不同人员之间的联系时间/日期/位置等消
息的准确度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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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开来源的情报
在比赛造假调查的全程当中，经常性地搜索相关运动的社交媒体网站、操控期间相关
的赌博业者, 以及从涉嫌参与的操控者之中都可以找到证据。在建立策划比赛造假事
件的人员或重要证人之间的关联时, 此类证据收集特别有用。

案例研究：运动员的社交媒体活动对于证明比赛造假的判决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南方之星足球队一案采用公开来源的消息/情报协助确定犯罪和体育判决[见第二
章第一部分的案例研究：澳大利亚的南星足球队受到英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贿赂]。

有人对英国球员被派往澳大利亚操控比赛产生了怀疑。由于涉及赌博的关系, 这些球员在英
国参加比赛时就已经受到监控，因为他们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张贴了照片，照片显示他们在岛
屿上庆祝派对，以当时他们是半职业足球球员的薪水来看不太可能有此能力。

以往的比赛造假案显示，在社交媒体网站上也有可能找到与比赛造假相关的直接证
据。

案例研究：Facebook 的帖文揭发了赛马造假调查中参谋者之间的关联
2011 年， 由于社交媒体网站上提到赛马操控, 英国赛马管理局（赛马监管机构）发布了一
起英国赛马的腐败案。
据说，这次调查涉及的 9 个人全部都违反了规定，彼此之间共谋以进行腐败或诈欺行为, 违
反了赛马规则。
从社交媒体网站获得的证据对随后证明违反纪律的控告案件来说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 Heffernan 等人 – 判决，英国赛马管理局，2013 年 1 月 25 日 www.british-horseracing.com/resourcecentre/disciplinary-results/disciplinaryappeal-hearings/disciplinary/?result=535a30afb33ebfaa5320edb3

同时, 以往的比赛造假案也显示，搜索社交媒体网站可以揭发：
•
•
•
•

参与操控的相关人员之间的身份关联
比赛造假可能的证人（例如: 前合伙人和对被告怀有怨恨的其他人）
如何进行操控的具体细节
造假操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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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人员的别名

•

关键人物的位置

侦查人员应考虑其国家数据保护法对于公开来源资料的收集和使用（用于情报或证
据目的）的影响。例如: 在欧盟，任何与个人身份有关的开源数据/情报，未经同意就
使用的话可能会违反数据保护法。
与互联网相关的调查，侦查人员应该就可用的方法和风险考虑寻求专家意见。执法机
构的主要考虑因素应是先确定所在的司法管辖区, 以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记录和收
集情报。在寻求专家建议时，侦查人员还须了解“黑暗网络”。这个术语专指一组公开
可见的网站，但背地里隐藏着运作的伺服器的 IP 地址。这代表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
造访它，但是要找到网站背面的人非常困难。这些网站也很难识别，因为使用搜索引
擎也无法找到它们，需要特殊的技巧才能找到它们。32

聘用鉴定人

10.

尽管本实践指南中已提过聘用鉴定人，但本节目的在于提供关于比赛造假调查和起
诉之重要证据的更多细节。
在法庭上提交证据时, 很可能需要一些专业人员/鉴定人。需要这些鉴定人来解释涉嫌
事件中可疑或不正常的地方，特别是关于赌博投注的证据[见第二章第 B 节的案例研
究：英国的赛马比赛造假指控失败 ]，涉嫌操控的视频录像和财务记录。
聘用鉴定人也并非没有风险。基本上鉴定人会提供证据意见（即使是专业证据），而
不是真正与行为有关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基本上是主观的，辩方可以提出质疑。因此，
聘用鉴定人为造假提供证据评估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

独立性 - 理想情况下，鉴定人应该与体育或博彩组织保持距离，以防止出现
任何偏颇的偏见/指控，尽管就前者而言，由于资源或后勤方面的限制，不太
可能每次做到。
经验 - 鉴定人必须拥有丰富有力的相关体育背景，因此退休的运动员或裁判
通常是较适当的人选。这代表他们有能力区分是表现失常, 还是因腐败目的
而表现不佳（即在压力下履行）。

在鉴定人提交任何投注证据时，尽管可以用数学方法和客观比较方法进行分析，但执
行投注的人其行动只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

32
Egan, M. “什么是黑暗网络？ 如何造访黑暗网络。黑暗网和隐藏网有什么区别？”, PC Advisor, 2016 年 4 月 28
日 www.pcadvisor.co.uk/how-to/internet/what-is-dark-web-how-access-dark-web-deep-joc-beautfiulpeople-3593569 [最后
造访时间 2016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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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鉴定人必须能够证明投注是在预期的参数之外，不仅仅是不寻常而已。
检察官必须注意在比赛造假案件中过度依赖鉴定人证据的危险。因为这种证据本身
通常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寻找其他调查途径，以取得能够证实鉴定人意见的证据。

G. 面谈
1. 证人或嫌疑人?
和所有刑事调查一样，需要及早作出是否将某人作为证人或嫌疑人的决定，因为这
一决定会影响该人以何种方式被盘问。这并不可能明确地界定谁应该属于哪一类。
但是，可以概括其特点。
就以往的经验显示，潜在的证人或嫌疑人是指提出指控的人员或组织, 以及指控体育
赛事的人员或组织。将操控比赛造假的人当作证人对待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一般来
说，在调查期间这个立场不太可能有变化。
与涉嫌操控体育赛事的参与者面谈是比较敏感的事。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他们是参谋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应该被视为证人而非嫌疑人，除非有或直到
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其不正当和可能非法的行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符合“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第 37 条第 1 段的规定，因为它鼓励可能参与犯罪的人为了调查和证
据目的提供有用的情报，并对负责机关提供事实和具体的帮助。这也可以避免犯罪
分子捏造比赛造假事件的内容, 并追回犯罪所得。

2. 证人面谈
与潜在证人面谈时，主要目的是取得他们可能拥有的一些与调查有关的消息/证据。
这些消息/证据应以可用于法庭或体育纪律听证会的形式记录下来。一般而言，会采
取书面陈述的形式，可附上任何其他相关的文件或资料。
通常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提醒证人他们的权利（与嫌疑人的规程大不相同），但为了一
个良好做法，也为了公平，告知他们陈述实话的必要和若在刑事调查中提供虚假陈
述的可能后果很重要。
比赛造假调查常有的复杂性使得与嫌疑人的面谈可能至少要分成两个阶段，与证人
的面谈则不一定需要。就以往的调查显示，第一阶段的面谈高度集中在取得有关如
何进行操控和有谁参与其中的证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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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账单记录和投注记录等鉴识检查证据通常不会在此阶段提供，必须在随后与嫌
疑人面谈时呈现给嫌疑人看。

3. 执法单位逮捕、搜查和扣押
强烈建议，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任何涉嫌参与犯罪事件的人应在执法机关面谈前正
式被逮捕。
正式逮捕某人可以确保他们不得不接受面谈, 并且扩大从该人那里取得证据的范围。
在某些国家，逮捕某人可以有机会搜查被捕者的住处和车辆; 而其他国家，要这么做
则需要出示搜查令。如果要搜查涉嫌人的财产，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正式面谈之前进
行，因为在盘问涉嫌人的时候可以询问所查获的相关证据。但是，此权限也取决于各
个特定国家的规定。
所获得的相关证据则取决于涉嫌人在比赛造假事件中扮演的位置和角色。一般而言，
相关证据包括:
•
•
•

将嫌疑人与比赛造假事件的任一个阶段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的证据
可以证明参谋者之间的联系证据
大量的现金/现金存款

•
•

手机电话中的所有证据，包括短信和联络人资料中的联络人身份
计算机或其他电子信息储存设备

•

相关财务信息，例如: 银行账单

•

旅行证件

•

投注记录

为何逮捕嫌疑人很重要，还有其他原因：
•

防止比赛造假事件发生

•

无论是通过扣押拘留还是实施保释条件, 防止嫌疑人与参谋者进一步地联系

•
•

确保某个须被引渡的人到场
破坏比赛造假事件相关嫌疑人的犯罪行动

•

通过拘留或限制旅行等保释条件来防止他们潜逃，例如: 扣留护照

4. 嫌疑人初步面谈
与涉嫌参与比赛造假事件的人面谈之前，必须由访调员和领导侦查的人员商定详细
询问嫌疑人的书面计划。该面谈计划书应包括与操控相关的鉴定人证据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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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应通过录音设备或最好是视听设备进行录音。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方面，应根据
进行面谈的本国法律要求，向嫌疑人提供充分的法律咨询意见。
根据经验显示，第一次面谈通常是一般概括性的面谈。面谈的内容取决于嫌疑人所
涉及操控的哪个部分（投注、策划或比赛造假事件本身）。
此外，进行的访调员对涉嫌造假的运动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如
果赌博投注是操控的关键，则访调员也应该对投注有深入的了解，或者具备一位可
以就此方面提供建议的人。这对访调员的信誉和面谈的效力都很重要。
面谈的开始点可以询问关于比赛造假指控的开放性问题，目的是从嫌疑人那里得到
完整的解释。开放性问题是那些无法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具有以下特
征：
•

要求受访者思考和反思。

•

邀请受访者提供更多的陈述/细节。

•

邀请受访者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感受。

开放性问题通常始于：谁、什么、何地、何时、为何、如何或形容（例如: 当比赛造
假发生时你在哪里？你第一次与队长见面是什么时候？）。这类的问题可以包括：
•
•
•
•

解释他们为什么被逮捕, 以及他们对这种解释的回应
他们被逮捕之前对比赛造假事件的了解和参与程度
比赛造假事件发生的关键阶段他们位于哪里
在比赛造假事件中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
•

他们对比赛造假运动的了解，以及他们参与过或曾经参与过该运动的哪些
活动
他们对博彩的认识

•
•

从通讯设备、电话记录和投注数据检查中取得的证据相关问题
在逮捕和搜查嫌疑人期间或其他搜查期间所缉获的证据等相关问题

在初步面谈阶段，访调员设法收集证据，以证明比赛造假的指控，并尝试为调查建立
更多的线索。
允许嫌疑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记录他们对参与比赛造假事件的解释也是初步面谈的
另一个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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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嫌疑人也有可能将其伪造的解释记录下来，而这些解释之
后可能会被驳回，但这是质疑被告人可信度的关键，对于判决定罪很重要。在过去,
嫌疑人在面谈中所提供的证据确实有助于一些体育法庭的纪律判决。

案例研究：参谋者与访调员面谈时撒谎
Heffernan 赛马纠纷案中被指控的其中一名参谋者[见第二章第 F.9 节-案例研究：Facebook
的帖文揭发了赛马比赛造假调查中参谋者之间的联系] 是 Michael Chopra，他当时是一名因
赌博问题而众所皆知的职业足球员。并经常与一位曾经是正职员工的参谋者接触。
法庭发现，他与体育侦查员面谈时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不属实。他陈述的内容与电话记录中
的数据相互矛盾，记录中显示出他与参谋者的通话和短信证据。
资 料 来 源 : Heffernan 等 人 — 判 决 , 第 81-95 段 , 英 国 赛 马 管 理 局 , 2013 年 1 月 25 日
www.britishhorseracing.com/resource-centre/disciplinary-results/disciplinaryappeal-hearings/disciplina
ry/?result=535a30afb33ebfaa5320edb3

5. 第二阶段面谈
比赛造假调查很可能须要与嫌疑人和潜在证人进行第二轮面谈。这在分析好扣押的
证据, 以及逮捕后完成其他线索调查的工作之后就会安排。 这些调查的线索还包括：
•
•

对嫌疑人确认第一阶段面谈时针对事实的提问所作出的答复，包括所提出
的借口
对嫌疑人的通话数据和银行记录进行鉴识分析

•
•
•

详细分析嫌疑人的投注记录
第一次逮捕阶段后因积极行动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例如: 监督证据
证人再次面谈的额外证据

与第一阶段面谈一样，在第二阶段面谈中负责的访调员和领导侦查的人员应商定好
详细询问嫌疑人的书面计划。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记录第二阶段面谈，并且必
须根据面谈本国的法律充分提供给嫌疑人法律代表、协助和建议。
第二阶段的面谈应尽可能安排在调查已收集不少证据的情况下。此时是把所收集到
的证据具体向嫌疑人提问的好时机。这些问题可以包括详细账单记录、投注记录和复
杂的财务数据等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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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面谈期间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呈现证据，最好是以时间表的形式表达是很重
要的。
此外，如果在面谈过程中要提到复杂的投注数据，访调员必须对赌博投注方式有所
了解，以便能够有效地询问证人或涉嫌人，并保持其可信度。在这方面，了解相关投
注术语并且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投注很重要。
另外，谈到比赛造假事件时，访调员必须很了解造假的技巧和有关运动的规则。在特
殊的情况下，如果该体育规则有复杂性，例如: 查看赛马骑师的动作, 刑事调查期间
可以向主管法院申请，以便相关体育专家出席面谈。这是可以被准许的，因为它有助
于法官或陪审团了解案情。
由于在第二阶段的面谈里, 可能是第一次将比赛造假事件证据的关键要素提供给嫌
疑人，因此案件有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回复而延伸出有更多的调查线索。如此，逮捕与
第二阶段面谈之间的程序则须再重复。

H. 控告
调查结束后，如果有充分理由提出刑事诉讼，则必须作出决定。如果理由尚不足，则
应通知该调查终止，除非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证据。另一种方式是, 通知他们案件被转
送到相关体育组织进行可能的纪律处分。
在嫌疑人被正式起诉之前，依照本国的法律框架必须考虑许多因素。第一个因素是
由谁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提出控告。在不同的国家，有些是由警察、检察机关或调
查法官做出这一项决定。而另一些国家，是否继续进行起诉则取决于是否符合公共
利益。
第二个考虑因素是应该以什么罪名向嫌疑人提出控告（附件 A 概述了如何将 “反腐
败公约”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规定应用于比赛造假的案件中）。这也会影响执
法机构对指控的决定。对于那些为比赛造假的控告有特别立法的国家来说，这个决
定是直截了当的，尽管执法当局还需要决定除了比赛造假犯罪之外是否应该追加更
多的罪名。但是，在没有特别立法的国家，决定指控的进度则大部份取决于在哪里找
到证据的优势。而在大多数的国家，这种行为很可能涉及欺诈、腐败或贿赂等犯罪。
第三个考虑的因素是，单独还是集体控告嫌疑人。在比赛造假事件里很可能会有一
个以上的嫌疑人，同时每个人在参谋中的角色都很明确，比如安排造假、执行操控、
下注和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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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有串谋罪或集体犯罪的国家，集体控告所有与此犯罪相关的人是一个令人心
动的作法，因为这可以简化起诉并增加定罪的机会。在上述的一些案件中，由于串谋
罪的刑事指控其实更容易取得判决定罪。
案例研究：法国手球明星与 15 人因联赛造假共同被起诉
提出指控的是法国国家彩票和体育博彩经营机构 La Francaise des Jeux, 指出 2012 年 5 月
Montpellier 和 Cesson 之间的手球比赛受操控, 因为他们在比赛期间发现了异常投注金额。
这场比赛吸引了 103,000 欧元的投注，远高于该运动平常几千欧元的投注。
主要被告是世界冠军球员 Nikola Karabatic。据称参与赌博参谋的人是 Karabatic 先生的女朋
友和他的几个体育圈朋友，即来自西班牙第一和第二分区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
关于 Karabatic 先生，在审讯中，检察官解释说所取得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其中包括的证据
有:
•

Karabatic 先生的女朋友为他下注的 1,500 欧元

•
•

他对博彩的总赌款及其目的很了解，即策划该项操控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
去伊维萨的度假村豪华渡假
他的定位接近博彩机构的地置

•

他多次打电话给 La francaise des jeux 博彩机构

尽管如此，Karabatic 先生仍坚持他的清白。 最终他被判有罪并被罚款 10,000 欧元。
一共有十六人被控犯有“集体诈骗”的罪行。所有人均认罪并被处以 7,000 欧元至 20,000 欧
元的罚款，并被判处 6 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资料来源: "法国手球明星 Karabatic 被判比赛造假有罪", RFI, 2015 年 7 月 11 日 www.english.
rfi.fr/sports/20150711-french-handball-player-found-guilty-match-fixing [最后造访时间 2016 年 1 月 14 日].

I. 执法侦查人员具体的调查问题
1.

举证标准

正如第二章第 F.1 节所述，大多数法律制度中刑事定罪的举证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
一种自由心证。一般来说，检察官有举证责任，需要使用执法机构取得的证据来证明
国内的案件。也就是说，控方所提出的主张必须让普通一般人也觉得毫无疑问, 且能
够证明被告有罪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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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排除合理怀疑不包括绝对确定的证据。它不是排除所有怀疑的举证，也不是一种
假想的或轻率的怀疑。然而，所要求的是证据必须比被告可能有罪的判定还要多。否
则法官或陪审团的结论可能只是被告有罪但必须开释的结果。

2. 逮捕后续侦查
侦查的下一步行动取决于与嫌疑人首次面谈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嫌疑人
进行刑事指控，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线索，则此案件可以交由相关体育管理机构采取
进一步的行动，因为违反运动规则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可能使用较低标准的举证。
如前所述，侦查比赛造假案件可能是一个耗时且复杂的过程。它涉及管理大量犯罪因
素，包括赌博的鉴识分析、电话和财务记录以及对各种证据的检查。大量的证据来源
在侦查的后期阶段会变得更明显，尤其是在与涉嫌人面谈和搜查他们的财产后。
侦查也有可能在第一轮逮捕和面谈之后仍处于初步阶段，因为也许才刚刚发现了相
关的电话、博彩和财务记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取得和检查这些记录，也需要鉴定
人从中取证的帮助。
调查的范围和性质可能在此阶段需要重新考虑。必须决定是要扩大还是缩小调查范
围，以及是否应该改变策略以纳入积极的调查方式。

3. 金钱追踪
比赛造假事件相关的金钱线索追踪, 初步可以追踪在合法赌博市场投注的相关金钱。
如果在赌博市场有一个可查账的管道（在投注者和执行运动操控者之间的明确联系），
就可以及早知道谁从中获得盈利。重点是，这有助于辨识谁在体育圈内与比赛操控者
勾结。
这个来自赌博投注的消息可以是金钱线索追踪的好开始，因为一旦从比赛造假的赌
注中获取金钱，参谋者之间就需要分配这笔钱。在某些时候，这即可能代表银行账户
之间的资金转移、收购商品和/或购买财产，因为参谋者各自获得了他们的利润或受
贿金额。
这些交易有助于进一步地辨识在参谋之前没有联系的其他人。即使这笔钱是以现金
转移，仍然有机会追踪这笔钱，因为在某个时候它一定需要被清洗并转化成有形的财
产，因此是可以追溯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14 条和“联合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
约”的第 7 条（防止洗钱措施）授权缔约国“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综合性国内
管理和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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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制止并查明各种形式的洗钱”，并倡导”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调查和监督现金
出入”。
因此，“反腐败公约”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每个缔约国应该已经采取措施，执法
机构可以利用这些措施来追踪比赛造假事件的款项。

J. 体育组织具体的调查问题
1. 规则和权力范围
体育组织在侦查比赛造假的指控时其权限是有限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他们只对参与这项运动的人有管辖权。通常，体育运动的规则/条款可以约束
球员、教练、裁判和球队老板/董事，这些皆属于体育组织的管辖范围。但是，依照
以往纪录案例来看，最好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是由体育规则/条款来约束，也就是说还
包括体育组织本身的医务人员、代理人和职员。
其次，体育组织的侦查人员并不具有如同执法机构人员那样广泛的权力。例如: 他们
没有逮捕权，往往也不能强迫被告提供某些个人信息（例如: 银行和电话记录）。
然而，这方面其实可以用合同的方式, 制定运动参赛的规则条件， 像是在比赛造假的
调查情况下, 就必须遵守证据收集政策。 例如: 在英国的赛马比赛中，具体的条件就
是参赛者的执照。作为纪律调查的一部分，有一些规则甚至还要求了在面谈期间必
须回答问题（即没有沉默自主权）。而以往的经验显示，代表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一定
会寻找方式来挑战这类的规则，因此在体育规则中制定强而有力的合同要求是非常
重要的。
对于体育规则无法约束的比赛操控者，体育组织有权在某特定运动的体育场里对可
疑的比赛操控者下禁令，这是一种方法，以规定参加者不准与体育场外被下禁令的
其他人联系或通话。
本文第二章第 M.8 节详细介绍了体育组织内的廉正单位如何克服本小节所概述的一
些问题。

2. 利益冲突
体育组织必须注意的是，在调查体育比赛造假时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因为外界对
比赛造假的报道可能会对组织的声誉和财务造成损害。但对于任何的指控, 这不应该
成为一个避开彻底调查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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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利益攸关者发现到体育赛事中的造假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掉，则对于该项体育
管理的问题就会陆续被提出。例如: 媒体可能会为了公众利益而进行调查，而这会给
体育组织带来困扰。
这种情况发生在 2016 年 1 月，当时调查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
详细介绍了世界男子网球高级别球员被指控比赛造假。这次的报导对双方, 无论是网
球还是媒体都造成了震撼, 导致网球廉正负责人被召集到政治委员会面前，回答有关
于他们调查体育比赛造假的方式等问题。
潜在利益冲突的进一步考虑是保证在特定的体育组织里, 设立一个参与调查的道德
委员会，其成员不可以是被指控犯有比赛造假罪行的任何人。

3. 指控体育组织的资深成员所带来的影响
体育组织在调查比赛造假指控时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当体育组织的管理人员，特别
是管理机构的成员涉嫌参与比赛造假事件。
这会让体育组织内负责侦查的人陷入非常困难的情况。建议的解决办法是让更多的
资深成员参与相关运动（即区域或国际联盟）或咨询执法机构。在较极端情况下，按
照可能涉及的人数和人员，可以联系政府协助。

案例研究：巴西足球长官因政治动机唆使比赛造假丑闻而被下禁令
1997 年，巴西一家大型的电视联播网播放了一段电话交谈录音，录音中所牵涉的就是巴西
足球联盟组织裁判提名主席 Ivens Mendes 先生。
谈话的内容涉及巴西顶级足球联赛中操控比赛的结果。Mendes 先生承诺协助比赛中的某些
球队以换取金钱来资助他参加巴西国民大会的竞选活动。
尽管在公开听证会没有达到刑事起诉的结果, 但由于体育纪律的程序，Mendes 先生仍被判
终身禁赛。

4. 举证标准
除了第二章第 F.1 节所述的刑事标准之外，相较于执法侦查人员, 体育侦查人员可能
拥有的优势是他们所须达到的举证标准较低。
体育规则中的举证标准是达到平均概率（或证据测试的优势）或适当的满足标准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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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准低于刑事举证标准, 其程序是体育内部的纪律事项，并且没有刑事定罪的分歧
问题。
在民事案件中也常用的平均概率要求审判机构和侦查人员在建立他们的证据图像时,
询问是否有可能发生比赛造假的违规行为。这也就是 50％+ 1 的可能性。
第二个标准是适当的满足标准，是运动界独一无二的方法，超越纯粹的平均概率，但
却低于合理怀疑的举证标准，源自于反兴奋剂法。体育仲裁法院(CAS)多次表示，适
当的满足标准应采用能适用于所有体育舞弊/腐败案件中, 因为如果被告被判定有罪,
其后果（即制裁）与严重性可想而知。
虽然体育仲裁法院(CAS)建议采用适当的满足标准来解决比赛造假事件，但如果一项
特定的运动决定采用更合适且更能够保护被告的权利，则维持较低的平均概率标准。
事实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防止操控奥林匹克运动比赛准则第 3.3 条规定：“本
准则之下所有事项的举证标准应采用平均概率，这是一种证据优势的标准，证实违反
准则的可能性较大。“[关于准则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一章第 23 页。]

5. 采用证据
体育组织对于采信证据并没有像刑事诉讼程序中那么严格的规定。这让他们在向体
育法庭提举证据时可以有更大的灵活度，而法庭在进行评估并作出判决时也愿意考
虑任何相关的证据。

案例研究：土耳其足球比赛造假案的所有证据皆被采纳
源于 2010/11 土耳其国内足球赛季后期赛事的造假风, 土耳其俱乐部涉嫌三起比赛造假
案。
因为俱乐部的董事长、董事会成员、助理经理和球员犯下的国内假球罪行, 欧足联（欧洲
足球管理和监管机构）就将他们排除在冠军联赛决赛或欧洲联赛之外, 所有相关俱乐部
都对欧足联的这个决定提出上诉。也向体育仲裁法院提出上诉。
欧足联提出的主要证据形式是警方取得的秘密窃听对话和土耳其刑事调查所截获的短
信，其复本内容在土耳其刑事法院的判决中被揭露。
在刑事调查和听证会期间，土耳其法律作出了一项修正，即在刑事审判中通讯的窃听证
据将不再被采纳。被指控的其中一个俱乐部认为欧足联不应在体育听证会上采信那些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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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上诉被驳回，因为体育仲裁法院的法律体系一致认为，即使证据在民事或刑事法庭中不
能被采纳，也不能断然阻止体育联合会或仲裁法庭考虑这些证据。在撰写本文时，该刑事
案件仍在进行中。

这样的举证灵活度应明确地写在体育规定中。这些规定有：
“反腐败法庭不受司法或其他程序中证据采纳规则的约束。相反的，事实可以通
过任何可靠的方式建立，包括表白和旁证。”
(国际板球委员会参赛者反腐败守则，第 3.2.1 条款，自 2014 年 11 月 11 日起生效)
“司法长官、司法委员会和/或上诉委员会（视情况而定）不受任何管辖区证据采
纳的司法规则约束。相反的，违反反腐败相关的事实可以通过任何可靠的方式建
立, 由司法长官、司法委员会和/或上诉委员会酌情判定。”
(世界橄榄球规定第 6.9.2 条款，2016 年 1 月 1 日)

6. 执行纪律处分程序
决定是否对违反体育规定的被告进行纪律处分，以及由谁负责决定皆取决于体育组
织的规定和政策。
无论谁负责，都必须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履行适用的举证责任（例如: 平均概率）。
这代表这个人必须站在体育纪律官的位置听取案件,并进行裁决。
如果负责人认为有足够的证据，体育组织可以对被控告的参与者发出指控, 并对侦查
进行听证。如果负责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则应该终止调查，以防止浪费资源。
较好的做法是由可以独立评估证据的内部律师或外部法律顾问/参事决定是否进行纪
律处分程序。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体育组织无法这么做时，侦查人员则必须自行
决定。

7. 体育参与被告方的权利（包括上诉）
参加体育运动调查和纪律处分的体育参与者不享有与执法机构调查相同的法律保障
措施。然而，较好的做法是，不特别强调体育组织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为被告提供足够
的权利/保护以达到公正程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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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这样做, 则代表在随后纪律处分程序中受到惩罚的被告可能会提出上诉,。
总体来说，包括纪律听证会在内的侦查过程必须遵循自然公义和正当程序的原则，即
过程公平、透明和公正。被告方须享有的具体权利包括：
•

被告知控告的权利

•

陈述的权利

•

及时依法举行听证的权利

•

由律师辩护的权利

•

打电话和提问证人的权利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应明确地写进体育规则中，并在听证会期间对被告和纪律
委员会说明。
此外，侦查人员和任何法律顾问必须确定在整个过程中，包括纪律听证会在内都不应
该存有任何的偏见，并记住举证责任始终落在体育组织身上，并不是为了让被告证明
自己的清白。
最后，关于保护参与者的自然公义权，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有上诉权。这可以只是单
纯的审查（即第一次的仲裁法庭是否有任可明显的错误？）, 也可以是对证据进行全面
的重新审理。无论采取什么类型的上诉方式，上诉最好由体育组织外部独立的陪审委
员会执行。

8. 了解赌博
体育组织最好对赌博投注有深入的了解, 并且与赌博业者和博彩监管机构保持良好的
工作关系。体育侦查人员必须寻求外部专家的帮助来获得相当水平的知识，尤其是在
赌博不合法的相关国家里。
此外，当国家尚未立法支持时，体育组织应与赌博业者和博彩监管机构建立正式的谅
解备忘录，以便在发生与博彩相关的比赛造假事件指控时, 可以取得情报分享与合作。

K.

侦查人员和检察官在刑事或体育案件中的关系

1. 侦查人员和检察官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主旨
就最佳做法而言，侦查人员和检察官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以保证正确的司法管理。侦
查人员在处理比赛造假指控时的作用是集中在寻找与该指控相关的事实，以及他们
是否有办法证明对涉嫌人提出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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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检察官所扮演的角色作用是评估案件的优势和弱点，并决定和通知是否对罪行提
出起诉。

2. 侦查人员和检察官合作与沟通的好处
尽管侦查和起诉是分开运作的，但它们的目的都是在确认或反驳某个人是否参与比
赛造假事件，彼此的工作都能互惠对方。为了促进这一点，在一般性质和范围的侦查,
以及具体途径的侦查上, 强烈建议侦查人员和检察官之间展开定期合作与沟通。

3. 在侦查的哪个阶段进行合作
建议在调查比赛造假初期的阶段，侦查人员和检察官之间进行合作与沟通, 特别是那
些看起来可能会起诉的调查。

4. 编写起诉案件
在刑事比赛造假案件中要确定判决定罪可以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收集充分证据的
问题、由于安全担忧而导致证人不愿意出庭等困难。此时采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32 条规定（保护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可以获得协助。
全球各地的执法侦查人员和检察官至今仍在深入了解哪些证据可以取得, 以及法庭可
以采纳什么内容。

5. 指控和起诉的最终决定
提出何种指控的最终决定不一定由执法机构或检察机关执行, 因国家而异。因此，负
责决定的人员必须向涉嫌人阐明所有与调查相关的问题，因为后者了解案件的实情。
此外，如果起诉案件的关键部分涉及赌博，应当有人向当局通知与赌博相关的证据技
术要素。2007 年英国多名骑师被指控操控赛马的案件, 警方因没能这么做，导致该指
控被驳回[见第二章第 B 节--案例研究：英国的赛马比赛造假指控失败]。同样地，在
提交证据之前，也应咨询所聘用的鉴定人。
在此阶段，关键的决定在于是否让被告之间相互联系。如果让他们继续联系的话，可
能会对接下来的起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考虑申请拘留。而申请拘留也应该考虑
被告可能会：
•

潜逃

•

不出席审讯

•

设法干预证人或检控案件中的任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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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检调小组由具有起诉体育案件腐败经验的检察官或具有相似特点的其他类型案
件，例如: 涉及有组织犯罪或复杂金融犯罪案件经验的检察官所组成。
检调小组应直接与了解相关运动的人进行沟通，并就该案有关的投注和其他专业问
题进行咨询[见第二章第 F.10 节]。有一种方法是聘请某人向体育法庭出庭的检调小
组提供咨询和指导，特别是在涉及操控赌博或腐败案的案件。

6. 起诉后程序
由于比赛造假起诉成功的案例仍然很少，因此从以往的起诉案中汲取经验教训很重
要，不管它们成功与否。一旦审判结束，执法机构和检察官应该花时间回顾并学习经
验，以便下次遇到类似的指控时能够处理得更好。
体育管理机构较可能在内部进行这样的程序。例如: 英国赛马管理局在完成与该赛马
赌博相关的腐败案件后，执行了一份完整的总结报告，主要汇报了哪些内容生效了,
而哪些没有。汇报不只包括案件的流程、程序和裁决，还包括对所牵涉的运动项目的
重大影响，以及对涉案人员破坏性的影响。.

L.

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充办法

1. 如何破坏和解决
对于犯罪分子来说，造假比赛的一个吸引力的是因为，若与其他犯罪相比，它算是风
险较低的活动, 被执法机构逮捕的可能性很小[见第一章第 c 节]。主要是因为通过传
统的调查技术反应来证明比赛造假事件有所困难（不管是藉由赌博下注的金钱线索,
或是与运动内部的人员联络的线索将嫌疑人和比赛造假事件串联起来）。
因此，若要打击比赛操控者的行动，需考虑其他执法方式。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方式
就是调查嫌疑人是否有涉及任何其他形式的犯罪，如果有，利用这些消息来瓦解他
们参与比赛造假。如果没有阻止该操控的可能性，则最后手段即执法机构必须与嫌
疑人面对面。
有时候，比赛操控者不在一般的执法调查范围内，例如: 无法将嫌疑人引渡到引领调
查的国家执法机构的情况。对于这些人来说，尽可能让更多的相关机构联合起来破
坏嫌疑人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 其目的是设置多一些防范性障碍以阻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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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组织也可以采取措施来破坏可能的比赛造假，其方法有：
• 由体育长官和其他参与者监控
•

向相关人员发出警告或提出他们的怀疑

•
•

更换比赛长官
改变赛事的结构以防止竞争最终结果无效的比赛, 或输球反而有优势的比赛
[见第一章第 B.2 节：案例研究 - 2012 年奥运会羽毛球造假操控]
排除体育场地的嫌疑人，并禁止他们向合法赌博业者下注

•

案例研究: 采取特殊制裁以破坏参与者的腐败犯罪
在赛马造假案中涉及的赛马主人 Sines 先生和 Crickmore 先生[见第一章第 C 节--案例研究：
使用幽灵投注账户操控赛马]，其纪律听证会的宣判结果是禁赛 13 年。
判决的内容还包括限制他们与任何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有任何联系，意思是说 Sines 先生和
Crickmore 先生不得参加英国的任何赛事。这就是要防止/瓦解他们涉及腐败犯罪的一种方
式。

2. 情报共享和数据保护
为了成功打击比赛造假，具备有效的管道而就一系列调查的重要问题与一方或多方
共享情报是一再强调的重点需求（取决于该指控的事实和情况）。

图 6. 情报共享和数据保护
执法机构和国家体育组织引领
执法机构和区域/国际体育组织引领
执法机构和国家博彩监管机构引领

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和国家博彩监管机构引领
执法机构和赌博业者引领 (在他们所在的管辖区内受管制和/或运作)

执法机构和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引领
执法机构和区域/国家执法机构引领
执法机构和其他有关公共机构引领

国家体育组织和区域/国际体育组织
国家体育组织和国家博彩监管机构
体育组织和赌博业者(在他们所在的管辖区内受管制和/或运作)

体育组织和其他有关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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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国内运作情报共享的程序，各国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国家平台，此乃根据欧洲
理事会在体育竞赛操纵公约里的”第 13 条、 第 48 条（ 1）（a）、（d）、（e）和（f）
（执法合作）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61(2)条（腐败情报的收集、交流和分
析）的规定[见第二章 第一节和附件 A]。
国家平台内比赛造假情报和资料共享的功能应包括：

•
•
•
•

作为情报中心; 收集并传播相关情报给利益攸关方，尤其是涉及比赛造假事
件的个人相关情报
接收、集中和分析在某些国家里所发生的体育比赛投注异常和可疑的情报，
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发布警告
向利益攸关方提供可能违反法律或体育法规的情报
国内和国际上与所有组织和相关单位合作

此外，为了成功实现跨国间比赛造假的情报交换，各国应该：
•

与其他国家的相关联系人建立信任关系

•

利用已存在的区域/国际系统，例如: 由国际刑警组织操作的系统共享情报

共享情报有一个重要的考虑点是特定国家揭露和数据保护的法律框架。这适用于调
查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尽管有些执法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可能例外），并决定是否
取得关键证据，例如: 电话和博彩记录。
禁止收集和使用任何人（即可识别的个人）的数据是一种正确的做法，除非是经过同
意或法律要求这样做。因此，侦查人员应该熟悉特定国家的数据保护法。
数据保护法和规定已经到位，可以保护个人隐私，但不保护比赛造假的嫌疑人或抵抗
官方调查的有心人; 数据保护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阻止合作国之间的数据交换。

3.

举报机制

与比赛造假本身一样，促进犯罪举报机制的法律因国家而异。同样的，在法律诉讼中
如何使用举报来源获得的情报，以及保护出面提供消息/情报的人所建立的措施也因
国家而异。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出版了保护举报人的最佳实践指南，是提供给体育组
织和执法机构的一份有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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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显示，目前所有地区的腐败事件举报率不到 10％，需要好好地提倡民众举
报。本指南的宗旨是协助缔约国和其他国家机构确定可能需要哪些法律和体制改革
来满足国际要求; 指出可以用于此任务的资源和支援; 并强调当出现挑战问题时, 有
哪些需要不断审查的事项。本指南的主要学习要点是各国应该：
•
•
•

检查现有的法律框架和体制安排，以加强现有的优良实践方法并指出与举报
相关的差距。
使用最新技术和传统通讯方法来倡导举报。.
倡导民众在社会上举报不当行为是一件值得被接受并学习的事。

•
•

使用法律、程序和组织等措施来保护举报者。
考虑如何为举报者提供咨询建议。

•

确保相关单位有充分的授权、能力、资源和权力来接收举报、调查不当行为
并保护举报者。
确保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具备充分的训练和专业技能来处理举报和保护举
报者。

•

当前有许多不同的举报系统可供体育界使用，以便举报体育赛事操纵。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的一种方法是保密的举报机制。这种方法目的是鼓励民众
出面，不是因为同侪压力或对有组织犯罪分子的恐惧而出面。因此，此机制是建立在
保密、匿名和保护原则的基础上。
然而，采取匿名举报的缺点是体育组织和/或执法机构的侦查人员可能无法有效地追
踪或检查所接收到的情报是否可信。此外，体育组织也无法监控举报者是否履行了体
育条款中所提及的举报义务。
另一种方法是向提供情报的人保证匿名，直至审判或听证会，如果需要提出指控并提
出正式证据为止。在体育方面，这种方法已在 FK Pobeda、Aleksandar Zabrcanec、
Nikolce Zdraveski 与欧足联的案件中被体育仲裁法庭采用。

4.

媒体的作用

媒体在比赛造假中的角色作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有些执法人员在处理假球问
题时会避免与媒体合作，但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特别是关于比赛造假的事件, 媒
体可能会自己开始进行调查。
因此，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应该与可信赖的媒体资源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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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造假通常以丑闻的形式暴露给民众知道，导致调查和检察机关与体育组织准备
和装备不足的负面印象。民众对利益攸关方不可避免的负面印象就是民众会认为负
责侦查比赛造假犯罪行动的人员不仅落后操控者一步或多步，甚至还落后媒体一大
截。

案例研究：媒体暗中进行并揭发国际板球运动员的定点操控

2010 年 8 月，巴基斯坦国际板球员 Salman Butt 先生，Mohammed Asif 先生和 Mohammed
Amir 先生以及代理 Mazhar Majeed 先生被指控在罗德板球场进行的英格兰和巴基斯坦的国
际测试比赛竞赛期间进行了定点操控造假。其罪行是与英格兰队比赛时，他们在关键时刻投
废球。

该场比赛操控乃是由目前已停刊的报纸“世界新闻报”里的一名记者因暗中进行卧底侦查而
揭发。这家报社的记者向 Majeed 先生提供了一笔巨额现金，请他告知何时投出废球。 而后
Majeed 先生与其他被告共同安排废球以换取该笔现金。

后来这四名被告在英国被控刑事參谋罪。他们还受到体育管理机构的纪律处分。两次听证会
生的证据包括秘密录音的内容和从卧底中取得的短信内容, 以及被告在交叉询问时的信息。

证据的提供让体育纪律法庭和刑事审判的陪审团深入了解了嫌疑人的行为。最后被告们被
判有罪，在纪律程序中被禁赛，并在刑事定罪后入狱。

媒体、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各自遵守不同的规则，有着不同的目标，并不容易促成合
作，在处理比赛造假的方法上也可能不同。执法机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公义和确
定刑事犯罪，使用的是一种需要严格保密和其他人无法取得该情报的方法。相反地，
媒体要求的是透明度，才能为民众编写新闻，往往纯粹是为了商业而已。
如果媒体和执法机构还是体育组织的侦查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或者根本不
存在（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曾互动过）的情况下，若可以确定双方的利益，则各方之间
虽文化不同, 但是信任会增长, 这是比较好的做法。尽管存在上述的分歧，但两者都
是为了公共利益、侦查犯罪而行事。媒体、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之间的沟通管道清楚，
任何一方都不得跨越界限的话, 则情况会改善。最终，侦查人员也希望能够由他们自
己处理特定案件或与指控相关的情报。
在执法机构和媒体之间建立结构式关系会降低媒体试图介入执法行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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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体育组织也应该寻求一种结构式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廉洁问题。这将降低体育
组织被媒体过度报导渲染的可能性，造成其名声被所编写的新闻玷污, 而民众对比赛
造假问题的关注反而不足。
按照严格的保密条款进行定期的会议和简报会，可以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这可以确
保媒体和侦查人员之间的关系在适当的责任结构中进行管理，而最终目的是保护潜
在证人, 并确保在刑事和纪律程序中使用证据的完整性。
媒体和侦查人员之间良好且妥善管理的关系可以产生互利，也可以避免仅以丑闻形
式报导比赛造假案件。

5. 赌博监控和谅解备忘录的作用
目前体育组织正寻找积极主动并防止操控发生的方法。例如: 英国赛马监管机构聘用
博彩专家，在赌博投注市场里即时监控，寻找不正常的投注，如此便可以提早发出操
控通知。
专业博彩监测公司的出现也证明了结合技术（例如: 软件来监测外部赔率）和人为因
素（例如: 博彩专家广泛的数学知识）来确定实际和预期赔率之间的差异相当有用，
还可以显示潜在的不规律与可疑的投注。当前这些公司都向体育组织和执法机构提
供商业服务，也提供任何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疑或不寻常的投注行为之详细信息。如
果这个可疑的投注行为在比赛发生之前就告知体育组织，则该组织就有机会阻止或
瓦解原本预计的操控。

案例研究：执法机构和博彩监测组织合作抓住南方之星的操控者
在南方之星一案中[参见第二章第 1.1 节 - 案例研究：澳大利亚的南方之星足球队受到英国
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贿赂]，由于体育博彩监测组织提供的情报， 以及与新维多利亚警察体育
廉正情报单位的关系, 因此维多利亚州的警方才有办法快速处理反应。
体育廉正情报单位开始在墨尔本地区联合监控南方之星队所参加的足球比赛。当该单位在
监控南方之星与另一家俱乐部之间的足球比赛时，伦敦博彩监测公司的分析师也在监控同
一场比赛的投注动向。可以说不只一场比赛的期间，该单位与投注分析师同时通电话，而分
析师告诉他们当时赔率的动态。
此外，南方之星某些球员的手机也在当时由维多利亚警察体育廉正情报单位所监控。
经过几个星期对南方之星比赛行为的即时分析，以及伦敦分析师对投注模式的整理和墨尔
本维多利亚警方的秘密侦查行动，都显示南方之星的某些球员，大部份来自英国，都已被马
来西亚的比赛操控者所吸收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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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式协议，提前警报系统已经开发出来，可以直接从赌博业者那里收集数据。当
出现可疑的动态时，这些系统就会向其他赌博业者、体育组织和监管机构发送警报。
像全球乐透彩券监测系统（GLMS）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世界彩券协
会和欧洲彩券公司所开发，并由 Sportradar 提供支持。GLMS 为乐透会员公司提供了
由政府合法彩券和盈利博彩公司所提供的博彩市场广泛监控。此外，它还为乐透会
员提供警报和平台，让用户们可以有效地沟通可能存在的可疑比赛。
欧洲体育安全协会（ESSA）设立了一个提前警报系统，其目的是侦测和阻止其会员
的赌博市场因体育赛事操纵而陷入腐败。ESSA 的会员主要是欧洲地区受监管的赌博
业者, 尽管如此, 香港赛马会也是其会员之一。 ESSA 采用两层机制达到提前警报系
统，其工作原理如下：
•
•

•

ESSA 会员侦测到某特定事件（第 1 层: 内部控制系统）的不正常投注模式。
这消息会立即报告并传达给 ESSA 的安全团队和主要的赌博业者。如果被证
实确实有潜在危险，该可疑动态会触发整个 EESA 成员（第 2 层: ESSA 提前
警报系统）的警报。
通过 ESSA 的高级安全平台发布此警报后，会员须迅速作出反应，确认其市
场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真的有发现的话，则尽可能详细地提供信息。

国际足球联合会有自己的警报系统公司，通过综合报告的方式监控和分析国际体育
博彩市场，以期保护所有国际足联的足球比赛。该公司, 即 FIFA 提早警报系统有限
公司（EWS）也代表第三方在足球场内外进行比赛监控。 EWS 的策略有三个方面：
与赌博业者和监管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监控系统和资讯网络。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已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方法，即 2014 年 1 月所建立的完整
赌博诚正系统（IBIS）。IBIS 不是一个监控系统; 它收集和发布情报和与体育博彩相
关的情报，以供奥林匹克运动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使用。IBIS 建立在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和不同利益攸关方所签署的个别协议（谅解备忘录）互联网络上，这些利益攸关
方分别是: 博彩监管机构、赌博业者、国际联合会和博彩监管机构。
在赌博合法且受监管的国家里, 国家博彩监管机构也具有其监控功能，可以打击体育
运动中操控比赛的金钱腐败。英国赌博委员会拥有自己的体育博彩情报单位，于 2010
年成立。其职权范围之一（于 2015 年进行了修订）在于“针对特定事件和特定的人进
行追踪性的投注监测”。它的范围并不像上述其他系统那样广泛，也没有办法对赌博
市场或体育赛事进行一般性和预防性的监控。这部份仍然属于赌博业者和体育管理
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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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一联络人
较理想的情况是，所有的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应该提供一名处理比赛造假问题的单
一联络人。这名单一联络人应该具备且了解如何调查比赛造假指控的全面知识，并承
担以下主要责任：
•
•
•
•

在其组织内建立和维护廉洁举措
成为组织内部第一个取得比赛造假相关信息的接收者
进行查询，必要时协调对所接收到的资料和指控进行全面调查
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和相关机关建立联系关系

为了能够履行这些主要责任，相关法律或法规赋予单一联络人权力很重要，以便在事
件或比赛造假指控发生时有权作出决定。

7. 廉正长官
鼓励体育组织聘用廉正长官。虽然角色将根据体育运动的需求和资源而有所不同，但
是廉正长官却是一项宝贵的资产，尤其是在该项运动的任何重大赛事举办前和举办
期间。他们的主要起了阻止任何形式的比赛造假作用。他们的角色与反兴奋剂长官的
角色不同，因为他们的职位需要不同的技能。
建议体育组织廉正负责长官应具备以下技能：

•

察觉到比赛操控者的作案方式

•
•
•

察觉到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发生的任指控（即国内或国际体育组织和任
何潜在的犯罪行为）
具备运用体育法规的能力, 以及按照适用标准证明犯罪所需证据的知识
开发和管理资料来源的能力

•

在需要时，有维持机密和匿名的能力

•

对博彩如何运作的基本知识

建议廉正长官的职责应包括以下任务：
•

对所有参与者提供赛前廉洁教育计划

•
•

到个人/团队的酒店和比赛长官处进行诚信拜访
以明显又独立的廉洁公正方式出现在每场比赛场地，以达到震慑作用，并在
必要时干涉那些试图采用可疑办法的参与者
参与者在使用通讯设备时, 确保其遵守体育运动内部消息的廉洁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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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担任博彩监测公司的直接联络人，当发现并出现赌博市场上可疑的事件时，
立即提供调查事件的回复，并确认是否存在不正常/不寻常投注模式的合理解
释
根据体育运动法规进行现场实况查问或调查
获取并收集证据

•
•

与证人、涉嫌人或被告、举报者等进行面谈。
制作案例报告以提交体育纪律独立机构进行惩处

案例研究：2015 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的廉正长官
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 2015 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策划人员聘用廉正长官。每场比赛都会
在每个体育场里部署一名廉正长官。这些长官还为所有的团队上了一堂廉洁相关的培训课
程。
廉正长官经常与负责监督所有比赛投注市场的赌博监控公司接触，最重要的是，在比赛期间,
他们随时跟进发生的任何可疑事件。

体育运动的廉正长官可以与廉洁问题上的单一联系人是同一个人，只要没有重复工
作或资源的问题。这是 FIFA 世界足球运动管理机构在其打击比赛操作的具体建议里
向国家协会成员建议的方法。

8.

体育组织内的廉正单位和策略

维持运动廉洁的主要责任取决于体育组织。为此，有一些体育组织已经开始发展比
赛造假相关问题的调查能力，并拥有内部情报或反腐败单位, 通常都是由前执法人员
和偵查人员所组成。例如: 英国赛马管理局的廉正单位、网球廉正单位、国际板球委
员会反腐败和安全部门, 以及欧足联廉正长官联系网。这些机构必須在没有拥有执法
机构和其他法定机构一样的权力下进行调查（例如: 逮捕和拘留嫌疑人）。
目前期望建立或改善现有廉正单位的体育组织，也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良好做法。体
育组织必须考虑以下内容来制定反比赛造假策略。
风险评估

体育组织制定廉洁/反比赛造假策略的开始点建议从某特定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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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造假的潜在威胁和策划者可能利用的漏洞中（例如: 体育运动、赌博彩市场和刑事
司法框架里）去评估风险。
投注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领域。大量的体育投注会产生潜在的威胁。其他相关的投注消
息包括是否在运动事件中提供谁将赢得胜利的消息，一般这被称为定点投注或微型投
注。另外, 在电视上还是互联网上进行直播也有关系，因为观众人数越多，投注量可能
就越高。
一对一的运动, 像网球、斯诺克台球或镖枪等体育项目，其风险高于团体运动，因为腐
败者可能只需要影响一个人就可以操纵比赛结果。定点投注可以包括影响一个人或一
个团队的操纵。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以外的参与者也可能成为锁定的目标，例如: 裁
判和俱乐部老板。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运动参与者被贿赂收买的弱点。尤其有证明指出，当参与者
的工资很低、工资迟付或根本没有付的情况下，他们就更有可能成为操控者锁定的目
标。

案例研究：2012 年奥运会如何解决赌博诚信问题
伦敦 2012 年奥运会上成立联合评估单位（JAU）, 是一个跨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机制，
在奥运会之前和奥运期间负责收集、整理和评估有关赌博投注诚信问题的资讯，详细介绍了
每项奥林匹克运动的资料以查寻各自固有的风险和漏洞。
为此，JAU 调查了每项运动的历史或文化是否早已因腐败、治理不力或妥协、兴奋剂或因比
赛造假而受到损害。

在某些运动的风险评估里, 实际或所知的腐败文化也可能是另一个要考虑的的因素。
更准确地说，体育组织需要投入廉正单位的资源取决于风险评估的结果。例如: 对于赛
马等运动来说，其比赛造假的风险很高, 因为赛马与赌博的独特联结关系, 以及可以在
单一比赛中投入大量资金。其他运动像足球、网球和板球, 由于其全球知名度和电视播
放的关系, 因此也具有潜在的高风险。
明确的规则与政策

所有的体育组织都应该建立明确的规则和政策来处理各种廉洁违规的行为，范围从参
与者的投注到实际的操控。
当问题涉及到体育参与者的赌博投注，有时候，完全禁止赌博投注可能是必要的，例
如: 对赛马中的骑师施加禁令。至少应该对参与竞赛的参赛者或主持比赛的裁判下赌
博禁令。
腐败赌博可能会和内线消息的滥用有关，因此体育组织必须了解其内容，并为所有参
与者提供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明确指示。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在体育赛事期间，限制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讯设备是一项有用的预防措施。合法使用
这些设备和参与者的详细帐单也将成为任何后续调查的一部分，同样地, 也应要求参
加面谈和回答问题的人员这么做。参与者通过体育规则和/或参赛协议必须遵守这些
义务。
体育规则与政策应辅之以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纪律程序以处理任
何违规行为。此外，建议请参与者和公职人员都应签署反腐败规范。
参与者执照

并非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有建立参与者的执照政策或流程，但对于那些有建立的团体
来说，执照可以说是廉洁策略中重要的部分。在英国的赛马比赛中，所有的骑师和训
练师都必须取得执照才能参加该项运动。取得执照的过程就像一个门户，事实上, 通
过它体育组织可以筛选人员，并促进该项运动的廉洁性。
对于那些目前没有要求参与者取得执照的运动项目，仍然建议作为预防措施，新加
入成员应通过正式流程才允许加入。按以往的经验显示，防止一个潜在的腐败者进
入一项运动会比他们在取得执照后侦查并拒绝他们更有效。
至于体育俱乐部，体育组织也应该建立措施来规范和确保俱乐部财产和金钱方面的
透明度。若在这方面缺乏透明度的话, 会使俱乐部受到有组织犯罪分子的收买和投
资，而俱乐部会变成举办比赛造假活动的工具。

案例研究：一名中国商人投资比利时足球队
这起案件始于一名中国商人投资比利时八家经济陷入困境的足球俱乐部。该投资中还包括
某些是直接购买俱乐部的情况。
据称，当投资完成後，这些球队的球员都收到一笔操控比赛的酬劳提供，其目的是利用比赛
操控来获利。
比利时执法机构和足球组织花了 10 年的时间调查，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当中涉及了球
员经纪人、教练、球员、执行长和律师。
2015 年，一共有 31 人因腐败、洗钱和骗税等各种罪行被判刑。在撰写本文时，这个案件仍
持续进行中，其中有一些人提出上诉。

情报和调查能力

情报是所有反腐败计划的命脉。根据一些体育运动的经验显示，特别是赛马、板球和
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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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查明犯罪模式和锁定可疑的腐败者而收集、分析和散播的情报是成功打击廉洁
威胁的关键。
2010 年英国体育博彩诚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建议所有体育运动都应该采用相似的原
则，并且都应该具备一个资讯技术和情报管理系统，或者至少具备这类设备的管道。
还需要情报和分析鉴定人将资料和情报转化为之后的纪律听证会中可用的证据。
对体育赛事中任何可疑的投注行为进行严格调查, 是所有体育廉洁策略中的重要部
分。有些体育组织具备这种能力，但有些则不然，因此可能需要仰赖外部援助。最重
要的是，每项指控都须加以调查，因为被逮捕的恐惧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吓阻方式。

健全的纪律处分和制裁

为确保体育组织对比赛造假指控进行适当的调查，以及维护被告的权利，体育运动组
织必须制定健全的纪律程序（和独立上诉程序），让相关的纪律机构为该项运动举行
公平听证[见第二章第 K.6 节]。如果一项体育运动的比赛造假事件成功地让听证官或
委员会满意并得到证明，则所作出的裁决也必须健全且适度。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对该
项运动终身禁赛的判决。同时，这样的判决也会引起重大的震慑作用。

与赌博业者和监管机构合作

体育组织和赌博业者为了廉洁问题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体育赛事里可疑的
博彩活动中最有可能的情报来源就是投注市场。由谁投注的证据以及何时将进行后
续的纪律调查就很可能因为合作而成功。
对于被下了大量投注的主要体育项目应该要考虑聘用能够主动监控投注市场的博彩
分析师。体育组织至少也要具备一个可以帮忙解释投注数据, 并为纪律听证会准备投
注证据的人。
体育组织的另一个方式是采用专门监控投注市场的经营公司的服务。
或者，如果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可以利用赌博业者或监控公司提供的及时情报来防
止操控发生。
教导

任何反比赛造假策略的基本要素是教导和提高警觉。教导提高所有参与体育运动人
员的警觉性，并保护他们不受到贿赂者的影响。越多人参与此教导，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就越能够认识到比赛操控者的手段并抵制他们。对于比赛造假认识教导的目标是让
所有参与者明确了解博彩规定、比赛造假和内线消息使用（更准确地说是: 滥用）。
比赛造假的认识教导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面对面、在线培训到书面教材，如海报和
提示卡。所采用的方法类型也应取决于目标听众，体育组织应与利益攸关方共同合作,
包括球员协会和可信任的体育博彩组织，以执行相关教导,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
力。
参加者和公职人员都应该在参加体育运动之前完成教育计划课程，并且持续参加/完
成定期进修方案课程。
重点是，体育组织应该了解到，教导和提高警觉应该被视为完全廉洁策略的一部分，
而非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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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学习要点

A.

比赛造假概述

比赛造假对世界各地的运动廉洁来说是一种多方面的危险。它是一种独特的犯罪，需
要特殊技巧才能成功地打击它。本比赛造假调查最佳实践指南为执法机构、体育组织
和其他相关机构提供了实用的工具、方法和指引，以协助解决这一大威胁，减少比赛
造假对体育圈内圈外人的吸引力，从而维护体育的完整性。
执法机构采用现有的国际公约，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比赛造假指控的规定
来协助其侦查程序。尽管它们不受本实践指南中提及的所有国际文书的约束，但体育
组织和其他具有管辖权与侦查比赛造假权力的机构却可以从这些文书规定中得到协
助。
以下是本实践指南针对执法机构、体育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详细阐述的关键学习要
点：
•
•
•
•
•

利益攸关方应以国际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和本国法律为基础来采取行动。
本实践指南向各个调查机构指出如何善用所选的调查技术来解决体育运动
中的比赛造假问题，从而达到侦查、情报和调查行动的成功结果。
全球赌博市场与技术的进步已造成比赛造假的威胁攀升。
比赛造假的主要形式通常与赌博有关。然而，也有出于运动因素而进行的比
赛造假，其严重程度不比前者少。
比赛造假/操控的定义来自于欧洲理事会的体育竞赛操纵公约。意思即“刻意
安排，为了不正当地改变体育比赛的结果

71

72

比赛造假调查最佳实践指南

•
•
•
•
•
•

或进程目的而行为或不行为，以变更上述体育竞赛中的全部或部分不可预测
性质，为自己或他人获取不正当的好处。”
执法部门和体育侦查人员的不同背景影响他们独立作业的方式，也影响他们
处理涉及违反体育法规和刑法的比赛造假时共同作业的方式。
比赛造假对有组织犯罪分子极具吸引力的原因是因为当前它是一项低风险、
高回报的活动。
比赛造假是一种复杂的金融腐败特殊形式，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
比赛造假诈欺体育界的一些利益攸关者，包括球迷和赌博业者。
比赛造假是一项全球性的跨国犯罪，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广泛的方法，因
此难以调查。
可以帮助打击这个威胁的国际法律和体育文书有: “反腐败公约” 、“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欧洲理事会的体育竞赛操纵公约”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的“防止操控奥林匹克运动比赛准则” 。

B.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
•
•

•
•
•
•
•

一场成功的比赛造假事件有四个阶段：策划阴谋、执行下注、现场执行操控
和收取非法利润。
如果一个执法机构要成为引领调查比赛造假指控的机构，它就必须与相关的
体育组织接触交涉，并利用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知识。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否有比赛造假的指控来源（例如: 赌博业者或个人），
在没有找到其他途径来证实举报之前，就不会放弃该情报，特别是搜寻赌博
投注市场里的证据 。
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在体育监管听证会上，平均概率或适
当满足的举证标准都是属于较低的标准。
所有侦查的主要目标，无论是由执法机构还是其他机构负责，都是以逻辑且
有条理的方式跟踪证据。
投注证据通常涉及技术专业且复杂，因此应该聘请专家来协助。
涉及比赛造假事件的视频录像应该要谨慎处理，因为高水平运动中参赛者技
术上的微小误差, 很难辨别出其可疑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
从被告方取得的电话、博彩和银行记录，须建立它们之间的关联。而这些资
料应以明确的形式提交给刑事法庭或体育法庭（例如: 以图表或时间表的形
式）。

第三章. 结论与学习要点

•
•
•
•
•
•
•

社交媒体可以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但是任何搜索和取得的证据都必须在考
虑到法律限制和要求的情况下完成。
在决定聘用鉴定人协助某项特定证据时（例如: 投注或视频录像），必须考虑
其在法庭上的自主性、经验和可能表现。
由于每个人都有可能只想寻求自我保护，因此在与涉嫌参谋操控的人面谈时
必须特别注意。
在追查比赛造假的金钱去向时，执法机构还可能找到与参谋无关、体育界内
外的其他人。
体育组织的管辖权和权力是有限的，而这影响着他们是否能够且确实调查比
赛造假指控的程度。
体育组织不像执法机构一样受到严格的举证规定约束。对于涉嫌参谋的运动
参与者采取行动措施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侦查人员和检察官有其自主性，但在一般性质和范围的调查初期阶段和
调查的特定途径方面, 应该进行定期的合作与沟通。

C. 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充办法
•
•
•
•
•
•
•
•

为了减少证明比赛造假事件嫌疑人的困难度，另一种方法是调查嫌疑人是否
涉及其他形式的犯罪行动。
各国应着手于建立国家平台，使情报共享和交流程序更加容易。
数据保护法和规定的目的是在保护隐私，因此在调查比赛造假嫌疑人时, 应
考虑到这方面规定。
媒体、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之间有效地沟通, 集合所有资源，也符合相关各方
的利益。
博彩监控系统和情报共享平台已经成为比赛造假案件的重要证据来源，应该
在财力和人力资源允许的范围内使用。
所有执法机构和体育组织在处理比赛造假问题上都应该建立一名单一联络人。
体育组织内应具备一名廉正长官，较理想的情况是组成一个廉正单位，其主
要功能是成为一股震慑力量，并制定廉洁策略。
教导所有参与者提高对比赛造假威胁的警觉, 以及如何应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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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对比赛造假调查的适用条款

条款
第1 条

宗旨声明

相关文字
本公约的宗旨是：

(a) 促进和加强各项措施, 以便更加

比赛造假的适用性
• 比赛造假的复杂形式，往往是
一种跨国界的金融犯罪，完全
符合公约的宗旨。

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b) 促进、便利和支持预防和打击腐败
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包括在资
产追回方面。

第3条

适用范围

第5条

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
做法

本公约应根据其规定用于对腐败的
预防、侦查和起诉腐败, 以及根据
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得的冻结、
扣押、没收和返还。

2. 各缔约国均应当努力制订各种
预防腐败的有效的做法。
3. 各缔约国均应当努力定期
评估有关法律文书和行政措施，
以确定其能否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

• 比赛造假是一种腐败的特殊
形式，在追回犯罪所得上必须
改善。

• 有许多预防措施可以协助打击
比赛造假。
• 鉴于参与比赛造假的人会不断推展
改变其方式和手法，因此评估侦查方
法和策略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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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缔约国应当根据本

•

比赛造假是一个只
能通过国际合作来
有效解决的问题。

•

-有时候，比赛造假
涉及公职人员。
-但是一般而言, 它
与在私营部门工作
的有组织犯罪分子
和体育人员有关。

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
则, 酌情彼此协作, 并
同有关国际组织和区域
组织协作，以促进和制
订本条所述措施。
第 12 条

私营部门

第 14 条
预防洗钱的措施

各缔约国均应根据本国
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
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
加强私营部门的会计和审计
标准，
并酌情对不遵守措施的行为
规定
有效、适度且具有警戒性的
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各缔约国均应当：
(a)
在其权限范围内,
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包括对办理资金或者价值转
移正规或非正规业务的自然
人或者法人，并在适当情况
下对特别易干涉及洗钱的其
他机构，建立全面的国内管
理和监督制度，以便遏制并
监测各种形式的洗钱，这种
制度应当着重就验证客户身
份和视情况验证实际受益人
身份、保持记录和报告可疑
交易作为规定;
(b)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
四十六条款的情况下，确保
行政、管理、执法和专门打
击洗钱的其他机关（在本国
法律许可时可以包括司法机
关）能够根据本国法律规定
的条件, 在国家和国际一级
开展合作与交换信息，并应
当为此目的考虑建立金融情
报机构，作为国家中心收
集、分析和传递关于潜在洗
钱活动的信息。

•

•

•

比赛造假所取得收
益的洗钱通常是通
过赌博业者完成，
但也可以通过购买
或投资体育资产
（如: 俱乐部和球
员）来完成。
当然, 这些共谋者
也可以利用传统的
管道洗钱，比如:
通过金融机构和购
买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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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条

私营部门内的贿赂

各缔约国均应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
和其他措施，并经济、金融或者商
业活动过程中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
规定为犯罪：



涉及比赛造假的关键罪行是
犯罪分子利用金钱或其他金
钱利益进行贿赂, 通常是通
过第三方付款给体育参与者
（直接影响者），以操纵特
定体育比赛/竞赛的结果。



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必须通过
合法管道洗钱才算成功操作
比赛造假。
这种犯罪独特的地方往往是
通过赌博业者洗钱，但也可
以通过购买或投资体育资
产，如: 俱乐部和球员。
当然, 这些共谋者也可以利
用传统的管道洗钱，比如:
通过金融机构和购买财产。

(a) 直接或间接向以任何身份领
导私营部门实体或者为该实体工作
的任何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
实际给予该人本人或者他人不正当
好处, 以使该人违背职责作为或者
不作为;

(b) 以任何身份领导私营部门实
体或者为该实体工作的任何人为其
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
收受不正当好处, 以作为其违背职
责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
第 23 条
对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

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
本原则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
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
犯罪：



(a) (i) 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
为隐瞒或者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
源, 或者为协助任何参与实施上游
犯罪者逃避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转
换或者转移该财产;
(ii) 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而隐瞒
或掩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
所在地、处分、转移、所有权或者
有关的权利;

(b) 在符合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
念的情况下：
(i) 在得到财产时, 明知其为犯罪
所得而仍获取、占有或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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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对本条所确立的任何犯罪的参与、
协同或共谋实施、实施未遂以及协助、教
唆、便利和参谋实施。

第 27 条

参与、未遂和中止



为了达到全面的震慑力
，那些参与比赛造假的
人应受到调查，并在证
实后起诉。



以下这些人称为共谋者
，例如: 介于指挥操控
的犯罪份子和运动参与
者之间的代理人/经纪
人/第三方。



并非所有为了金钱而企
图造假和操纵体育的人
都会成功，也会有失败
或挫折的情况，因此在
相关刑法中也应该对此
做出规定

各缔约国均应当使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
受到与其严重性相当的制裁。



如果相关执法机构认为
体育运动中有比赛造假
的腐败发生，他们必须
展开侦查，并根据证据
的有力与否，按照该国
相关的反腐败法律起诉
所有的共谋者。

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的
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
够没收：



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机
构未能成功追回比赛造
假的所得，就是策略和
行动上的一大弱点。



因此，必需像有关机构
处理涉嫌严重有组织犯
罪的其他腐败事件一样
, 应该把更多焦点集中
在“追查资金”上。这
将需要金融机构和赌博
业者的参与与合作。

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
施，根据本国法律将以下规定为犯罪：
(a) 以共犯、从犯或者教唆犯等任何身份
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

(b) 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任何未
遂和中止;

(c) 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进行预备的行
为。

第 30 条

起诉、审判
和制裁

第 31 条

冻结、扣押和没收

1.

(a) 来自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犯罪所
得或者价值与这种所得相当的财产;

(b) 用于或者拟用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
罪的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
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辨认
、追查、冻结或者扣押本条第一款所述的
任何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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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类犯罪所得已经部分或者
全部转变或者转化为其他财产，则应当
以这类财产代替原犯罪所得而对之适用
本条所述措施。

4.

如果这类犯罪所得已经与从合法
来源获得的财产相混合，则应当在不影
响冻结权或者扣押的情况下没收这类财
产，没收价值最高可以达到混合于其中
的犯罪所得的估计价值。

5.

对于来自这类犯罪所得、来自这
类犯罪所得转变或者转化而成的财产或
者来自已经与这类犯罪所得混合的财产
收入或者其他利益，也应适用本条所述
措施，其方式和程度与处置犯罪所得相
同。

6.

第 32 条
保护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

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
度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
措施，为就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作证
的证人和鉴定人, 并酌情为其亲属及其
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护, 使
其免遭可能的报复或者恐吓。

1.

在不影响被告人权利包括正当程
序权的情况下, 本条第 1 款所述措施
可以包括：





2.

(a) 制定为这种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
序，例如: 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将其
转移, 并在适当情况下允许不披露或者
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资料;

(b) 规定允许以确保证人和鉴定人安
全的方式作证的取证规则，例如: 允许
借助于诸如视听技术之类的通讯技术或
者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



保护那些有勇气站出来提供比赛
造假腐败相关消息的人员非常重
要，并在最后做好与执法机构合
作的准备，以确保罪犯成功定
罪。
在涉及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下，这
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往往精
通恐吓证人。
应该为证人提供最大程度的保
护，因为涉嫌人一定会采用各种
方法来掩盖其腐败行为，这意味
着仅会存在很少的其他证据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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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条
保护举报人

第 37 条
与执法机关的合作

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在本国法律制度中
纳入适当措施，以便对出于合理理由善
意向主管机关举报涉及根据公约确立的
犯罪的任何事实的任何人员提供保护,
使其不致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鼓励参与或曾经参与实施根据本公约确
立的犯罪的人提供有助于主管机关侦查
和取证的信息，并为主管机关提供可能
有助于剥夺罪犯的犯罪所得并追回这种
所得的实际具体帮助。

1.

对于在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犯
罪的侦查或者起诉中提供实质配合的被
告人, 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就适当情况
下减轻处罚的可能性作出规定。



保护那些有勇气讲出来并提供比
赛造假腐败相关消息的人员非常
重要。



尤其是体育参与者本身也涉嫌参
与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一开始没
有察觉到犯罪，而之后如果他们
拒绝合作，处境就会变得危险。



其他可能会举报的人包括那些涉
嫌参谋运动腐败的人、其他体育
参与者或握有消息的一般人。



鉴于比赛造假主要是私营部门腐
败的一种形式，协助执法机构进
行国家一级侦查的重要机构即是
体育管理机构。



根据监管结构和犯罪类型的不同
，赌博监管机构和赌博业者也可
能是本文所述的私营部门。



鉴于比赛造假主要是私营部门腐
败的一种形式，协助执法机构进
行国家一级侦查的重要机构即是
体育管理机构。



根据监管结构和犯罪类型的不同
，赌博监管机构和赌博业者也可
能是本文所述的私营部门。

2.

第 39 条
国家机关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1. 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
根据本国法律鼓励本国侦查和检察机关
与私营部门实体, 特别是金融机构之间
就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实施所涉的
事项进行合作。
2. 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鼓励本国国民
以及在其领域内有惯常居所的其他人向
国家侦查和检察机关举报根据本公约确
立的犯罪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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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条
管辖权

1.
各缔约国均应当在下列情
况下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建立对根
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管辖权：
(a) 犯罪发生在该缔约国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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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不违背本公约第四条规
定的情况下，缔约国还可以在下列
情况下对任何此种犯罪确立其管辖
权：
(a)
或者

犯罪系针对该缔约国国民;

(b)
犯罪系由该缔约国国民或
者在其领域内有惯常居所的无国籍
人实施。
3.
为了本公约第四十四条的
目的，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
措施，在被指控罪犯在其领域内而
其仅因该人为本国国民而不予引渡
时, 确立本国对根据本公约确立的
犯罪的管辖权。
4.
各缔约国还可以采取必要
的措施，在被指控罪犯在其领域内
而其不引渡该人时, 确立本国对根
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管辖权。
5.
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或者
第二款行使管辖权的缔约国被告知
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悉任何其他缔
约国正在对同一行为进行侦查、起
诉或者审判程序，这些缔约国的主
管机关应当酌情相互磋商，以便协
调行动。

大多数比赛造假活动都是跨
国的，从司法管辖的角度来
看这使得侦查变得更加复杂
。
对于比赛造假腐败活动的特
定偵查, 使用本条款的规
定，可以促进讨论关于哪个
国家具有优先管辖权的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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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條

国际合作

第 44 条

引渡

1. 缔约国应当依照本公约第四十
四
条至第五十条的规定在刑事案件中
互相合作。在适当而且符合本国法
律
制度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考虑与
腐败有关的民事和行政案件调查和
1. 当被请求引渡人在被请求缔约
国
领域内时,本条应当适用于根据本
公
约确立的犯罪，条件是引渡请求
所
依据的犯罪是按请求缔约国和被请
求缔约国本国法律均应当受到处罚
的犯罪。
2. 尽管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但
缔约国本国法律许可的, 可以就本
公约所涵盖但依照本国法律不予处
罚的任何犯罪准予引渡。
本条适用
的各项犯罪均应当视为缔约国之间
现行任何引渡条约中的可以引渡的
犯罪。缔约国承诺将这种犯罪作为
可以引渡的犯罪列入它们之间将缔
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

4.

订有条约
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果接到未与
之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
渡请求，可以将本公约视为对本条
所适用的任何犯罪予以引渡的法律
依据。

5.

9. 对本条所适用的任何犯罪, 缔
约国应当在符合本国法律的情况下
, 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简化与之
有关的证据要求。



国际间跨国比赛造假调查合
作极为重要的点在于确保关
键嫌疑人、证据和证人都逃
脱不了法律。



由于比赛造假涉及犯罪的跨
国性质，各国必须根据本条
款进行合作，将嫌犯引渡到
引领调查的司法管辖区。
过去，有太多跨国比赛造假
中的主要嫌疑犯都因为未能
被引渡到优先管辖权的国家
而逃脱了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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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条
司法协助

第 48 条
执法合作

1. 缔约国应当在对本公约所涵盖
的犯罪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
中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司法协助。
4. 缔约国主管机关如果认为与刑
事事项有关的数据可能有助于另一
国主管机关进行或者顺利完成调查
和刑事诉讼程序, 或者可以促成其
根据本公约提出请求, 则在不影响
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可以无须事先
请求而向该另一国主管机关提供这
类资料。
1. 缔约国应当在符合本国法律制
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情况下相互密
切合作，以加强打击本公约所涵盖
的犯罪的执法行动的有效性。缔约
国尤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以便：



各国之间的司法协助
（MLA）在比赛造假领域中
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是牵
涉跨国的大问题，其工作主
要是通过强制性措施或以审
讯时可以接受的形式收集证
据。



在预防和调查方面，执法合
作对于调查比赛造假的成功
至关重要。
由于全世界对比赛造假缺乏
了解也缺乏证据，因此消息
和情报交换的重要性无法低
估。
现代技术推动了比赛造假的
威胁，因此执法至少必须达
到同等程度和设备，才能够
打击威胁。



(a) 加强并在必要时建立各国主管
机关、机构和部门之间的联系渠道
，以促进安全、迅速地交换有关本
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各个方面的情
报，在有关缔约国认为适当时，还
可以包括与其他犯罪活动的联系的
有关情报;

(b) 同其他缔约国合作, 就下列与
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有关的事项进
行调查; [...]

(d)与其他缔约国酌情交换关于为
实施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而采用的
具体手段和方法的资料，包括使用
虚假身份、经变造、伪造或者假冒
的证件和其他旨在掩饰活动的手段
的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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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交换情报并协调为尽早查明本
公约所涵盖的犯罪而酌情采取的行
政和其他措施。
缔约国应当努力在力能所
及的范围内开展合作，以便对借助
现代技术实施的本公约所涵盖的犯
罪作出反应。

3.

第 49 条
联合侦查

缔约国应当考虑缔结双边或多边协
定或者安排，以便有关主管机关可
以就涉及一国或多国侦查、起诉或
者审判程序事由的事宜建立联合侦
查机构。如无这类协定或者安排，
可以在个案基础上商定进行这类联
合侦查。有关缔约国应当确保在其
领域内开展这种侦查的缔约国的主
权受到充分尊重。



按照比赛造假调查适当管辖
权的决定，由于比赛造假调
查的复杂性和跨国性，可能
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进行联合侦查。

第 50 条
特殊侦查手段

1. 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
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
许可的范围内, 并根据本国法律规
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
取必要措施，允许主管机构在其领
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
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
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
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
产生的证据 。



由于体育活动操控造成的腐
败是犯罪活动中一个相对较
新的领域，以及其隐密的特
质，因此需要特殊（现代）
技术来阻止、瓦解和侦查比
赛造假。

附件 A.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比赛造假调查的适用条款

第 51 条
收回资产 - 一般规定

第 52 条
预防和侦测犯罪所得的转移

第 60 条
培训和技术援助

2. 为侦查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
鼓励缔约国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在国
际一级合作时使用这类特殊侦查手
段而缔结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
者安排。这类协定或者安排的缔结
和实施应当充分遵循各国主权平等
原则, 执行时应当严格遵守这类
协定或者安排的条款。
按照本章返还资产是本公约的一项
基本原则，缔约国应当在这方面相
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和援助。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十四条款的情况
下，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
采取必要措施，以要求其管辖范围
内的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采取
合理步骤确定存入大额账户的资金
的实际受益人身份，并对正在或者
曾经担任重要公职的个人及其家庭
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或者这些
人的代理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
账户进行强化审查。对这种强化审
查应当作合理的设计，以监测可疑
交易, 从而向主管机关报告，而不
应当将其理解为妨碍或者禁止金融
机构与任何合法客户的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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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必要的情况下为
本国负责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人员启
动、制定或者改进具体培训方案。


“追回资金”并收回资产将
大大限制比赛造假对犯罪分
子的吸引力。因此，应该采
取这一行动。
比赛造假的犯罪所得往往在
某个阶段会试图通过金融机
构洗钱。

因此，追回这笔资金并收回
犯罪所得将大大地限制比赛
造假对犯罪分子的吸引力。
所以，应该采取这一行动。
要求执法人员和其他负责打
击比赛造假人员进行培训，
这将大大帮助侦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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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条
有关腐败的资料的收集、交流和分
析

1.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在同专家协
商的情况下, 分析其领域内腐败方
面的趋势以及腐败犯罪实施的环
境。

收集、分析和交换有关国内和全世
界范围内的比赛造假消息和情报将
加强了解案件, 并提高侦查和起
诉的成功机率。

2.缔约国应当考虑为尽可能拟订共
同的定义、标准和方法而相互并通
过国际和区域组织发展和共享统计
数字、有关腐败的分析性专门知识
和资料，以及有关预防和打击腐败
的最佳做法的资料。
3.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对其反腐败
政策和措施进行监测，并评估其效
力和效率。

第 62 条
其他措施：
通过经济发展
和技术援助
实施公约

缔约国应当通过国际合作采取有
助于最大限度优化本公约实施的
措施, 同时应当考虑到腐败对社
会,
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影响。

比赛造假是对各项体育运动
的一种威胁，对社会有害，
对大部分民众产生影响。
因此，应制定策略来强调
这一点。

附件 B.

其他适用于比赛造假调查
的同等国际法律规定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
欧洲理事会之体育竞赛操纵公约

第1条

第1条

第1条

宗旨声明

宗旨声明

宗旨和主要目标

第3条

第3条

第1条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宗旨和主要目标

第5条

第 31 条

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

预防

第 12 条

私営部门
第 14 条

第7条

预防洗钱的措施

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

第 11 条

打击非法体育博彩

第 16 条

对操控体育竞赛的犯罪所得进行
洗钱
第 21 条

第5条

第 15 条

第 23 条

第6条

对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

洗钱行为的刑事定罪

第 16 条

私营部门内的贿赂

第 27 条
参与、未遂和中止

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行为的刑 体育竞赛操纵的刑事犯罪
事定罪

对操控体育竞赛的犯罪所得进行
洗钱

第 17 条

协助和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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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条

第 11 条

第 22 条

起诉、审判和制裁

起诉、裁决和制裁

对自然人的刑事制裁

第 31 条

第 12 条

没收和扣押

第 25 条

冻结、扣押和没收
第 32 条

第 23 条

第 21 条

保护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

保护证人

第 33 条

扣押和没收

保护措施
第 21 条

保护措施

保护举报人
第 37 条

第 26 条

第4条

与执法机关的合作

加强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

国内协调
第 13 条

国家平台
第 39 条

第4条

国内协调

国家机关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
作

第 13 条

国家平台
第 42 条

管辖权

第 15 条

管辖权

第 43 条

第 19 条

管辖权

第 26 条

国际合作

国际刑事事务合作的措施

第 28 条

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国际合作
第 44 条

引渡

第 16 条

引渡

第 22 条

对自然人的刑事制裁
第 26 条

国际刑事事务合作的措施

第 46 条

司法协助

第 48 条

执法合作

第 18 条

司法协助

第 27 条

执法合作

第 49 条

第 19 条

联合侦查

联合调查

第 50 条

第 20 条

特殊侦查手段

特殊侦查手段

第 26 条

国际刑事事务合作的措施

第 26 条

国际刑事事务合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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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条

收回资产 - 一般规定
第 52 条

第 31 条

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

预防

第 60 条

第 29 条

第6条

培训和技术援助

培训和技术援助

教导和提高警觉

第 61 条

第 28 条

第 12 条

有关腐败资料的收集、交流和 收集、交流和分析关于有组织 主管机关、体育组织和体育博
分析
犯罪的性质的资料
彩业者之间的资讯交流
第 13 条

国家平台
第 14 条

个人数据保护

第 62 条

其他措施: 通过经济发展和技
术援助实施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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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比赛造假案期间有效的媒体关系

1. 序言
在比赛造假调查中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教导并帮助形成舆论，有
效的媒体关系还可以塑造积极的态度，提高侦查组织（执法机构或体育组织）的可信
度，以及帮助发现可能支持案件的更多资料。
然而，与媒体打交道对于侦查人员来说代表在时间、精力和资源上必须与记者和新闻
媒体接触。
本附件旨在为比赛造假的侦查人员 (和体育廉正长官）提供如何有效地应对媒体要求
等进一步细节, 并指出一些有用的提示，以便能够与记者交流和与各媒体共享侦查资
料。

2.

媒体的类型

全球媒体业的发展 33 以及社交媒体的快速成长对于收集新闻和报道的方式, 以及人们
消费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探索应对媒体咨询的最佳做法之前，先了解各种媒体平台和类型非常重要, 以协助
侦查人员进行调查。
侦查人员应该注意的四个主要媒体平台是：:

33

2014 年全球媒体报道--全球产业概论, McKinsey &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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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面媒体 - 可以是报纸、杂志、期刊、新闻简报和其他印刷品或在线资料等
形式。

•
•
•

广播媒体 - 包括电视和广播，具有广大的范围和影响力，并具备 24 小时新闻
频道提供最新的新闻报道。
新闻机构 - 通过订阅, 新闻机构在国际上发送印刷品和/或广播新闻报道。因
此，这些机构在共享和处理新闻报道内容时非常重要。
社交媒体 - 建立于网络平台，将人们聚集在虚拟世界和网络中，个人或团体
可以共享、共创、讨论和修改用户所制的内容。

近年来，随着平台的融合，这些传统区别变得模糊，使得媒体格局日益复杂。
除了不同类型的平台之外，考虑读者群和记者的主题或专业领域也很重要。
作为一名侦查人员，认识著名的、地方的和国家的媒体很重要, 因为这将可能与比赛
造假侦查有关。这些认识将有助于沟通, 让媒体团队与侦查机构（执法或体育运动机
构）联系起来，协助他们在侦查过程中快速且有效率地取得优先权并满足其请求。

3.

媒体关系—最佳做法

与媒体，特别是调查记者建立有力的关系非常重要。
一段专业的关系可以加强侦查组织的声誉和可信度。此外，与记者交流信息可以帮助
廉正单位的运作以及正在进行的调查。
然而，虽然媒体可以协助侦查人员，而且这种协助可能非常重要，但也应该考虑到与
媒体互动可能会非常消耗资源。根据研究显示，资深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头两天也必须
花费 20％到 40％的时间与媒体交涉。
因此，通讯和媒体团队（负责沟通/公共关系的体育组织内部团队）尽可能与媒体建
立有力的关系很重要，并且去理解、检查和回应他们所提出的任何请求。

3.1. 记者寻找的是什么？
本节主要是针对新闻记者在找寻的资料类型提供一些指导，包括在促进双方沟通时
所使用的方法、快速提示和技巧。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对媒体的消费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记者和新闻机构不
得不大幅度地调整并发展其新闻收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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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了一个节奏快、竞争高的媒体环境。因此，当收到媒体请求或记者联系时，
以快速又专业的方式做出回应非常重要。

3.2. 回应媒体请求
任何媒体的询问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都应立即让通讯和媒体团队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在侦查过程的某个时候，很可能会与媒体互动。通常侦查人员手上握有高度机密和公
开-敏感的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被记者发布，很可能会危害到调查，揭露出举报人的
身份或情报来源，或者对与案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员和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因
此，在进行比赛造假调查时, 侦查人员至始至终都必须注意情报管理的责任。
因此，在回复任何媒体请求时应当谨慎行事，并且必须个别适当了解是否该请求有否
录音。
关于比赛造假案件, 以下提供一些回复媒体请求的快速提示和技巧：

可行
检查公司关于媒体请求/与记者交谈的政策

许多组织制定了公司政策，为公司程序和此类请求的联系提供了指导。
延后咨询时间, 并向媒体/通讯团队寻求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所有的咨询应该与媒体/通讯团队合作处理。寻求建议或推迟给媒体
团队的同事可以避免可能的误解。同事也可以藉此了解一下相关记者，并能够在他们
提出请求之前与他们交谈，这样也提供一段准备可告知且有用答案的时间，同时在回
应媒体请求时考虑到组织的政策。
尽可能要求更多的资讯

具体而言就是: 记者拥有的出乎意料的联络人、关键资料包括联络人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截止日期、调查性质、记者与案件相关的哪些人联系, 以
及他们预定发布的新闻/或他们当前对情况/案件的了解。
有回应、有礼貌又适时

无论是否可以提供消息，以专业的方式回复请求，即代表释出善意。记者会记住一个
有条理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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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到组织，以后会对其他事情写下其评论。
在适当的时候跟进媒体/通讯团队

在采访结束后与媒体/通讯团队协调，以取得可用于未来请求的反馈资料。

不可行
忽略咨询

若你不便提供评论，请有礼貌地解释原因。.
通过电话联系，被迫式地立即回复

如有可能的话，最好由组织内的媒体/通讯团队准备媒体咨询回复。
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立即回复, 不如安排一个采访的时间。若不确定时间，则请记
者若有任何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管道联系。通过电话回复可能会遭到断章取义或误解，
而另外安排采访时间则允许对所接收的任何询问进行有计划、周到和适当的回复。
误导记者将进行采访/简报

如果不能及时谈论某个案例时，请这么说。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采访时间，或由媒
体/通讯团队跟进。
从组织内的媒体相关团队转发电子邮件

较好的做法是，建议不要在调查组织内共享电子邮件讨论。

3.3. 与媒体对话
当时候到了，与媒体对话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但值得提醒的是媒体扮演着一个重要
的角色。
与媒体对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与更广大的观众共享关于比赛造假案件的
信息，并传达可能引起公众关注的消息。
在探索与媒体交流的一些方式之前，了解媒体时机或采访可能采用的不同形式非常
重要。其中包括：
•

电话/面对面采访

•

新闻发布会

•

媒体圆桌会议或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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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采访（现场或预先录制）

•

书面发布/陈述

•

报纸专栏

•

演讲/报告或公开会议

提前准备关键资料的要点非常重要，较理想的是与媒体/通讯团队共同着手。建议留
一些时间预先准备和排练谈话主题和问题。
与任何记者交谈时，重点要记住信任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须认识到这层关系是双向
的。
侦查人员可以为记者提供有价值的消息。然而，与此同时，侦查人员有责任照顾好案
件中的证据，以及侦查期间可能与之工作的消息来源和举报人。如果额外提供特别消
息或采访，很可能会损害这些消息或证据，应该考虑继续交流是否适当。

3.4.

有用的短语

以下提供了一些与媒体对话的快速提示和技巧。.
打开/关闭录音

这是用于一对一采访中常听到的用语。采访可以是录音和非录音的组合。但是，必须
注意非录音的陈述，也须注意录音设备何时开启和关闭。如果您知道某些内容不可以
公布，请不要提及它。
无需注明

如果您不想要让您的姓名/组织在特定的陈述、引述或评论中出现，记者可能就会建
议您作为消息来源者。如上所述，建议您谨慎行事，只有在适当的情况下以及在与相
关的媒体/通讯团队进行咨询后才能使用此技巧。
背景

用于解释案件的历史或实际资讯，以帮助记者了解之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事先已得到
您的直属经理和媒体/通讯团队的批准，您可以将以前的新闻报道、文章或文件与记
者共享，以便进一步阅读。
其他有用的提示还有:
有信心、清晰、简洁

观众通常只记得印象，而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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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准备

与媒体/通讯团队随时准备好接受采访：:
•

研究观众 -媒体新闻的目标是谁 ，谁又是记者？

•

研究资料 - 知道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

了解负面情况 - 您最不希望被问到的是什么?

•

预测问题

•

排练

注意“角度”或“限制”

一篇新闻总有一个角度，在采访之前应该清楚这点。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采访之前
以书面形式回答任何困难的问题。此外，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要求组织内的媒体/通
讯团队事先删除掉任何有争议的领域，尤其是广播采访。
焦点

关掉电话, 与采访员维持目光接触。对于广播采访，请仔细聆听采访员的介绍; 这可
以定调。
为你们的谈话录音

养成好习惯，录下采访或简报以备日后需要回访时可用。
将事情简单化

•

试着讲三个明确的重点

•

避免使用专业术语，这会使观众感到困惑并难以理解

•

别害怕重复关键重点

采用事例

总是采用有效和有趣的事例来支持你的陈述。
针对难以回答的问题使用承认/行动桥接技巧

•
•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承认）
“但是，我们最近持有的数据显示......”（行动）

针对难以回答的问题使用短语

•
•

“这部份正在进行调查，所以我不能讨论细节，但可以告诉您事情的来龙去
脉。 ”
“我不知道此案的明确细节，但我知道的是......”

•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会把它纳入我的观念里...”

•

“你说得很对，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附件 C. 比赛造假案期间有效的媒体关系

不要被施压

不要被施压而泄露机密消息或代表他人发言。应一直专注在你能说明什么，而不是猜
测他人会怎么想。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尽可能地回答了一个问题请说出来。
避免提示

不要把笔记本带进电视演播室。若是广播室，需要的话就带几个简单的要点。

3.5. 媒体中所使用的提示和技巧
身为握有对于新闻机构重要情报的人，了解记者在撰写新闻稿或进行采访时会使用
的一些方法非常重要。
•
•
•
•
•
•

联系其他同事 - 为了证实或接收更多情报, 有一些记者可能会联系与案件有
关的同事或组织。
情报自由的请求 - 特别是在主管机关和政府部门方面，记者可以提出情报自
由的请求以获取更多政府消息。
特工行动和隐藏式摄像机/麦克风 - 类似于侦查人员和执法机构所使用的策略，
这是调查记者通常会使用的技巧。
柔和策略 - 采访前或通过电话发言时媒体所使用的策略。通过偶尔的谄媚和
奉承可以获取额外的情报或引述。
采访后摄影机、麦克风或音频继续开着 - 这是许多调查记者采用的技巧，目
的在捕捉非正式意见。
持续策略 - 有时候，媒体组织可能会定期联系廉正长官或侦查员，以便在接
收或验证案件消息。

4.

结论

正如本附件开头所强调的那样，与媒体保持有效和正面的关系可以成为任何组织强
大的资源。
除了提纲中的技巧和最佳实践做法之外，在任何新的比赛造假案例开始时，建议侦查
人员尽可能与媒体/通讯团队联系，并考虑任命媒体/通讯关系的人员或指定一名联络
人以处理媒体咨询。这将可以保证对媒体事务的专业指导化，也让侦查工作尽可能有
效又有力地执行。
由于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记者都报道过比赛造假，有力的媒体关系对许多侦查人员
和廉正长官来说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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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媒体对话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和公共服务，需要具备耐心
和经验来掌握此技能。借由与媒体/通讯团队和记者的合作，可以与媒体建立更有效
和正面的关系，这也将大大地帮助所有的比赛造假案。

附件 D. 实践指南中的案例研
究

案例研究

篇章/附件
章节和标题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篮球裁判向职业赌徒提供内线消
述
1. 定义重点
息
欧洲赌博业者收买了一场在白俄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罗斯共和国举行的足球比赛结 述
果，但是这场比赛却从未进行过
1. 定义重点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网球运动员通过 Skype 联系故意 述
输球而被判 5 年的禁赛

页数
4

4

5

2. 典型状况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足球俱乐部的总裁因命令其球队 述
在一场比赛中输球而遭终生禁赛
2. 典型状况

6

2010 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前的热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2. 典型状况
身赛，裁判造假比赛
述

7

英国的照明灯干扰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述
2. 典型状况

7

赛马比赛中利用内线消息而获取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述
2. 典型状况
非法利益

8

2012 年奥运会羽毛球比赛造假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述
2. 典型状况

8

iBuyPower 队在电子竞技比赛中 第一章: 比赛造假总概 B. 何谓比赛造假?
故意输球
述
2. 比赛造假的演变:电子竞
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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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篇章/附录
章节和标题
巴西足球裁判操控比赛并参与有 第一章:
C.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很重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 要?
组织犯罪的刑事指控未遂
很重要?
1. 比赛造假对犯罪分子的吸
引力
案例研究：使用幽灵投注账户操 第一章:
C.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很重
控赛马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
要?
很重要?
1. 比赛造假对犯罪分子的吸
引力
英国赌博委员会
第一章:
C.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很重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
要?
很重要?
1. 比赛造假对犯罪分子的吸
引力
比赛造假丑闻事件后，足球协会 第一章:
C.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很重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 要?
失去主要赞助商
很重要?
2. 体育影响
澳大利亚的南方之星足球队受到 第一章:
英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贿赂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 D. 比赛造假是如何成为一个
国际问题?
很重要?
1. 比赛造假的跨国/跨境性
概述
多个国家指控新加坡一名全球比 第一章:
赛操弄者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页数

12

13

14

15

17

D. 比赛造假是如何成为一个
国际问题?
2. 影响跨国比赛造假案件侦
查人员的因素

18

通过国际间合作而从全球比赛操 第一章:
弄者处追回资产
为什么调查比赛造假 D. 比赛造假是如何成为一个
国际问题?
很重要?
2. 影响跨国比赛造假案件侦
查人员的因素

博彩专家的关键证据支持比赛造 第二章:
假制裁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F. 证据

斯诺克台球球员因故意输掉第一 第二章:
局而被下禁令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F. 证据

4. 赌博证据分析

5. 根据假球比赛事件的视频
提举证据
电话和博彩记录证明赛马操控阴 第二章:
谋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19

35

37

F. 证据
7. 通话数据记录分析

39

附件 D. 实践指南中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篇章/附录
采用时间表证据证明斯诺克台球 第二章:
球员的比赛操控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运动员的社交媒体活动对于证明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比赛造假的判决非常重要

章节和标题

8. 连接证据关系 --- 图表和
时间表
F. 证据
9. 公开来源的情报

Facebook 的帖文揭发了赛马造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假调查中参谋者之间的关联

F. 证据

参谋者在与访调员面谈时撒谎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G. 面谈

法国手球明星与 15 人因联赛造 第二章:
假共同被起诉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H. 控告

巴西足球长官因政治动机唆使比 第二章:
赛造假丑闻而被下禁令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J. 体育组织内侦查人员的具
体问题

9. 公开来源的情报

4. 嫌疑人初步面谈

47

52

53

58

L.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
充办法
4. 媒体的作用

执法机构和博彩监测组织合作抓 第二章:
住南方之星的操控者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42

L.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
充办法
1. 如何破坏和解决

媒体暗中进行并揭发国际板球运 第二章:
动员的定点操控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42

J. 体育组织内侦查人员的具
体问题
5. 采用证据

采取特殊制裁以破坏参与者的腐 第二章:
败犯罪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41

49

3. 指控体育组织的资深成员
所带来的影响

土耳其足球比赛造假案的所有证 第二章:
据皆被采纳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页数

F. 证据

61

L. 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
充办法
5. 赌博监控和谅解备忘录的
作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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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篇章/附录
2015 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的廉 第二章:
正长官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章节和标题
L. 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
充办法
7. 廉正长官

2012 年奥运会如何解决赌博诚 第二章:
信问题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65

L. 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
充办法
8. 体育组织内的廉正单位和
策略

一名中国商人投资比利时足球队 第二章:
调查比赛造假案件

页数

66

L. 对抗比赛造假的替代和补
充办法
8. 体育组织内的廉正单位和
策略

67

附件 E. 专业术语

平均概率

运动监管调查和纪律程序中最常用的举证标准。体育组织必须提供
证据证实犯罪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标准。要求刑事检察官提供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证
据，证明对于普通一般人来说, 被告犯有比赛造假罪是毫无疑问的。

适当满足

体育中独特的举证标准。此标准比平均概率高, 比排除合理怀疑还
低。体育仲裁法庭建议体育组织应使用此举证标准处理所有体育腐
败案件（包括比赛造假）

利益冲突

个人或所工作的机构面对其职位的职责和要求与个人利益之间必须
做选择的情况

腐败

滥用托管权力谋取私利

直接影响者

指参与体育赛事的选手或比赛职员操控比赛

瓦解

为了防止体育操控的事件发生, 执法机构或体育组织干扰正在策划/
参与操控者的活动所采取的行动

鉴定人

被指定为诉讼目的提供或准备鉴定人证据的人。该人应具有相关专
业知识、保持公正，其证据必须可靠。鉴定人将其职责交给法庭或体
育纪律委员会/法庭

专业证据

有关技术或科学性质的证据。通常包括专家的意见

非法体育博彩

在消费者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任何法律不允许的体育博彩类型的活
动或经营者

间接影响者

能够影响体育赛事环境的第三方（例如: 经紀人、体育俱乐部老板或
有组织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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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内线消息

情报
不正常的体育博彩

任何可能与体育运动中的腐败/不当行为相关的原始数据（例如: 姓
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由于担任体育或竞赛职位的关系而持有任何竞赛相关资料，但不包
括已公布的资料或常识、一般有兴趣的民众可轻易取得的资料或按
照规则或体育竞赛管理规定而公布的资料

已汇集和分析的消息以预测、预防和监测体育运动中的腐败/弊端
任何不符合一般或预期市场模式的体育博彩行为

执法机构

警察或行使类似功能的任何其他机构

比赛造假
(比赛操控.)

一种刻意安排，为了不正当地改变体育比赛的结果或进程目的而行
为或不行为，以变更上述体育竞赛中的全部或部分不可预测性质，为
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好处。

公开来源情报

检察官

体育组织

定点操纵
(微操纵)
利益攸关方
可疑投注

合法并有道德地从公开可用来源所收集的资料。这些来源包括社交
媒体、网站、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
在刑事法院或体育纪律听证会上对被告进行起诉的法庭律师、律师
或其他同样资格的人员
任何管理体育运动或某项特定运动的组织，以及策划体育赛事/比赛
的所有人（以任何法律形式）
操控体育比赛的具体内容
对运动或某项运动有兴趣的所有人、团体或组织
根据可靠且一致的证据，与某体育竞赛操纵似乎有关的任何体育博
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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