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0 月 11 日 2013-907 号关于公共生活透明性法律 
 

2013年10月12日0238号官方公报 
 
经国民议会审议, 
国民议会通过, 
根据宪法委员会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 号决议, 
共和国总统颁布本法律,其内容如下: 
  

第一章: 利益冲突的预防和公共生活的透明性 
 

第1条款 
经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9条款修改 

 
国家政府成员, 拥有地方选举权责的人员和承担公共服务任务的人员要有尊严地 、廉洁

地、 正直地履行其职能, 并警戒地注意预防和立即终止任何利益冲突。独立行政权利机

构的成员和独立公共权利机构的成员也要公正地履行其职能。 
  

第1篇 : 弃权义务 
  

        第2条款 
经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9条款修改 

 
  
依据本法律定义，任何一个公共利益与公共或私人利益之间产生干扰的局面，其性质

会影响或让人觉得影响一个职能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 这种局面就构成了利益冲

突。 
 
如果他们认为处于该局面 : 
  
1° 独立行政权利机构或独立公共权利机构决议团的成员弃权出席会议或必要时弃权参

加评议。在这些机构里拥有专项职能的人员要根据机构的相关规则进行替补; 
  
2° 除了刑事法典432-12条款第二段明确的特殊情况, 拥有地方执行职能的人员要由其受

托人替补, 他们不可向其受托人下达指令; 
 
3° 承担一项公共服务任务并得到签字授权的人员克制滥用此权; 
  
4° 承担一项公共服务任务并有一个上级领导的人员要把情况报告上级, 如有必要，该上

级根据报告或自发地把决策的准备和制定工作交给他领导下的另一人员完成。 
 
国家行政法院颁布的一项法令制定该条款的实施方式和适用于国家政府成员的条件。 
  

第3条款 
  



在1958年11月17日58-1100号关于国家议会运作的政府法令第4副3条款后加入第4副4
条款,内容如下: 
  
«第4副4条款- 每一议会的常务理事会, 在咨询了该议会负责议会伦理问题的部门后,制
定预防和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则。它监督规则的遵守和实施。»  
  

第2篇 : 申报义务 
 

 第4条款 
 
I. ―每一个国家政府成员, 在任命两个月内, 亲自向本法律第19条款定义的公共生活透

明性高等管理局主席送交一份完整的、属实的、真诚的财产状况申报书，包括他全部

个人财产, 以及可能拥有的共有和未分财产。这些财产在申报要求日期进行评估, 如同

无偿财产转让时的评估。 
 
在相同条件下，每一国家政府成员向该高等管理局主席和国家总理送交一份在任命日

期时和之前五年内的利益关系申报书。在更改国家政府成员权限时要遵从同样的规则。 
 
在任职期间, 一个国家政府成员的财产状况或利益关系如有重要变化, 要在一个月内向

高等管理局进行申报。如果是利益关系有了重要变化，他也要向国家总理作申报。 
 
所有国家政府成员在离任两个月内, 除了过世，都要遵从前两段中提到的申报义务。申

报书要亲自送交给高等管理局主席。财产申报包括当事人任职国家政府成员期间的所

有收入摘要，如有必要, 还有他的共有财产圈在此期间的所有收入摘要。 
  
国家政府成员在每一个申报书中都可以附加说明。 
 
国家政府成员在依照本法律第11条款本I节第一段或竞选法典LO 135-1条款的要求对其

财产状况作出申报六个月内, 不用作任何本I节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中提到的新申报，I节
第四段中提到的申报只局限于同一节最后一句话提到的摘要性申报和II节最后一段提到

的介绍性申报。 
 
II. ― 财产状况申报包括以下内容: 
 
1° 建成的和未建的楼房; 
  
2° 可动产价值; 
 
3° 人寿保险; 
  
4° 银行日常或储蓄帐户、存折和其他储蓄理财产品; 
 
5° 价值高于规定额度的各类可动产; 
 
6° 陆地机动车辆、船舶和飞机; 
 



7° 营业资产或客户，某类特殊公职和事务所; 
 
8° 可动产、不可动产及国外的帐户; 
  
9° 其他财产; 
 
10° 债务。 
 
如有必要, 财产状况申报对本节II 中1° 至10° 的每一项明确它是个人财产, 还是共有或不

可分财产。 
  
实施 I 节第4段的财产状况申报还包括,  在1° 至10°的申报内容以外, 一个自上一次申报

以来影响财产构成的主要因素的介绍。 
  
III. ―利益关系申报内容如下: 
 
1° 在任命日期带来报酬或奖金的职业工作; 
  
2° 在过去五年带来报酬或奖金的职业工作; 
  
3° 在任命日期及之前五年间从事的咨询工作; 
 
4° 在任命日期及之前五年间在一个公共或私人组织或一个公司参与的领导部门职能; 
 
5° 在任命日期在一家公司的直接资本参与; 
 
6° 在任命日期配偶，签署民事团结协议的同居人或简单同居人的职业工作 (宪法委员会
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 
 
7° 有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义务工作; 
 
8°  (宪法委员会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9° 在任命日期具有的职能和选举产生的责权。 
 
就本III节1° 至5°和9° 提及的内容国家政府成员的申报明确所得报酬，津贴或奖金的数

额。 
 (宪法委员会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IV. ― 国家行政法院在征求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意见后颁布一项法令，明确I至III节
中所指申报书的模式和内容并制定其更新和保存条件。 
 
V. ― 根据I节，当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主席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收到财产和利益状

况申报书，该管理局向当事人寄发一个指令，要求他自指令通知到他起一个月内送交

申报书。 
 



同样的程序规则适用于不完整的申报书和依照20条款II节高等管理局要求当事人进行说

明但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 
  

 第5条款 
  经2016年 3月17日2016-307号政府法令– 第4 条款修改 

 
I．―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把第4条款I节第一段提及的财产状况申报书转交给税

务部门。该部门在收到申报书的三十天之内把所有可以衡量其完整性、属实性和真诚

性的材料, 特别是当事人的个人所得税税单, 或可能交纳的巨富税税单交给高等管理局。 
  
在收到本 I 节第一段提及的材料的三个月内,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将财产状况申

报和利益关系申报公布于众。它在让当事人发表看法后，可对申报的完整性、属实性

和真诚性作它认为有用的任何评价。选民们可针对财产状况申报和利益关系申报向高

等管理局提出任何书面意见。 
  
II. ― 本条款 I 节制定的程序规则适用于第4条款I节第四段关于在离任国家政府工作之

后要送交的财产状况申报书。 
 
III. ―申报中以下内容不可公布于众: 
 
1° 申报人的个人住址; 
 
2° 配偶，签署民事团结协议的同居人或简单同居人的姓名; 
 
3° 其他家庭成员的姓名。 
  
在财产状况申报中有关不动产方面不可公布于众: 除了不动产所在省的名称， 其他有关

其所在地的信息; 申报中的财产前业主的姓名; 涉及未分财产, 其他未分业主的姓名; 涉
及无用益权产权财产, 用益权享有人的姓名; 涉及仅有用益权财产, 产权所有人的姓名。 
 
在利益关系申报中有关不动产方面不可公布于众: 除了不动产所在省的名称， 其他有关

其所在地的信息。如果涉及到配偶，签署民事团结协议的同居人或简单同居人(宪法委
员会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 
  
a) 申报中财产前业主的姓名; 
  
b) 对于未分财产, 其他未分业主的姓名; 
  
c) 对于无用益权产权财产, 用益权享有人的姓名; 
  
d) 对于仅有用益权财产, 产权所有人的姓名。 
 
有关可动产方面不可公布于众: 在财产状况申报中可动产前业主的姓名; 在利益关系申

报中可动产前业主的姓名，如果涉及的是配偶，签署民事团结协议的同居人或简单同

居人(宪法委员会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 
 



有关金融资产帐户不可公布于众: 金融机构的地址和当事人拥有帐户号码。 
 
如有必要:  
  
―把共有财产的市场价的一半作为评估价公布于众; 
 
―把未分财产中申报人所占有的分额作为评估价公布于众。 
 
本III节提及的内容只能在申报人或其权益人特别要求下才能公布，或在司法部门的要

求下, 为了解决纠纷或揭露真相有必要公布。 
  
IV. ― 在利益关系申报中公布的符合和受限于本条款的信息依照公众与行政机构关系法

典L. 321-1, L. 321-2, L. 322-1 和 L. 322-2条款规定的条件可重新使用。 
 
V. ―  国家行政法院在征求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意见后颁布一项法令，明确本条款的

实施方式。 
 

        第6条款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可以要求本法律第4条款提及的任何人提供他依照税务总法

典170 至 175 A条款和885W条款已提交给税务部门的税务申报单。 
 
如果它认为有用, 可以要求第4条款提及的所有人, 财产分割的配偶，签署民事团结协议

的同居人或简单同居人提供本条款第一段提及的申报单。 
 
如果在两个月内没有获得本条款前两段中提及的申报单，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

可以要求税务部门在三十天内向它提供该申报单的复印件。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可以要求税务部门执使税务程序书第一部分II卷第II章第I篇
确定的信息公布权，以便获取实现其监督任务的所有有用信息。这些信息要在公共生

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提出要求的六十天内转交给它。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可以，为了同样的目的, 要求税务部门启动国际行政协助程

序。 
 
为实施本章规定的核实和监督任务,税务部门的公务员面对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

的成员或报告人无须保守职业秘密。 
        

    第7条款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对国家政府成员财产状况的变化进行监督，通过他们提供

的不同申报书, 有可能作出的说明和解释以及高等管理局掌握的其他信息。 
 
当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发现一个它不掌握足够解释理由的财产状况变化，在要

求国家政府成员提供说明后,它在官方公报上刊登一个附加当事人说明的特别报告,并把

事件材料移交给检察部门。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31366350&idArticle=LEGIARTI000032255214&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31366350&idArticle=LEGIARTI000032255220&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第8条款 

    经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9条款修改 
 
国家政府成员和独立行政权利机构和经济领域独立公共权利机构的主席及成员在任职

期间不可管理其拥有的金融资产帐户。这些人士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证实为

了做到这一点而采取的措施。 
 
本条款的实施条件由国家行政法院颁布的法令制定。  

 
第9条款 

 经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33条款修改 
 
所有国家政府成员的纳税状况, 从任命日起, 依照税务程序书第一部分II篇制定的条件就

个人所得税, 及如需交纳的巨富税进行核实。这一程序受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的

监督, 如果它发现一个国家政府成员没有遵守其纳税义务，要报告给: 
 
1° 共和国总统, 如果涉及的是总理; 
 
2° 共和国总统和总理， 如果涉及的是国家政府的另一成员。  
 
本条款的实施条件由国家行政法院颁布的法令制定。  
 

 
第10条款 

 
I. ― 当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发现一位国家政府成员处于利益冲突的局面，它命

令他终止该局面。 
 
在要求当事人在一个月内进行说明后, 高等管理局可以决定把此令公布于众。 
 
II. ―本条款不适用于国家总理。  

 
第11条款 

经2016年4月20日2016-483号法律–第11条款; 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9条
款; 2017年1月20日2015-55号法律–第50条款; 2017年3月1日2017-261号法律–第2条款
修改 。 
 
I. ―以下人员也要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主席送交依照第4条款I节前4段，II节
和III节规定的条件制作的财产状况和利益关系申报书: 
 
1° 在欧洲议会的法国代表; 
 
2° 具有一个大区议会主席职能的人员，科西嘉议会主席, 科西嘉执行委员会主席, 圭亚

那议会主席, 马提尼克议会主席，马提尼克执行委员会主席, 海外地区议会主席, 省议会

主席, 里昂大都市委员会主席, 海外市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人口大于20000的城市



市长，人口大于20000有自我税收体制或在最近期的行政帐目中的行政运作总收入超过

五百万欧元的市镇间合作体公共机构选举产生的主席，以及在最近期的行政帐目中的

行政运作总收入超过五百万欧元的市镇间合作体其他公共机构的主席; 
  
3° 大区议会议员，圭亚那议会议员，马提尼克议会议员，马提尼克执行委员会委员, 科
西嘉执行委员会委员 , 省议会议员，人口大于100000的城市的副市长，人口大于

100000有自我税收体制的市镇间合作体公共机构的副主席，里昂大都市委员会具有职

能代表权和签字权的副主席，以及大区议会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省议会主席，市

长，市镇间合作体公共机构主席或里昂大都市议会主席，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职能

代表权和签字权的授予由每一地方政府和市镇间合作体公共机构执政官在最短时间内

通知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 
 
4° 部长办公厅成员和共和国总统亲近合作人; 
 
5°  国民议会主席和参议院主席亲近合作人; 
 
6° 以下机构决议团成员, 或具有制裁职能的委员会成员, 以及下列组织的主任和秘书长，

副主任及副秘书长: 法国反兴奋剂局, 竞争管理局, 机场危害监管局, 金融和保险机构监

控局，报刊发行和调控局, 金融市场管理局, 铁路和道路运输调控局, 电讯和邮政调控局, 
网上赌注游戏调控局，核安全局, 国家生命和健康科学伦理协商委员会，国家电影设施

委员会，国家商业设施委员会，国家竞选财会和政治融资委员会，国家人权协商委员

会，国家情报技术监控委员会，国家公共辩论委员会，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国防

安全委员会，核实验受害者赔偿委员会，行政文件查阅委员会，股权参与和转让委员

会，能源调控委员会，视听高级委员会，剥夺人身自由场所总稽查，法律保护人, 网上

作品发行和版权保护高等管理局，健康高等管理局，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 财会

署高等理事会, 高等教育和研究评估高等理事会, 国家能源调解人; 
 
6° 副2  电影和动画法典II册I卷第III章第1篇，2014年3月17日2014-344号关于消费问题

的法律第144条款和知识产权法典L. 214-6条款提及的调解人; 
 
7° 所有其他由国家政府决定承担一项工作和职能，在部长会议上任命的人士。 
 
8° 在2°中提及的主任,副主任和地方权利机构办公厅主任。由每一地方政府和市镇间合

作体公共机构执政主席在最短时间内将任命令通知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 
 
4°至8°中提及人员的利益关系申报书也要送交独立权利机构或上级管理机构主席。 
 
所有财产状况或利益关系的重要变化要在两个月内通过同样形式进行申报。 
 
II. ― 本条款I节1°至3°中提及的人员在其责权或职能到期最早两个月前和最晚一个月后

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主席送交一份新的财产状况申报书，或由于所在议会的

解散或除过世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责权和职能终止，要在终止后的两个月内送交新

的财产状况申报书。 
 
所有I节 4°至8°中提及人员要在离任两个月内遵守同样的义务。 
 



依照本法律本条款，第 4 条款或竟选法典 LO 135-1 条款，当一个财产状况申报书的制

定不到六个月,无需提供本条款 I 节第 1 段提及的新的申报书。本 II 节第 1 段中提到的

申报只要符合第 4 条款 I 节第 4 段的最后一句话提到的摘要性申报和同一第 4 条款 II
节最后一段提到的介绍性申报。 
 
III. ― 本条款中制定的义务和免除规则适用于董事长和总经理: 
  
1° 公司和其他法人, 无论它的法律性质, 它的半数以上资本为国家直接所有; 
  
2° 国家工商性质的公共机构; 
  
3° 公司和其他法人, 无论它的法律性质, 它的半数以上资本, 直接或间接地, 划分或完整

地由1° 和2°中提及的人员所有, 其年度营业额，以当事人任命日期前一结算年为准，在

一千万欧元以上; 
 
4° 建筑和住房法典L. 421-1条款提及的公共住房局，在当事人任命前一年12月31日管

理2000套以上的住房; 
 
5° 除了本III节1°至 3°中提及的公司和其他法人, 无论它的法律性质, 其年度营业额，以

当事人任命日期前一结算年为准，超过750 000欧元，它们依照宪法XII和XIII卷由地方

政府经管, 本III节1°至 4°中提及的地方政府联合体或其他人员直接或间接拥有一半以上

资本, 或者他们在地方政府总法典 L. 1525-1条款1°中被提及。 
 
本III节提及的人员的利益关系申报书也要送交当事人的上级部长或监管该组织的部长。 
 
本III节提及的人员任命, 在必要情况下, 要取决于人员在上一任职能离任时是否按要求

已提供了财产情况申报书。依照I节第1段如果他没有在任职后两个月之内向公共生活

透明性高等管理局送交申报书之一, 其任命视为无效。 
 
III 副2 .-  本条款制定的义务和免除规则适用于运动和职业运动联盟法典L. 132-14条款

提及的受托运动联合会主席，依照同一法典L. 132-1条款由受托运动联合会开办职业运

动联盟。适用于法国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和法国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

主席。 
 
IV. ―  国家行政法院在征求了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意见后颁布一项法令，明确本条

款所指申报书的模式和内容, 制定其更新和保存条件。 
 
V. ― 第4条款V节，第6和第7条款适用于本条款提及的人员。第10条款适用于本条款提

及人员，除了I节1°中提及的人员。 
 
对于本条款I节4°, 7° 和 8°提及的人员，高等管理局依照第20条款I节2°向1983年7月13
日383-634号关于公务员的权利及义务法律第25副8条款中提及的公务伦理委员会发表

其看法。 
 

第12条款 
经2016年3月17日2016-307号政府法令–第4条款修改 



 
I. ―依照第11条款送交的利益关系申报书由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公布于众,根据

第5条款III节制定的限度，公布方式由国家行政法院在征求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意见

后颁布的法令来制定。选民们可向高等管理局提出对这些利益关系申报的任何书面意

见。 
 
依照本I节和第5条款III节制定的限度公布于众的利益关系申报中的信息可以根据公众与

行政机构关系法典L. 321-1, L. 321-2, L. 322-1 和 L. 322-2条款明确的条件再使用。 
 
II. ― (宪法委员会2013年10月9日2013-676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除非申报人本身将其财产状况申报公布于众,使用任何方式，全部或部分地发布或传播

财产状况申报内容或与之相关的说明要受到45000欧元罚款的惩治。 
 

 
 第3篇: 政治生活的融资 

 
 第13条款 

 
  
在竞选法典L. 52-8条款之后, 加入内容如下L. 52-8-1条款: 
  
« L. 52-8-1.条款- 任何竞选人, 不可直接或间接地将议会给其成员使用的津贴和物质或

服务优惠待遇用于参加竞选活动的开销。 
 

 第14条款 
 
1988年3月11日88-227号关于政治生活透明性法律第9条款是这样修改的:  
 
1° 在第三段, 这些词: « 一个或几个海外省, 或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圣巴泰勒米，圣马

丁，马约特, 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或多在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 被这些

词取代: « 宪法第73和74条款中定义的一个或几个地方政府或在新喀里多尼亚» ; 
 
2° 在第七段, «议会的»一词由« 议会成员» 取代; 
 
3° 在第七段之后, 加入内容如下一段: 
 
 «一个议会成员, 不是在宪法第73和74条款定义的一个或几个地方政府或新喀里多尼亚

辖区内的一个选区选举产生的, 他不能参加或挂靠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集团, 如果这个

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最近一次国民议会更换议员时仅在第73和74条款定义的一个或几个

地方政府或新喀里多尼亚推荐了竞选人。»; 
 
4° 倒数第二段是这样修改的: 
 
a) « 议员 »一词两次被« 议会成员» 一词取代;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31366350&idArticle=LEGIARTI000032255214&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31366350&idArticle=LEGIARTI000032255216&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31366350&idArticle=LEGIARTI000032255220&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31366350&idArticle=LEGIARTI000032255222&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b) 加入一句这样的话 :  
 « 这些申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 »  
  

 第15条款 
 
同一法律 第11-4条款 做了如下修改： 
 
1° 第一段是这样修改的: 
 
a) 在« 同意» 一词后加入« 给一个或几个政党交的党费» 几个词; 
 
b) « 被正式确定的自然人» 几个词由 « 一个被正式确定的自然人» 代替, « 同一政党 » 几
个词由« 或者几个政党 » 代替; 
 
2° 在第一段后, 加入了这样一段 : 
 
« 在特殊情况下, 具有国家或地方选举权责的人员交纳的党费不算在第一段提及的计算

上限内。» ; 
 
3° 第三段是这样修改的: 
  
a) 在« 机构» 一词之后， 第一句话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使用和提交国家竞选财会和政治

融资委员会» ; 
 
b) 加了下面这样一句话： 
 
«依照法令制定的条件，政党把每年同意交付一次或几次捐款或党费的人员的名单交给

国家竞选财会和政治融资委员会。»  
 
 

  第16条款 
 
同一法律第11-5条款是这样写的: 
 
 « 第11-5.条款- 那些违背第11-4条款交给几个政党捐款的人， 要受到3750欧元罚款和

一年监禁的惩治或两者之一的惩治。 
  
« 当同一个自然人违背第11-4条款同意给一个政党交付几个捐款，受益人也同样受到本

条款第一段规定的惩治。»  
 

  第17条款 
 
I. ―同一法律第11-7 条款 是这样修改的: 
 
1°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由这些词进行了补充: « 受益于捐款和党费的人不能, 从次年开始, 
享受税务总法典200条款3制定的减税政策» ; 



 
2° 加了这样一段: 
 
« 委员会在必要时, 要求当事人提供所有会计材料和必要的证明以便良好地执行其监控

任务。»  
 
II. ― 同一法律第11-8条款中, « 最后 »  一词由« 第二» 代替。 
  

   
第18条款 

 
国家竞选财会和政治融资委员会主席必需在其知晓情况后的第一时间向货币和金融法

典L. 561-23条款提及的部门通报他所怀疑的与违反税务法相关的行为。 
 

 第3副2篇: 利益代表人和公共权利部门之间关系的透明性 
 

 第18-1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一个数字汇编保证向公民提供有关利益代表人和公共权利部门之间关系的信息。 
 
这个汇编由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公布于众。这个信息发布使用敞开格式，依照

公众与行政机构关系法典III册II卷明确的条件通过一个自动处理系统可自由使用和开发。 
 
这个汇编依照本法律18-3条款记录了每一个利益代表人的信息公布情况。第2副2篇关

于规则实施内容与高等管理局共享， 建立于本副1篇基础上的规则实施内容与国民议会

和参议院共享。 
 

 第18-2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 第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
月1日生效] 

 
依照本篇定义, 利益代表人是私人法下的法人, 商事法典VII册I 卷I 章和手工艺法典II卷
提及的工商业领域的公共机构或公共集团和组织, 它们的领导, 雇员或成员的主要或有

规律的工作是影响公共决策, 特别对于一个法律的内容或法规，为此他们联系以下人员:  
 
1° 一个国家政府成员, 或一个部长办公厅成员; 
 
2° 一个国民议会议员，一个参议院议员，一个国民议会主席或参议院主席的亲近合作

人，一个国民议会议员，参议院议员或议会小组的亲近合作人, 以及议会服务人员; 
 
3° 一个共和国总统亲近合作人; 
 



4° 本法律11条款I节6°中提及的一个独立行政权利机构或独立公共权利机构的拥有制裁

权的委员会或决议团的主任, 秘书长及其副手或成员; 
 
5° 相同I节7°中提及的具有一个工作或一个职能的人; 
 
6° 相同I节 2°, 3° 或 8°中提及的具有一个职能或授权的人; [2018年7月1日生效] ; 
 
7° 1983年7月13日83-634号关于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第25副5条款I节规定的由

国家行政法院颁发的法令中提及的由一公务员从事的工作。[2018年7月1日生效] 
 
依照本篇的定义，同样也是利益代表人，不由一个本条款第一段提及的法人雇佣的自

然人，他们以个人的名义从事一个符合同样第一段中明确的条件的职业。 
 
依照本篇的定义，不是利益代表人: 
 
a) 被选举人, 正在执行被选举人权责; 
 
b) 政党或政治团体, 在宪法第4条款规定的任务范围内; 
 
c) 公务员的工会组织和, 在劳动法典L. 1条款规定的谈判框架下的雇员工会组织和雇主

职业组织;  
 
d) 有宗教信仰目的的协会，他们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部委和部级部门之间的关系; 
 
e) 代表被选举人的协会，执行与他们身份相符的任务。  



第18-3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所有利益代表人通过一个远程服务器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提供以下信息: 
 
1° 如果是一个自然人, 他的身份, 或者如果是法人, 它的领导和内部负责利益代表工作的

自然人的身份; 
 
2° 其利益代表工作范围; 
 
3°  向第18-2条款1° 至 7°中提及的人员进行的利益代表工作范围内的活动，明确前一年

度用于此项的经费数额; 
 
4° 为完成利益代表任务他所动用的人员数字, 他前一年度可能实现的营业额; 
 
5° 与他代表的利益相关的他所属的行业组织或工会及协会。 
 
所有为第三方作同一18-2条款定义的利益代表工作的人员, 还要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

管理局提供这第三方的身份。 
 
在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征求意见后, 国家行政法院颁布一项法令明确: 
 
a) 本条款提及的信息通报的规律和方式以及相关信息公布的条件; 
 
b) 利益代表工作介绍的方式。 

 
 

第1副篇: 适用于议会的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第18-4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2017年7月1日生效] 
 
1958年11月17日58-1100号关于议会运作政府法令第4副5条款明确了适用于每一个议

会的利益代表人的规则和实施条件。 
 

第2副篇: 适用于国家政府和行政权利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规则 
 

第18-5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利益代表人廉洁地, 正直地从事其工作。他们必须: 



 
1° 申报其身份, 为之工作的组织, 他们和18-2条款1° 和 3°至7°中提及的人员关系中他们

所代表的利益或实体; 
  
2° 避免建议或送给这些人有一定价值的礼物，捐款或其他任何性质的好处; 
 
3° 避免煽动这些人违反所要遵守的工作伦理规则; 
 
4° 避免向这些人施加任何手段以用非法的方式获得信息或决定; 
 
5° 避免向这些人故意提供错误信息或向他们使用欺骗行为以获得或尝试获得信息或决

定; 
 
6° 避免组织研讨会，活动或会议, 在这些活动和会议中18-2条款1° 和 3°至7°中提及的

人员的发言与一定形式的报酬有关;  
 
7° 避免为贸易和广告目的使用从18-2条款1° 和 3°至7°中提及的人员那里得到的信息; 
 
8° 避免向第三者出售来自国家政府, 一个独立行政或公共权利机构的文件的复印件或使

用这些公共权利机构及其行政部门的抬头纸和标志; 
 
9° 在他们与18-2条款1° 和 3°至7°中提及的职能履行人员的直接人缘圈的关系中注意遵

守本条款1°至8°的全部规则。 
 
以上所述规则可以由国家行政法院在向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征求意见后颁布的

法令制定一个利益代表人的伦理法典来明确。 
 

 
第18-6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 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确保利益代表人遵守18-3 和18-5条款。 
 
为了完成此任务, 它可以要求利益代表人向它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或材料，不受到保守

职业秘密的限制。 
 
它也可以在巴黎大审法院自由和监禁法官的许可下,去利益代表人的办公地点依照国家

行政法院颁布的法令制定的条件进行检查。 
 
高等管理局保护在执行任务时可以查阅的信息和材料的机密性, 除非对某些信息和材料

的发布本篇有特别规定。 
 
可以向高等管理局举报: 
 



1° 18-2条款1°至7°提及的人员，对于要确定的性质，依照同一18-2条款，对于18-2条
款第一段和第九段提及的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工作;    
 
2°  要遵守由18-5条款定义的职业伦理义务的人员。 
 
高等管理局或, 授权其主席, 在收到举报后两个月之内作出回复意见。这个时间限制可

以在其主席决定和通知举报人后延长两个月。   
 
也可以依照20条款制定的条件由高等管理局认可的一个协会向他举报。 

 
第18-7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当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通过主动行为或在他人提供线索后发现有不符合18-3 和 
18-5条款的规则时, 它: 
 
1° 向当事利益代表人发出一个警告， 并把它公布于众,  告诫他遵守他应该遵守的义务, 
在要求他提供相关说明之后。 
 
2° 通知18-2条款1°和3°至7°提及的有可能对本条款1°提及的利益代表人的恳求给予有

利回复的人员，如有必要,向他提出相关看法，但不公布于众。 
 

第18-8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在向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和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征求意见后, 国家行政法院颁

布一项法令明确本副篇的实施办法。 
 

第3副篇: 刑事惩罚 
 

第18-9 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一个利益代表人, 不主动或在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的要求下不向其提供他应该提

供的信息, 依照18-3条款他要受到一年监禁和15000欧元罚款的惩治。 
 

第18-10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条款制定 

[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最晚于2017年7月1
日生效] 

 
一个已经受到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依照第18-7条款的警告，要求他依照第18-5



条款遵守职业伦理义务的利益代表人，在三年之内再不遵守同样义务,要受到一年监禁

和15000欧元罚款的惩治。 
 
 (宪法委员会2016年12月8日2016-741 DC号决议表明该规则不符合宪法) 
 

 
第4篇: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 

 
第19 条款 

由2017年1月20日2017-55号法律–第48和50条款修改 
 
I. ―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是一个独立行政权利机构。 
 
II. ―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的主席由共和国总统通过法令任命。 
 
除了主席, 高等管理局还具备: 
 
1° 两个国家行政法院法官，在职的或离职的, 由国家行政法院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2° 两个最高法院法官，在职的或离职的, 由与法院级别无关的全部坐席法官选举产生; 
 
3° 两个国家审计法院的高级参事法官，在职的或离职的, 由法官委员会选举产生; 
 
4° 一个至少三年以来没有作过国家政府成员职务，议员或第11条款中列举的职能的资

深人士，由国民议会主席在获得国民议会负责宪法修改的法律常设委员会认同意见后

任命，即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表决票; 
 
5° 一个至少三年以来没有作过国家政府成员职务，议员或第11条款中列举的职能的资

深人士，由参议院主席在获得参议院负责宪法修改法律的常设委员会认同意见后任命，

即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表决票。 
 
本II节1°至3°提及的人员的选举和任命保证女性和男性的同等代表性。 
 
III. ―高等管理局成员的任期为六年, 不可续任。 
 
IV. ― 高等管理局成员责权与任何其他职能或责权不相容, 如这些职能或责权人需依照

本法律第4和11条款遵守申报义务。 
   
高等管理局成员依照第11条款I节6°遵守送交申报书的义务。他们的财产状况申报和利

益关系申报要公布于众, 依照第5条款III节定义的限度，由公共生活高等管理局根据同

一第5条款I至IV节最后一段规定的方式实行。 
 
V. ―高等管理局，在征求其主席意见后, 由以下人员提名的报告人协助工作:  
 
1° 在成员中, 国家行政法院副主席, 在职的或离职的, 国家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和上诉行

政法院法官之中; 



 
2° 在法官中, 国家最高法院首席主席, 在职的或离职的, 国家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及普通

法院法官之中; 
 
3° 在法官中, 国家审计法院首席主席, 在职的或离职的, 国家审计法院和地方审计法院法

官之中。 
 
高等管理局工作人员要保守职业秘密。 
   
VII. ― 国家行政法院颁布的法令制定本条款的实施方式。 
 
高等管理局内部规章明确程序实施规则。 
 

 
第20条款 

由2016年4月20日2016-483号法律–第11条款; 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5
和26条款; 2017年1月20日2017-55号法律–第48和50条款修改 

  
I. ― 高等管理局执行以下任务: 
 
1° 它接收依照本法律第4条款来自国家政府成员, 依照竞选法典LO 135-1条款来自国民

议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和在本法律第11条款中提及的人员的财产状况申报书和利益关

系申报书，保证依照本章第2篇制定的条件对其审查,监督,如有必要,发布; 
 
2° 它对第4和11条款提及的人员可能构成的第2条款定义的利益冲突局面作出声明，如

确有该局面,依照第10条款制定的条件命令他们终止利益冲突; 
 
3° 它回答本I节1°中提及人员在执行权责或职能时遇到的职业伦理问题。他们的意见和

相关构成意见的材料不可公布于众; 
 
4° 依照第23条款, 它表明一个自由职业或在符合私人法的竞争领域的组织和企业的有报

酬的职业是否与政府职能, 独立行政权利机构或独立公共权利机构成员的职能或第11条
款I节2°中列举的地方执行职能相容; 
 
5° 在国家总理的要求下或出于其主动行为, 它对本法律的实施提出建议, 并把建议提交

给总理和它确定的对其有意义的公共权利机构。它为此，制定与18-2条款定义的利益

代表人关系的建议,并在行使第4和第11条款提及的职能和责权时的赠送行为以及给予

和接受优惠待遇上的建议。 
 
6° 它回答18-2条款1° 和 3°至7°提及的人员要求得到的有关他们与利益代表人之间关系

问题的意见和有关18-1条款确定的利益代表人名录的意见。[依照18-8条款在国家行政
法院颁布法令之后的第六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高等管理局制作的年度工作报告里没有其他任何它之前依照7, 10 和23条款已公布的实

名信息。 
 



II. ― 当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发现一个第4 和11条款中提及的人员没有遵守第1, 2, 
4, 11 和23条款制定的义务时,它可以主动或由国家总理，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主席提出举

报。 
 
那些依照其章程，宗旨为反贪污的已由高等管理局依照其内部规章制定的客观标准认

定的协会，也可以在同样条件下向它举报。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可以要求第4, 11 和23条款中提及的人员提供所有必要的解

释和材料以执行本条款I节中制定的任务。它可以对任何它认为能起协助作用的人员进

行听证或咨询。 
 
它可以让一个或几个成员或报告人或通过其部门工作人员对竞选法典LO 135-1条款和

本法律4 和 11条款制定的申报内容及对他们具有的信息进行核实。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和1983年7月13日83-634号关于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法

律第25副8条款提及的公务伦理委员会之间可以交换必要的信息以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 
包括职业秘密保护下的信息。 

 
 第21条款 

  
1978 年 7 月 17 日 78-753 号关于改善行政机构和公众关系的措施, 以及行政, 社会和税

务方面的各类机制的法律第 6 条款 I 节 1° 中« 决定, »一词之后,加入了以下内容: « 依照

2013 年 10 月 11 日 2013-907 号关于公共生活透明性的法律第 20 条款制定的由公共生

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在执行任务时制作和拥有的材料, »。 
 
 

       第 22 条款 
由2016年4月20日2016-483号法律–第11条款修改 

 
当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发现一个第4 和11条款中提及的人员没有遵守第1, 2, 4, 
11 和23条款明确的义务或处于第7条款2段定义的状态时,它向以下人士通报: 
 
1° 共和国总统, 如果涉及的是总理; 
 
2° 国家总理， 如果涉及的是国家政府另一成员; 
 
3° 欧洲议会主席, 如果涉及的是在欧洲议会的一名法国代表; 
 
4° 有决议权的大会主席,如果涉及的是一个第11条款I节3°中提及的人员; 
 
5° 任命机构, 如果涉及的是一个同I节4°, 5° 或8°中提及的人员; 
 
6° 独立行政权利机构或独立公共权利机构的主席, 如果涉及的是一个同I节6°中提及的

人员; 
 
7°  当事组织的上级领导或监管部委部长，如果涉及的是第11条款I节或III节7°中提及的



人员; 
 

 第23条款 
由2016年4月20日2016-483号法律–第11条款; 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27

条款; 2017年1月20日2017-55号法律–第48和50条款修改 
 
I. ― 依照第1条款的要求,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表明一个自由职业或在一个工商

性质的企业或公共机构或公益集团有报酬的职业是否与前三年以来作过的国家政府职

能, 独立行政权利机构或独立公共权利机构成员的职能或第11条款I节2°中列举的地方

执行职能相容; 当这些职能是由一个公务员承担的, 只有高等管理局可以对其监督; 它把

相关监督事项通报1983年7月13日83-634号法律第25副8条款提及的公务伦理委员会, 
如有必要,向它提供自己的看法。 
 
 为了确保这一监督职能, 高等管理局由以下人员向它举报: 
 
1° 由当事人， 在从事想做的工作之前; 
  
2° 由其主席, 在获悉某人从事一项依照本I节第1段规定的条件不允许的工作之后两个月

内。 
 
高等管理局接到举报后的两个月内提出其看法。它要求当事人提供说明, 除非它确认当

事人的工作的相容性。 
 
高等管理局在该期限内没有提出看法意味它的相容性看法。 
 
II. ― 对相容性看法可以附加一些当事人要遵循的保留性意见, 其最长有效期在从事国家

政府职能, 独立行政权利机构或独立行政权力机构成员职能或地方执行职能之后的三年。 
 
当高等管理局提出不相容性的看法时, 当事人不能在从事国家政府职能, 独立行政权利

机构或独立公共权利机构成员职能或地方执行职能之后的三年内从事他想做的工作。 
 
高等管理局把它的决定通知当事人，如有必要, 通知他在未遵守I节第1段的规定下已经

开始从事工作的组织或企业。如有必要, 它把附加保留性意见的不相容性或相容性看法

通知该工作领域的相关行业组织。为从事这项工作而制定的证明和合同: 
 
1° 当高等管理局依照本I节1°中制定的条件收到举报时，失去功效; 
 
2° 当高等管理局依照本I节2°中制定的条件收到举报时，完全成为无效; 
 
当高等管理局依照本I节2°中制定的条件收到举报,给予不相容性看法或持保留性意见的

相容性看法时, 在听取了当事人的说明后,可以把其看法公布于众。公布于众的看法不具

有任何涉及个人隐私，医疗秘密,工商秘密的信息, 或公众与行政机构关系法典L. 311-5
条款 2°中列举的任何一种秘密的信息。 
 
它在认为没有得到当事人必要的信息时, 可以给予不相容性看法。 
 



III. ― 在高等管理局授权并符合其内部规章的条件下, 如果当事人想做的工作与之前从

事的职能很明显是相容的, 高等管理局主席可以给予相容性的看法，或给予不相容性或

不受理的看法， 或认为无法提出看法。 
 
IV. ―  当它获悉一个I节中提及的人员不遵守不相容性看法或相容性看法的保留性意见

而从事一项工作时, 并要求当事人进行解释之后，高等管理局在官方公报中刊登一份包

括管理局的看法和当时人说明的特别报告。 
 
它把本IV第1段中提及的特别报告和它拥有的未遵守其看法的证据转交给共和国检察官。 

 
第5篇: 具有议员责权的公务员的情况 

 
 第24条款 

 
I. ― 1977年7月7日77-729号关于欧洲议会代表人选举的法律第6条款是这样修改的: 
 
1° 在 « 欧洲的 »一词之后，第2段的结尾被删除; 
 
2° 在第2段之后,加入了内容如下的一段: 
 
 « 当他从事的是竞选法典LO 142条款1° 和 2°中列举之外的公职,他在整个任期内,根据

他的身份性质法定地处于停职或同等状态，不能计算在晋级和退休金之中。» 
 
II. ― 1984年1月11日84-16号关于国家公务员身份的法律第46条款，1984年1月26日
84-53号关于地方公务员身份的法律第65条款和1986年1月9日86-33号关于医疗公务员

身份的法律第53条款第2段被删除。 
 
III. ― 2014年1月1日本条款生效。  

 
        

 第6篇: 报警人的保护 
 

 第25条款 
由2016年12月9日2016-1691号法律–第15条款废除; 

 
           第II章: 刑事规定 

 
  第26条款 

 
I. ― 一个本法律第4 或 11条款提及的人员没有依照这些条款规定送交申报书，忽略申

报其财产和利益关系的重要部分或提供了财产的虚假评估，要受到三年监禁和45000欧
元罚款的惩治。 
 
依照刑事法典 131-26 和131-26-1 条款规定的方式，可以判处剥夺公民权以及依照同一

法典131-27条款规定的方式禁止从事公务工作的的补充性惩罚。 
 



II. ―一个第4，11 或 23条款提及的人员没有听从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的指令或

没有向它提供它执行任务所需的信息和材料，要受到一年监禁和15000欧元罚款的惩治。 
 
III. ― 在本法律规定外的情况下, 用任何方式发布或传播，整个或部分申报内容, 以及 
竞选法典LO 135-1 和LO 135-3条款和本法律第4 ，6和11条款提及的信息和说明, 要受

到刑事法典226-1条款规定的刑罚的惩治。 
 

 
第27条款 

 
I. ― 在刑事法典131-26条款之后， 加入内容如下的131-26-1条款: 
 
 « 131-26-1.条款 -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和例外违背131-26条款第7段的情况下,可以对

一个在发生问题时是国家政府成员或有公共选举权责的人员施加同一条款2°中制定的

最长10年的无被选举资格惩罚。» 
 
II. ― 同一法典324-7条款9°和432-17条款1°的结尾，依照« 131-26条款 » 被依照« 131-
26 和131-26-1条款 »取代。 
 
III. ― 竞选法典L. 117条款第1段的结尾: « 根据该条款规定的方式» 词语被: «以及同一法

典131-26-1条款规定的无被选举资格，依照这些条款规定的方式» 词语取代。 
 
IV. ― 税务总法典是这样修改的 : 
 
1° 1741条款第3段和1774条款中: « 依照131-26条款 »被« 依照 131-26 和131-26-1条款 
» 取代; 
 
2° 1837条款I节第1段的第二句话里: « 刑事法典131-26条款制定的最长五年»被«刑事法

典131-26 和131-26-1条款» 取代。 
 
V. ― 商事法典L. 241-3 和 L. 242-6条款由内容如下的一段补充: 
 
« 除了L. 249-1条款规定的补充性惩罚，法院也可以根据本条款规定的情况作为补充性

惩罚依照刑事法典131-26条款判处剥夺当事人公民，民事和家庭权。»   



第28条款 
 
刑事法典432-13条款第1段是这样修改的: 
 
1° « 两年监禁和30000欧元罚款» 词句被: «三年监禁和200000欧元罚款, 涉及违法行为

受益罚款数额可以达到受益金额的两倍 »取代 ; 
 
2° 在 « 作为 »一词之后加入了: « 国家政府成员, 具有一个地方执行职能的人员,»。 
 

 
第III章: 最终规定 

 
第29条款 

 
在2010年7月23日2010-838号关于宪法实施第13条款第5段的法律的附加表格后的第32
行,加入这样一行: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主席 
  

宪法修改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30条款 

 
I. ― 废除1988年3月11日88-227号关于政治生活财政透明性法律中的第1至5-1条款，

在本条款II节第2段的规定条件下。 
 
II. ―政治生活财政透明性委员会拥有的档案和全部材料要转交給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

管理局以便它完成其工作使命。 
 
在政治生活财政透明性委员会正在审查的财产变化状况，涉及依照1988年3月11日88-
227号关于政治生活财政透明性法律第1和2条款关于具有一定责权或职能的有申报义务

的人员，如果他们的责权或职能在本法律生效之前已终止，或因此依照2011年4月14日
2011-412号关于竞选法典简易化和政治生活透明性法律应该送交申报书， 审查工作由

高等管理局继续进行。高等管理局为此具有1988年3月11日88-227号法律第1至3条款

规定的特权。 
 
对依照1988年3月11日88-227号法律第1和2条款关于具有一定责权或职能的有申报义

务的人员，如果在本法律生效之日仍具有责权或职能，他们的财产审查由高等管理局

进行。高等管理局为此具有本法律规定的特权。 
 
III. ― 取消竞选法典L. 195 和 L. 367条款最后一段，废除同一法典L. 230 条款4° ，L. 
340 和L. 558-11条款3°。 
 

第31条款 
 
税务程序书L. 139 B条款是这样修改的: 
 



1°  « 政治生活财政透明性委员会» 一词由: «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取代 ; 
 
2° « 按照第2段的» 词句由: « 或由财产分割的配偶，签署团结协议的同居人或简单同居

人，依照» 词句取代; 
 
3° 在 « 提及的 »一词后, 条款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 2013年报10月11日2013-907号关于

公共生活透明性法律第4和11条款，依照同一法律第6条款。»  
 

第32条款 
 
1978年1月6日78-17号关于信息, 名录和自由法律第13条款I节第11段中删除: « 全部国

家选举责权,»词句。 
 

第33条款 
 
除了第1章第1, 3, 5 和 6篇，第1条款和第27, 28, 29, 32 和34条款，本法律自官方公报

上刊登公共生活透明性高等管理局主席任命法令之日起生效。 
  
每一个国家政府成员, 最晚于2014年2月1日, 根据第4条款规定的方式制作一份财产状况

申报书和一份利益关系申报书。  
 
第11条款提及的每一个人员，根据第11条款规定的方式制作一份财产状况申报书和一

份利益关系申报书，最晚期限为: 
 
1° 2014年2月1日, 对于同一第11条款1°, 4° 和 5°提及的人员; 
 
2° 2014年6月1日, 对于I 节2°和 3°提及的人员; 
 
3° 2014年10月1日, 对于I 节6°和 7°以及第11条款III节提及的人员。 

 
第34条款 

 
地方政府总法典是这样修改的: 
 
1° 在L. 2123-18-1条款之后, 加入内容如下的L. 2123-18-1-1条款: 
 
 « L. 2123-18-1-1条款- 依照年度评议制定的条件，市政府议会可为其成员或市府公务

员 
提供一部车辆如果他们在行使权责和职能时能证实这一需要。»  
 
 «所有其他物质或服务优惠待遇要通过决议落实到实名人，并明确其使用方式。 » ; 
 
2° 第三部分第1册II卷第III章第3篇由内容如下的L. 3123-19-3条款补充:  
 
 « L. 3123-19-3.条款 – 依照年度评议制定的条件，省政府议会可为其成员或省府公务员 
提供一部车辆如果他们在行使权责和职能时能证实这一需要。»  



 
 «所有其他物质或服务优惠待遇要通过决议落实到实名人，并明确其使用方式。 » ; 
 
3° 第四部分第1册III卷第V章第3篇由内容如下的L. 4135-19-3条款补充: 
 
 « L. 4135-19-3.条款 – 依照年度决议制定的条件，大区政府议会可为其成员或大区政府

公务员提供一部车辆如果他们在行使权责和职能时能证实这一需要。»  
  
 «所有其他物质或服务优惠待遇要通过决议落实到实名人，并明确其使用方式。 »  
 
 4° 在L. 5211-13 条款之后, 加入内容如下的L. 5211-13-1 条款: 
 
 « L. 5211-13-1.条款 – 依照年度决议制定的条件，市镇间合作公共机构的决议部门可为

其成员或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提供一部车辆如果他们在行使权责和职能时能证实这一需

要。»  
 
 «所有其他物质或服务优惠待遇要通过决议落实到实名人，并明确其使用方式。 »  
 



第 35 条款 
 
I. ―  本法律适用于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除了

第24条款II节，它取消了1984年1月26日84-53号关于地方公务员身份的法律第65条款

第2段和1986年1月9日86-33号关于医疗公务员身份的法律第53条款第2段和27条款IV
节第2段。 
 
II. ― 地方政府总法典L. 2123-18-1-1 和 L. 5211-13-1条款适用于法属波利尼西亚。 
 
III. ― 为了实施本法律, 在海外地方政府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参考税务法律和法规被视为

在地方上可以实施的法律和法规。 
 
本法律将作为国家法律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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