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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方式很重要：
董事長兼執行長 Doug Baker 寄語 

親愛的同事們：

日復一日，在我們共同努力建立一家更強大的

藝康的過程中，我們現正專注於我們需要去做

的事情 — 贏得新客戶、擴大現有客戶、率先推

出新產品和新服務以及提供卓越的客戶服務。

不過跟我們所做的事情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的

工作方式。我們的行為必須與藝康的價值觀保

持一致，並且遵守我們的《行為準則》及公司

政策。「我們的工作方式」就是我們以誠信行

事 — 我們持續以贏得全體同仁、客戶、社群

及其他人士信任的方式處事。我們的工作方式

會影響到諸多方面，如我們的關係、我們的聲

譽，甚至是我們持續經營業務的能力。

由於我們服務新市場，歡迎新員工加入，並且

在全球擴展業務，我們需要擁抱多元化。於此

同時，我們也必須致力按照公司共同價值觀所

定義和指引的「一個」藝康行事：

 \ 我們達成目標：我們為客戶、股東及彼此

創造成果。

 \ 為所當為：我們在行動中誠實、可靠而真

誠。我們以誠信行事。

 \ 我們挑戰自己：我們超越現狀，不斷學習

及成長，同時以創新思維改善流程並創造

更好的成果。

 \ 我們集思廣益，攜手合作：我們為團隊及公

司的利益緊密合作 — 跨職能和跨地域。我

們分享知識，並相互支持。

 \ 卓然出眾，獨立超群。我們對自己身邊的

人、我們的社群及我們的世界創造正面

影響。我們也激勵他人讓世界變得更加 

美好。

 \ 我們小心地做這一切事情，且以安全為先。

藝康所有員工的日常行動，最終會決定我們是

一家怎樣的公司，因此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肩負

責任，遵守藝康《行為準則》。我們的《行為

準則》，以及公司政策、程序及手冊，闡明了

我們的行事方式以及跟客戶、同事、供應商、

競爭對手及社群的互動方式的指導原則。所有

員工、高級人員及董事都必須遵守《行為 

準則》。

我鼓勵大家熟悉我們最新版的《行為準則》，

它較先前的版本涵蓋了範圍更廣的事項。如果

您發現公司準則並無提及某一事項、問題或疑

慮，請諮詢您的經理、主管或藝康法律部。如

要識別其他資訊來源，請翻至準則背面的目

錄，題為「問題或疑慮：尋找藝康資源」。

藝康享有的優良聲譽，是我們最大的資產之

一。它反映出過去多年來一貫展示公司價值

觀，並維護我們《行為準則》的員工所採取的

態度和行動。我要靠大家實踐我們的價值觀，

致力達到準則的高標準，並一直謹記我們要努

力去做正確、公平及誠實的事，藉此保障並加

強我們的聲譽。

此致

 

Douglas M. Baker, Jr.
董事長兼執行長



不管在何時何地經營業務，藝康均致力維護最高的法律及道德標準。藝康的《行為準

則》（“準則”）提供了基本指南，可協助我們代表公司作出明智決策，並在完成工作

時恪守道德，遵守藝康的政策與我們所在國家的法律。

您作為藝康員工，或者藝康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的僱員，必須閱讀、瞭解並遵守準則 – 

當您有所疑慮，或者面對道德兩難困境，我們鼓勵您參閱它。您也有責任熟悉並遵守公

司的政策及程序，其中一些可參考準則。

準則和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情況下提供指引。不過，沒有任何一套準則可預見每項疑慮或

每個問題。因此，藝康有賴您在所有行動中運用良好的判斷力 – 並且在面對準則沒有提

及的問題時尋求指引。

致力達到最高的道德及法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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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路線圖

我們的準則是一套協助您代表藝康作出決策

的指南。由於沒有任何指南可以無所不包，

我們所有人最終要負責按道德並遵守法律 

行事。

當您面對困難的情況，請考慮一下這些問

題：

 \ 我所將採取的行動或決定是否是正確應

做的事？ 

 \ 我的行動或決定能否經得起公眾審視？

 \ 我的行動或決定能否保障藝康作為一家

道德公司的聲譽？

如果對於任何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否」，請

停下來，慎重考慮有關情況。請參考準則或

藝康政策，或者諮詢合規資源，以便確保採

取正確的做法。

維護準則並遵循法律

作為藝康的員工，無論您在何處工作，或擔任什麼職位，均有責任：

 \ 遵循準則原則。準則適用於全公司及全世界的所有藝康員工、高級人員及董事，以

及我們持有多數股權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員工。此外，我們希望自己的代理商、

獨立承包商、顧問及藝康持有少數股權的聯營公司的員工，行為處事方式與適用的

準則原則保持一致。

 \ 遵守我們所在國家的法律法規。我們希望您可達到適用於我們所在國家的道德及

法律標準。如果您擔心您所在地區的法律法規看來比我們的準則更嚴格，或者似

乎跟我們的準則有所不同，您應尋求主管或藝康法律部的指引。當兩項標準同時實

施，例如準則及法律，您應遵循較嚴格的標準。如有任何方面未能遵守法律，將會被

視為違反準則。

 \ 應該熟悉及遵循適用於您工作的所有公司政策、程序及手冊。

真誠舉報並提出問題 

您必須迅速本著真誠的態度舉報任何員工或第三方代理（即供應商或業務夥伴）可能

構成違反準則的任何行為。如果您刻意不舉報潛在違規事項，或者隱瞞有關違規事項

的相關及重要資訊，可能需接受紀律處分，最高懲處可包括終止僱用關係。

如果您對於某項行為的合宜性存疑，應與您的主管、人力資源部或法律部進行討論。

您也可以對可疑的違規事項作出真誠舉報，或致電受僱地區的《行為準則》求助熱線

尋求指引。舉報選項的完整清單，可於我們準則中的「問題或疑慮：尋找藝康資源」

部分找到。



您是否可透過《行為準則》求助熱線匿名舉報違規事項，取決於您所在地區的法律。

在我們營商的國家中，部分會因為您沒有提供身份識別，而限制或不允許就某些問

題或疑慮進行舉報。如果您是歐盟國家的員工，並透過《行為準則》求助熱線進行舉

報，以下準則將會適用：

 \ 您將會被要求允許在舉報中使用您的姓名。

 \ 如果是絕對需要的話，您只應說出懷疑犯錯員工的姓名。

 \ 任何您所提及的員工，將會在您舉報後的三個工作天內接獲通知。

 \ 對於您向《行為準則》求助熱線提供的資訊，藝康僅會用於調查您的特定舉報事

項，而不會作任何其他用途。

禁止報復及保密

我們致力保障真誠進行舉報、尋求意見或提出問題的員工。我們的禁止報復政策旨在

確保員工不會因提出問題、舉報違反準則的事項或在調查中合作而受到不必要的危

害。它是為保障您避免遭受公司、藝康同事、經理或主管採取無根據的行動而設。如

果您認為自己是報復行動的受害者，應聯絡適合者，即您的經理或主管、法律部或 

《行為準則》求助熱線。

當您進行真誠舉報或尋求幫助，以處理問題或疑慮後，藝康將會迅速回應。我們也會

致力確保您的疑慮會盡可能運用最大程度的敏感性及機密性手法處理。反過來說，我

們也希望您不會與同事討論此事，以協助保障舉報以及其後任何調查過程的機密性。

我們可能會對下列任何藝康員工採取紀律

處分：

授權或直接參與違反準則的行動。

 刻意不舉報違規事項，或者刻意隱瞞

違反準則的相關及重要資訊。

 作為主管，對於其直接下屬監管 

不力。

 直接或間接報復，或鼓勵他人這樣

做，以對付舉報涉及準則的違規事項

或潛在違規事項的人士。

我們必須謹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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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遵守準則 

如果無法遵守準則內包含的任何標準，將會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最高懲罰可包括終

止僱用關係、轉介刑事檢控以及賠償因違規事項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紀律處分的

程度視乎罪行的嚴重性及頻密等因素而定。

在非常罕有的情況下，藝康可能會允許公司員工、高級人員或董事豁免準則中的某些

規定。高級行政人員或董事會成員只可由董事會（或董事會委員會）作出豁免。而在

此情況下，公司會迅速公開披露授予的豁免，並解釋允許的原因。

經理的責任

您作為藝康的主管或經理，有責任瞭解和遵守準則，將它應用於日常工作中，並且對

自己的商業行為所採用的道德標準保持警覺。此外，您還有責任在自己的責任範圍內

執行準則。如果您有直接下屬，請確保他們已閱讀及遵守準則，以及準則內提及的政

策、程序及手冊。

您也有責任將任何需要額外指引的問題、疑慮或事項轉至其他藝康資源，例如人力資

源部及法律部。

更新 

藝康定期複審我們的準則內容，以及相關的公司政策。我們將會根據法律、政策或其

他重大發展的改變，對準則作出所需的修訂。



營造相互尊重的工作場所

藝康渴望創造一個具有包容性、相互尊重的工作場所，在其中員工彼此承認對方的價

值與尊嚴。任何貶低我們員工的價值與尊嚴的行為，均違反我們的價值觀，並且不容

於我們的文化。

我們也致力在我們營商的國家內，顯示對其人民及文化的尊重。您作為公司代表，對

於同事的文化習俗，應致力保持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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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及平等就業機會 

藝康致力維持員工多元化、互相尊重的文化，以及對他人的差異表示欣賞。提供平等

就業機會是應做的事情，而且對我們的成功相當重要。

為確保我們遵守適用的勞工及僱用法，並且永遠不會發生歧視，藝康的招聘、僱用、

薪酬、升職、調職、培訓、糾正行動及終止僱用工作完全基於個人的資歷，以及執行

工作的能力。只有跟工作相關的條件，才會納入考慮範圍。藝康已實施一套積極的計

劃，以確保我們提供平等就業機會。

由於我們營商地區的法律法規各異，如果您對於多元性及歧視有問題或疑慮，應諮詢

您的經理、人力資源部或法律部。

騷擾及工作場所的尊重

彼此尊重是藝康文化的基礎。欠缺尊重可能會令我們員工的工作效率降低，並且威脅

到藝康的成功。為幫助維護一個彼此尊重的環境，藝康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騷擾，或

其他恐嚇行為，包括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或辱罵。在以下情況中，無論是員工、臨時

員工或外部供應商，我們均禁止其作出任何形式的騷擾：

 \ 屈服於騷擾或辱罵行為，是明確或隱含的僱用條款或條件；

 \ 屈服或拒絕騷擾或辱罵行為，是作出僱用決定的基礎；或

 \ 騷擾或辱罵行為之目的或效果，是妨礙個人的工作表現，或者製造一個具威嚇性、

敵意或冒犯性的工作環境。

如果違反這項政策，藝康將會對該名人士採取紀律處分，最高懲罰包括終止僱用 

關係。

如果您對於騷擾有任何問題或疑慮，或者想獲取更多藝康騷擾政策的資訊，請參閱您

所在地區的適用政策手冊。您當地的人力資源代表可提供一本手冊給您。

為了維持一個沒有歧視的工作環境，所有與

僱用相關的決定不得考慮以下因素：

性別

種族

族裔

國籍

性取向

性別認同

宗教

年齡

殘障

婚姻狀況

退伍軍人身份

其他受國家、州或地方法律保障的個人

特徵或條件 

我們必須謹記

• 

• 

• 

• 

• 

• 

• 

• 

• 

• 

• 

• 



問：我偶然聽到同事說一些帶有性暗示

的笑話；或者對藝康員工說出帶有種族

歧視的侮辱言語，或作出其他不當評

論。我應該怎樣做？

答：如果您的同事「只是開玩笑」，

那並不要緊。他們說話內容所造成的影

響，較他們的意圖更重要。如果您感

到不安，請跟您的同事直接討論您的疑

慮。您應當跟您的主管或人力資源代表

談談。此外，您可聯絡法律部。

問答 工作場所暴力

所有藝康員工均有權在一個沒有暴力、欺凌、威脅或恐嚇的環境中完成工作。不管是

在藝康的物業內工作，或者是與工作有關的關係，所有藝康員工均不應導致他人對其

個人安全，或者其家人、朋友或財產的安全產生合理恐懼。如果您遇到暴力、欺凌或

威脅的情況，應告訴經理或人力資源代表。或者如有需要，可致電適當的緊急機關。

除非違反當地法律，否則藝康禁止在公司物業內或進行公司業務時擁有或使用武器。

如果您對於工作場所暴力有任何問題或疑慮，或者想獲取更多藝康政策的資訊，請參

閱您所在地區的適用政策手冊。

企業社會責任

藝康認真地肩負我們對所服務社群的責任。我們認為要給予員工公平的報酬，並且符

合當地法律。我們促進員工、客戶以及客戶的客戶的福祉，方法是透過提高其工作和

社區生活質素的計劃和措施，作出一份貢獻。我們尊重所有人的權利，並且要求我們

的供應商負起同樣高標準的社會責任。藝康不會參與使用強逼勞工或童工，也不會姑

息任何與藝康進行業務往來，或代表藝康的人士施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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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安全、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對安全及健康工作場所的承諾 

藝康高度重視員工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在我們營商地區內社群和環境的安全與健康。

我們每一個人均有責任全面遵守適用的健康及安全法律，並且認識、瞭解和遵循公司

的安全政策、做法和程序。我們每一個人均有個人責任保持工作場所安全，以安全的

方式使用藝康的設備和材料，並且在我們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中運用良好判斷。

作為一名員工，如果您察覺或獲悉您的工作地點存在某些情況或做法，可能會對您或

同事的安全和健康構成威脅，請立即將您的疑慮向主管、地區或當地安全健康及環境

代表、人力資源代表匯報。如有需要，可向緊急機關匯報。



藥物與酒精

濫用酒精及藥物會對我們員工的健康及安全構成威脅，並對工作表現及公司聲譽產生

負面影響。無論在藝康的物業內工作，或者在公司以外的場所執行公司業務，員工均

不得違法生產、銷售、分發、配送、擁有或使用受管制藥物。

藝康不會容忍員工在執行職務（包括公務駕駛）時，服用酒精及藥物，或者受酒精及

藥物影響。如果員工已獲得事先批准，並且保持適當行為，便可作例外情況處理，允

許在認可的社交活動中喝酒。

如果您懷疑有員工可能在酒精或受管制藥物的影響下違反藝康政策，應立即向主管匯

報。違反我們藥物及酒精政策的員工，可能負上潛在刑事責任，並需接受我們採取的

適當紀律處分，最高懲罰可包括終止僱用關係。如果您對於藝康的藥物或酒精政策有

任何問題或疑慮，或者想獲取更多資訊，請參閱您所在地區的適用政策手冊，或者與

人力資源代表商談。

產品品質及安全 

藝康遵守有關產品品質及安全的所有法律法規。我們致力於產品安全，從概念及生

產，以至客戶使用及棄置、回收再用或再造，均全面兼顧。我們透過遵守監管我們產

品開發、生產、測試、檢查、儲存、運輸、使用及棄置的法律、法規及公司政策，幫

助確立「藝康」品牌的誠信形象。任何員工均不應採取任何可能危及客戶對我們產品

品質及安全的信心或信任的行動。如果您有任何疑慮，或注意到有任何不尋常的情

況，可能對我們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及安全產生負面影響，請立即聯絡經理或法律部。

在藝康，安全絕不是選擇題。我們所有人

都有責任：

時時刻刻安全工作

穿戴適當的工作防護裝備

在工作或駕駛時避免分心

迅速匯報所有工傷事故

在與安全相關的調查中合作

我們必須謹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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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永續發展 
及保護環境的承諾

藝康致力提供及保護至關重要的東西：清潔的用水、安全的食物、充足的能源及健康

的環境。我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透過我們員工的專業知識得以加強，再結合我們對

社會責任的盡職履行，可為客戶及全球經濟創造價值，並且有助締造一個更永續發展

的世界。藝康管理其全球經營的業務時，會考慮到我們員工、客戶、服務的社群及環

境的健康、安全和興盛。我們對永續發展作出的承諾，已於一份名為《我們的原則》

的文件內表明。我們所有人均應該致力遵循及促進這些原則。

問：我在客戶的工作場地，跟場地操作員緊

密合作。他總是很匆忙，而且在使用設備及

化學品時冒許多風險，例如沒有配戴手套及

護目鏡，以及不小心處理化學品運送。每當

我提出建議或質疑他的判斷，他總是置之不

理，並且說我需要跟上步伐，以完成工作。

我應該怎樣做？

答：您提出這種由個人行動引起的安全問題

是正確的。我們的預防措施原意是保障我們 

同事、客戶及社群的福祉。如果提及您對於

場地操作員的疑慮，並沒有令他在工作時更

加注意安全操作，您應當立即跟您的主管、

安全健康及環境代表或人力資源代表談談。

此舉可履行您在準則下的責任，更幫助我們

確保為所有人提供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問答
問：當回到家中後，我發現自己的汽車內有

一些過量的產品樣品，以及客戶場地的處理

樣品。我要將汽車清理乾淨，因此迅速地將

所有樣品倒進一個容器，然後將它放在我的

垃圾箱內。這樣並沒有真正的問題，對嗎？

答：首先，混合產品可能會引起危險的化學

反應。其次，將可能有危險的物質釋放進環

境中，尤其是在您的居住地區，隨著時間過

去，可能會導致重大的環境問題。應負責任

地棄置產品及處理樣品。Ecolab.com網站

有提供《安全資料表》(SDS)，包含我們產

品的一般棄置資訊，我們應時時刻刻恪守相

關指引。如果您不肯定該如何棄置樣品或剩

餘產品，請聯絡當地/地區的安全健康及環

境代表。負責任地管理未使用或過期的化學

品，是藝康對保障我們營商地區的環境和社

群作出的承諾的一部分。



代表藝康的利益行事 

藝康期望員工避免可能引起其個人利益及公司利益發生衝突的情況。

利益衝突

當您的個人活動或利益妨礙公司的商業利益時，便會產生利益衝突。在很多情況下，

即使有利益衝突的表象，對於您和公司也可能有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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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可以在許多不同情況下直接（您牽涉在內）及間接（與您有個人關係的人士

牽涉在內）發生。您應小心注意，適當地處理任何利益衝突。例如：

 \ 外部受僱或活動：在以下情況下，您不得從事公司以外的工作，即該工作 (i) 妨礙您

在公司的職責；(ii) 引致您跟藝康競爭，或者與跟藝康競爭的機構合作；或者 (iii) 引

導您向藝康的競爭對手提供服務或協助。如果外部的工作需要您使用藝康的工作時

間、設施或物業來完成，會被視為利益衝突。為評估第二份工作是否會產生利益衝

突，員工在接受公司以外的其他僱用前，需要先取得其主管的批准。

 \ 董事身份：如果您希望在任何公司或非牟利機構擔任董事，應向主管披露您的計劃，

尋求事先批准。在擔任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前，您需要先獲得藝康執行長的批准。

作為批准程序的一部分，藝康將會決定您的參與是否會產生利益衝突。當然，您絕對

不可擔任藝康競爭對手的董事、高級人員或顧問。

 \ 投資：如果您或跟您同住的直系家庭成員持有任何藝康競爭對手、供應商或客戶的已

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一(1%)，您必須向公司披露該持股情況。即使持有藝康競爭對

手、供應商或客戶的少數股權，也可能構成利益衝突。在藝康的政策下，與您同住 

的家庭成員擁有的商業或財務利益，同樣被視為您的財務利益。

 \ 公司機會：您作為一名員工，絕對不可在公司可能擁有權益的任何業務機會中謀取私

利。當您知道藝康在該業務機會中擁有權益後，也不得向他人提供這些機會。例如，

員工應避免在收購中購買藝康擁有已知權益的公司之不動產或財務權益。



 \ 家庭成員：如果您的家庭成員或其他個人近親在藝康工作，或者向藝康、其競爭對

手、供應商或客戶提供服務，您應立即向主管披露這些關係，以避免產生實際或觀感

上的利益衝突。除非獲得主管或法律部成員事先批准，否則藝康不會向僱用藝康員工

或該員工近親的公司購買任何商品或服務。當您參與一項採購決策，而涉及的公司僱

有您的親戚，必須特別小心謹慎。

 \ 政府公職：藝康鼓勵員工積極投身社區及政府事務，不過在政府中擔任某些角色或職

務，可能會引發利益衝突。如果您有意參選或被委任政府職位，而您在擔任政府公職

期間仍然是藝康員工，應首先向主管申請書面批准。如果您擔任政府職務，藝康希望

您會避免參與可能實質影響公司利益的任何投票或決定。

如果您不肯定您與另一家機構或另一名人士的關係，跟您的工作或藝康的利益是否出

現衝突，應跟主管或法律部成員討論有關情況。由於大部分潛在衝突的情況均可解

決，因此提出您的疑慮或尋求協助總是最佳方法。

問：我的太太為一家經常向我們工廠提

供貨品及服務的本地公司工作。假如我

現在參與藝康的物料採購，選擇我太太

的公司作我們的供應商，是否可能產生

利益衝突？

答：是。您需要讓經理及法律部知道您

的太太和藝康的供應商關係，並取得向

該公司下訂單的批准。如果您沒有這樣

做，您向您太太的公司採購物料的決

定，看起來可能會顯得有偏見或偏袒。

透過披露您太太是我們的供應商的角

色，您可確保藝康公平客觀的聲譽不受

損害。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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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和接受禮物、娛樂及款待

交換禮物或提供娛樂及其他好處，對於某些情況、地方或文化來說，可能符合慣

例及恰當。不過，為保障公司聲譽，我們必須肯定交換禮物符合適用法律、我們

的客戶合約、良好經營手法及慣例。每當提供或接受任何有價物，均需遵循這些

指南。

 \ 如果這是一份禮物，應該只有象徵式價值。

 \ 如果這是娛樂或款待，價格、金額、數量及次數必須合理。

 \ 不得為影響商業決定而提供或給予禮物、娛樂及款待。

 \ 不應違反在提供禮物、娛樂及款待的國家屬於正常及可接受的商業道德。

 \ 不應違反藝康政策，或者美國或提供禮物、娛樂及款待的國家的法律。

 \ 不應合理地詮釋為好處、回報或回扣。

 \ 不應涉及隱瞞的元素。



每當提供或接受與藝康業務有關的任何禮物、娛樂或其他好處，

必須遵循某些指南：

客戶：採購決定必須基於我們所提供項目的優點，以及藝康

產品及服務的品質和價值。您不可透過提供禮物、好處或娛

樂，嘗試影響客戶或潛在客戶的決定。

供應商：為了促進我們與供應商及潛在供應商的緊密關係，

如果有一名供應商向藝康購買產品或服務，便絕對不應主張

或建議藝康向該供應商進行採購。同樣地，在任何情況下，

個人利益均不可影響採購決定。

政府代表：當您與任何政府客戶、承包商或員工交涉時，您

絕對不可為了影響合約的批准、延續或修訂，或者確保或獲

得與採購活動有關的優待，而直接或間接向政府官員授予、

提供或建議提供任何有價物。

禮物與娛樂是否恰當，可能很難決定。考慮一下這些例子：

贈送藝康品牌的手提袋給供應商明顯可以接受。

贈送裝有多瓶昂貴的酒的藝康品牌手提袋給現有客戶則處

於模糊界線。在進行前，先向人力資源代表或法律部尋求 

指引。

贈送已支付所有開支的雙人旅行給客戶，前往昂貴的度假

村，而且不會進行業務，並不可接受。

我們必須謹記

 \ 公開披露不應令藝康感到尷尬，或損害公司的聲譽。

 \ 您作為一名員工，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提供或接受現金、現金等值物，或者

與藝康業務關連的私人貸款。

有關適用於我們與政府客戶、員工及承包商交往的特定要求，請參閱我們「準則」 

中題為「與美國政府的業務往來」 及 「防止賄賂及貪污」的部分。

當地國家的藝康管理部門可能有更具體的贈送及接受禮物指南。請查閱您的當地政策

手冊，或諮詢當地人力資源代表，以尋求進一步指引。此外，我們設有法律部，可指

引您處理具體事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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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防止賄賂及貪污 

藝康致力透過適當的方式和行為經營業務。因此，我們必須避免任何可能被理解

為賄賂或貪污的行為。當一方直接或間接提供一些有價物予另一方，藉此不當地

取得生意或獲得優待，便形成賄賂。許多國家的法律，包括《美國反海外腐敗

法》（「FCPA」），以及藝康政策，均禁止您行賄。違反這項政策不僅可能導

致您受到藝康的重大紀律處分，更可能引致政府對藝康和您實施嚴重的刑事及民

事懲處（包括監禁與罰款）。為幫助確保藝康的資產和資源不會作為賄賂或貪污

用途，公司必須保存準確的帳簿及紀錄，公平反映我們的資產交易和處置。



賄賂政府官員 

我們與政府機構的關係，對於我們在世界各地成功經營業務至關重要。這就是藝康要

遵守《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及我們所在國家的防賄法律的原因。這些法律旨在防止向

政府官員支付任何有價物，以獲得不當的業務優勢。「政府官員」包括以公職身份代

表政府、國有企業或公共國際組織行事的人士。我們要知道任何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

的人士，均可被視為「政府官員」，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藝康的防賄政策也禁止向政府官員支付「疏通費」，以加快或確保政府履行日常職

務。這些款項也稱為「加速費」或「潤滑費」，是為了加快非自行決定的政府日常職

務而支付的非經常性小額款項，例如工作許可和簽證、清關、產品註冊或檢查。

藝康的防賄政策還適用於任何代表我們進行業務往來的代理、代表、分銷商或中介

人。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及其他國家的反貪污法律下，藝康及其員工透過跟我們

合作的第三方向政府官員支付貪污款項，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為了避免法律責任及

可能損害我們的聲譽，藝康員工在保留可能會代表我們與政府官員進行往來的第三方

前，必須遵循列載於我們《反貪污政策及程序》的「中介人往來程序」。

如需獲取更多藝康的防賄及反貪污政策資訊，請詳閱《反貪污政策及程序》。如果藝

康任何人士或任何代表藝康工作的第三方所作的行為可能不符合我們的政策或反貪

污法，而令您感到疑慮，您應立即聯絡法律部，或透過《行為準則》求助熱線進行 

舉報。

藝康員工及任何代表藝康行事的人士，均

被禁止為獲得或保持生意，或者獲得不當

業務優勢，直接或間接向政府官員提供、

給予或授予任何有價物。以下是一些可能

違反公司政策甚至法律的有價物品例子：

禮物

金錢（包括現金等值物）

股票、債券或其他證券

娛樂

食宿

交通

聘用政府官員或政府官員的親戚

支付及報銷旅遊開支

一般不會另行提供的藝康產品折扣

承擔或免除債務

政治獻金

慈善捐款

個人好處 

我們必須謹記

• 
• 
• 
• 
• 
• 
• 
• 
• 
• 
• 
• 
• 

「政府官員」一詞是指任何以公職身份為

政府、公共國際組織或任何政府相關部

門、機構或機關行事，或代表上述任何一

方行事的人士，包括：

任何受僱於政府機構，負責審閱及接受

投標的實體

國有公司的高級人員或員工

身兼官員或在政府控制的行業或公司擁

有管理權的皇室成員

政黨或政黨要員

政治職位候選人

如果此人有能力影響政府的決定，即最有

可能是一名政府官員。如您對於有人是否

為「政府官員」有所疑問，應隨時諮詢法

律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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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商業賄賂

除了禁止賄賂政府官員外，藝康也禁止在我們的商業交易中進行賄賂及貪污。員工絕

對不應為了替公司不當地取得生意或不公平優勢，而向任何現有或潛在客戶、供應商

或其他第三方提供任何有價物，或接受他們提供的任何有價物。我們的誠信聲譽，較

透過跟其他人士及機構不當地進行交易而賺取的潛在收益重要。如需其他資料，請參

閱我們的準則，題為「提供和接受禮物、娛樂及款待」的部分。

政治活動及游說

藝康不會向政黨或政治候選人進行捐獻，也不准許使用藝康的設施進行政治活動，除

非這樣做是法律許可，並且按照政治捐獻政策事先獲得批准。同樣地，您不應以藝康

或我們聯營公司的名義作出任何政治捐獻。如果您作出政治捐獻，並不會獲得藝康或

任何聯營公司直接或間接發還款項。

藝康鼓勵員工積極投入社群事務，並且參與政治過程。作為一名員工，您應一直表明

這是屬於您自己的個人觀點和政治行動，與公司無關。

在美國，所有游說活動，包括代表藝康作證或與政府人員進行重要接觸，必須事先由

政府關係部協調。在美國境外，所有可能構成游說或試圖影響政府官員的活動，應先

由當地公司管理層及法律部審閱。

如果您對於藝康的游說或政治活動政策有任何問題或疑慮，應聯絡法律部或政府關係

部。如需其他資料，請同時詳閱政治捐獻政策、《藝康反貪污政策及程序》，以及在

我們的準則內題為「與美國政府的業務往來」。

問：作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經常與另

一個國家的代理合作，協助政府合約訂

立過程順利進行。我懷疑他可能向政府

官員提供賄賂，令各項事情得以加快處

理。我應該怎樣做？

答：如果您相信有代理代表藝康工作時

不當地行事，支付賄款，必須停止向該

代理進一步付款，並且立即向法律部舉

報有關事情。

問答



簡介

作為美國政府的供應商，藝康一直在高度規管的環境內經營。為幫助確保納稅人

的金錢發揮最佳價值，並且所有採購均按照目前的公共政策進行，美國政府對其

承包商及分包商實施嚴格要求。

藝康與美國政府進行業務往來時，無論是主要承包商或分包商，均必須嚴格遵守

所有適用章程、規例及合約要求。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符合所有合約條款，並且

根據要求，在沒有及時通知適合的政府官員，並獲得他們批准下，不會偏離該等

條款。

與美國政府的業務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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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磋商及定價 

當藝康與美國政府制訂合約時，我們必須提交目前完整準確的定價及其他事實資料。

作為我們合約磋商的一部分，我們不得故意作出與政府合約或分包合約有關的任何虛

假或誤導性陳述或聲明。在磋商合約期間，我們應準備好解釋關於合約建議書的所有

重要事實的重要性，並且能夠證實我們所提供資料的準確性。在擬備提交予美國政府

的文件時，必須加倍小心。如有任何影響定價數據的更改，必須立即向我們的政府銷

售部匯報。

所有給美國政府的發票必須準確填寫訂單的正確產品或服務、數量和價格。我們定價

或資訊的不一致會對公司及員工造成嚴重後果，包括罰款和可能的刑事指控。

產品規格及測試

在履行政府合約的條款時，我們的產品、材料和流程必須始終符合合約內要求的 

規格。在對合約要求作出任何更改之前，您必須事先從授權的政府官員那裡取得書面 

批准。

聘用美國官員

美國政府針對其部分準備離職或事實上已離職的員工在政府承包商工作，已訂立具體

規則來防止利益衝突，或出現利益衝突的表象。跟現時或新入職的政府員工討論就業

或談論就業機會之前，不論民事或軍事，藝康均要求您向人力資源部和法律部申報。

不提供禮物、餐飲或小費

一些在商業市場上視為正常商務禮儀的東西，在政府市場可能被視為企圖施加不正當

影響。因此，您不得向聯邦政府員工或承包商，或其直系家庭成員提供任何有價物。

允許的例外情況僅限於以下內容：(a) 提供藝康品牌的象徵式推廣物品，如咖啡杯、

日歷或展示藝康名稱或標誌的類似物品；(b) 在合法的商業活動上偶然提供少量茶

點，如汽水、咖啡或甜甜圈；以及 (c) 參與其他事先已取得法律部書面批准的活動。

此外，您不得向任何人提供、給予、索取或從其接受任何有價物，以換取其在美國政

府合約或分包合約上予以優先考慮。

問：雖然我們與美國政府的合約要求，

我們應使用指定供應商來提供某一組

件，但我們發現另一個供應商能以較低

的價格更快地提供該組件。我們能否使

用這個新供應商呢？

答：不能，您沒有事先從授權的政府官

員那裡取得書面批准。作為美國政府承

包商，我們必須遵守合約條款，並使用

合約指定的組件。沒有事先從授權的政

府官員那裡取得書面批准而作出更改，

您及藝康可能會面臨嚴重後果，包括罰

款及可能的刑事指控。

問答



採購誠信

藝康員工在任何政府合約或分包合約裁決之前，不得從任何來源找尋涉及合約的標書

或建議書資料或來源選擇資料（已詳述於藝康的《聯邦政府政策及程序》手冊）。如

果您認為您收到這類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機密或專有資料，您必須避免將它們作任何

用途及透露予他人。您也應該立即聯絡法律部。

強制披露

為了促進公共透明度和問責制，聯邦法規要求藝康公開任何可信的証據，證明公司 

（包括其當事人、人員、代理或分包商）已違反涉及欺詐、利益衝突、賄賂或小費的

聯邦刑事法，或已違反《虛假申報法》。我們也必須就任何我們接受的政府超額支付

款項作出及時披露。如果您知道任何超額支付款項或其他行為，其與藝康作為政府承

包商或分包商的義務不相符，您必須立即向法律部或透過藝康《行為準則》求助熱線

舉報。

審計和調查

對美國政府的任何調查或審計充分合作是我們的政策。因此，您決不能更改、破壞或

隱瞞任何有關政府審計或調查的文件。同樣地，您決不能採取任何可能妨礙政府審計

或調查的行動。

如果您對藝康與美國政府合作的政策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聯絡政府銷售部或法律

部。如需其他資料，請參閱《聯邦政府合約政策及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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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出口法規 

遵守我們營商國家的出口法律及法規是藝康的政策。這些法律及法規包括出口貨物的文件

要求，以及對某些商品、技術和軟體限制出口或轉運的規定。出口管制法規可能限制出口

某些商品，或需要這些商品事先的政府授權或許可，這取決於出口商品、在哪裡出口、 

誰接收出口商品以及出口商品將來的用途。

跨境業務交易



藝康在不同的國家開展業務，而各國的出口管制法律也可能有所差異。雖然出口管制

法規主要關注可能具有軍事或武器用途的商品、軟體或技術的出口，但限制也適用於

「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這類商品和技術可能同時具有商業及軍事或武器用途。例

如，某些化學品可用於製造商業產品，但也可被誤用來生產化學武器或違禁藥物。

美國出口管制法律也適用於轉運美國原產的產品、技術和軟體，它們從先前被出口到

的國家轉運至其他國家。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法律甚至適用於在美國以外製造的產

品，這些產品有美國內容，或是美國受控原有技術的直接產品。這些規則也適用於予

外國公民的技術「視同出口」，即使該外國公民身在美國。例如，當外國公民參觀藝

康的美國設施時，技術的「視同出口」可能會發生在與該外國公民的技術交流上，但

這可能需要許可證。

貿易制裁和禁運

藝康的政策要求遵守美國經濟制裁和貿易禁運規定，並遵守其他國家的類似法律，只

要這些法律與美國法律相一致。經濟制裁和貿易禁運有助於促進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

利益，更可能對指定個人、實體或國家進行限制。例如，美國對特定國家或指定個人

及實體進行廣泛的制裁，這些國家被認定為支持恐怖主義，而這些個人及實體與這些

國家有關或因其他外交政策或國家安全原因受到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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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進口法規 

藝康進口世界上的各種商品，我們必須遵守商品進口目的地的每個國家的海關法律及

法規。這些法律及法規要求提供原產地、關稅分類和進口商品價值的完整、準確文

件。其他要求可能適用於高度管制商品的進口，如殺蟲劑、藥物和醫療設備。高度管

制商品可能要求有特殊標記或標籤，且化學品進口必須符合美國及其他地方的適用化

學品名冊法律。

反抵制條款 

藝康禁止參加美國尚未認可或同意的外國抵制活動或與其合作，包括「阿拉伯聯盟反

以色列」(Arab League boycott of Israel)。禁止的一些行為包括：

 \ 拒絕或同意拒絕與被抵制的公司或被抵制的國家進行業務往來

 \ 基於種族、宗教、性徵/性別或民族血統拒絕或要求他人拒絕僱用或以其他方式歧視

美國人

 \ 提供有關任何美國人種族、宗教、性徵/性別或民族血統的資料

 \ 提供有關任何人是否與被抵制國家有業務連繫的資料。

我們必須向美國政府報告任何抵制請求，包括收到含抵制有關語言的文件。

作為員工，我們必須遵守適用於跨境業務交易的藝康政策及程序。如果您涉及出口或

進口流程，您必須注意並遵守我們的貿易合規政策及程序。如需更多資料或有任何疑

問，請聯絡法規事務部或法律部。



公平競爭 

藝康提倡自由競爭，致力透過務實和公平的商業做法超越我們的競爭對

手。在我們與客戶、經銷商、供應商和競爭對手的關係中，我們永遠都不

應該尋求任何不公平的優勢或有關我們業務或產品的歪曲事實。同樣，我

們應該避免對我們的競爭對手或其產品作出虛假或誤導陳述。藝康公平和

務實的聲譽是非常寶貴的，不能任意胡為地拿它冒險。

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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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政策規定，員工不應與我們的競爭對手有任何不恰當的接觸。任何涉及與競爭

對手反覆接觸或不尋常接觸的商業活動，無論在會議上（如貿易協會會議）、電話或

信函中，必須獲得主管和法律部的審批。

為了確保公平的競爭市場，許多國家（包括美國） 均有保護自由企業制度的法律， 

並使競爭成為經濟的主要調節方式。這些法律禁止可能阻礙或干擾自由競爭的商業 

行為。

在藝康，我們必須全面遵守這些法律，包括美國反壟斷法，並於工作時牢記於心。無

論您是否在銷售部工作或只是有一個在競爭對手那裡工作的朋友，您必需記住，與競

爭對手討論某些業務相關的事宜是不合適的。

一些國家（包括美國）的法律，對違反反壟斷法或競爭法的人施以嚴厲的刑事處罰。

違反反壟斷法或競爭法也可導致公司和員工遭受巨額罰款。

行動之前，特別是僱用我們競爭對手的前任或現任員工前，請諮詢法律部。如需更多

反壟斷法和競爭法的資料，請參閱藝康的反壟斷政策和反壟斷法遵守指南。

藝康員工不得與競爭對手參與反競爭行動或

活動，包括：

篡改設備

對現有合約關係進行不當干擾

圍標

價格歧視

領土抵制

客戶或市場的分配

操縱價格

生產限額或配額

不公平定價行為

企圖壟斷某些市場

互惠交易

捆綁銷售

維持轉售價格 

如果您對特定活動或做法有任何問題，請與

主管或法律部探討。

我們必須謹記

• 

• 

• 

• 

• 

• 

• 

• 

• 

• 

• 

• 

• 



收集競爭對手的資料 

跟上競爭態勢和參閱我們競爭對手的公開資料是非常重要的。現實中有關於競爭對手

的多種合法資料來源，可以幫助我們評估他們的產品、服務和營銷方法。適當的來源

可能包括來自客戶、公開資料或公共領域的訊息，以及合法接收的所有者或授權第三

方提供的資料或產品樣本。

然而，在跟上競爭態勢時，您必須尊重他人的商業秘密，並避免以任何不正當或非法

手段收集有關競爭對手或客戶的資料。您必須明白在收集和使用商業資料的過程中，

哪些做法是道德和不道德的，或合法和非法的。間諜活動、盜竊、竊聽和偷竊都是錯

誤及禁止的行為。同樣地，藝康禁止透過接見或錄用競爭對手的員工，以獲取機密資

料或未經授權使用電子郵件或其他競爭對手的機密通迅。如果您獲得競爭對手的資

料，而這些資料已標記為機密或被認作機密，您應立即諮詢法律部。

收集有關競爭對手和客戶的資料的常用方法是透過貿易協會取得。藝康鼓勵員工參加

貿易協會就合法目的制定行業標準，只要討論限制在合適的主題。特別地，您不得加

入任何公佈目前或未來定價或統計資料的組織、或試圖透過競爭對手之間不合當的協

調穩定行業的組織，或鼓吹統一價格或減少競爭的組織。如需更多有關參與貿易協會

的資料，請聯絡法律部。

問：我在現場工作，並定期與客戶和潛在

客戶接觸。為更深入地了解競爭對手的策

略，我能否偽裝為潛在客戶以收集藝康競

爭對手的資料？

答：不能。你絕不能使用非法或不道德的

手段來收集有關競爭對手的資料，包括

冒充潛在客戶。相反，您應該總是公平競

爭，而這就包括不冒充他人。如果您知道

任何不正當的情報蒐集手段，您應立即諮

詢法律部。

 

問：我下個月將出席一個貿易協會會議，

我知道公司的許多競爭對手也計劃出席。

如果我問競爭對手他們的新產品，這是否

恰當呢？

答：可能不恰當。雖然貿易協會會議和專

題會議都能達到促進資訊共享和新發展討

論的重要作用，但也引起嚴重的競爭法和

反壟斷法擔憂。作為公司代表出席會議，

您應避免跟與會者討論價格、折扣、銷售

條款或條件、產品規格或保障。如果您發

現有此情況，請立即有禮貌地退出討論並

與法律部聯繫。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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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期間，您可能會了解到尚未公開的資料，這些資料足以影響他人買入或賣

出藝康股票的決定。這些資料通常被稱為「重要內幕消息」。

作為員工，當擁有關於藝康的重要內幕消息時，您絕不能購買或出售藝康的股

票。同樣地，如果您在工作中了解到有關藝康業務合作公司的重要、非公開資

料，您不應該對這些公司的證券進行交易，直至相關資料公開為止。若未能遵守

此禁令，您和藝康可能面臨民事和刑事處罰。

避免內幕交易 



您也不得傳遞內幕消息給無工作相關原因而需要知到的其他人（包括其他員工、親戚

或朋友）。如果您有重要、非公開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可能影響員工或任何其他個人

購買或出售公司的股票，您不可披露該等資料。

如需更多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內幕交易政策。如果您對特定做法是否違反該政策有任

何疑問，請聯絡法律部。

重要內幕消息檢查表

在確定資料是否為重要、非公開消息時，您應問自己以下問題：

 \ 資料是否已透過新聞發佈或其他方式公開？

 \ 我所獲得的藝康（或其他公司）資料是否使我有購買或出售公司證券的意欲？

 \ 如果報紙已刊登我所知道的資料，藝康（或其他公司）的證券價值會否因此上升或

下降？

 \ 如果建議交易成為調查目標，政府檢察官會怎樣看待該建議交易？

內幕消息可以多種形式出現。作為藝康員工，我

們絕不能基於重大內幕消息來決定購買或出售股

票。以下是一些重要內幕消息的常見例子：

大量縮減或擴展業務

顯示財務業績是否超出或低於預期的財

務結果或資料

重要的新產品或服務

大量或潛在的收購或出售（如合併、 

要約收購或合資建議）

管理或控制的重大變化

待出售的債券或權益證券

增加或減少大量供應商、客戶或合約

發出或和解訴訟

瀕臨破產或受破產管理狀態

重大環境問題 

 

如需更多潛在內幕消息的例子，請參閱我們的 

內幕交易政策。

我們必須謹記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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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資產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節省和保護藝康的資產，包括金融資產、商業秘密和其他專

有資料以及公司的實物資產。原物料、設備、辦公用品和技術等資源專用於商業

目的，我們必須防止這些資源被盜取、遺失、濫用或誤用。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協

助辨識，實物資產的使用是否符合藝康的政策。藝康經理嚴格控制和保護公司實

物資產的責任尤其重大。

保護和適當使用藝康資產及財產



通訊系統

對我們許多人而言，在工作中使用公司的網路、電話和電子郵件系統非常重要。如果

員工有權使用公司的通訊系統和網路，則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要遵守最高的行為標準。

這些系統設計用於商業目的。雖然公司允許有限度的個人使用，但這絶不合適或會干

擾您執行工作的能力。如需更多資料，請參閱藝康的電子通訊政策及社交媒體政策。

為了確保我們的通訊系統和網路以合法商業目的使用，藝康保留定期存取、監控或暫

停其使用的權利。這些監控做法只會按公司政策和在當地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任

何經常誤用藝康通訊系統或網路的員工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最高懲罰包括終止僱用

關係。

如需更多有關正確使用資訊科技資產的資料，請參閱公司 IT 資產政策。

機密和專有資料 

我們可以取得的資料本質上可能是專有或機密資料。藝康十分重視其機密和專有資

料。作為員工，我們必須保護和防止這些資料遭到未經許可的使用或公佈。藝康機密

和專有資料的例子可能包括我們的：

 \ 長期戰略

 \ 產品開發計劃

 \ 人事檔案

 \ 銷售計劃

 \ 市場營銷計劃

 \ 通訊計劃

 \ 財務資料 

 \ 競爭情報

 \ 客戶購買習慣

 \ 收購或資產剝奪計劃

 \ 製造方法

問：我是新員工，注意到有同事由固定統

包費的客戶取用產品，並給予其他客戶，

以滿足成本要求。這是否允許？

答：不。這是不適當地使用公司資產，會

影響客戶的盈利能力及報告數據。您應向

主管或法律部提出這個問題。

問：除了我於藝康的職位外，我於我女兒

學校的籌款委員會擔任義工。我可否在工

作時列印學校相關活動的文件及傳單？

答：不可以。儘管藝康允許員工保持本公

司職位以外的若干角色，但除非您已獲

得主管的事先批准，否則不應使用公司資

源，例如打印機或打印機紙張作非工作 

用途。

問答

34      第 11 部分 藝康《行為準則》 



35 第 11 部分 藝康《行為準則》 

作為員工，無論您在藝康工作或離開藝康之後，都不應該使用公司的機密或專有資料

謀取私利。未經授權洩露機密或專有資料，可能會破壞其價值和/或使他人得到不公

平的優勢。因此，您有責任確保實施必要的保密/非公開協議，並限制只向有商業需

求而需要知道的人士透露專有資料。您也有義務尊重和保障我們的供應商和客戶的機

密資料，不洩露他們專有或機密的商業資料。

如果您發現藝康的專有資料已經或可能洩露，您應立即向法律部匯報。

智慧財產權

藝康的產品計劃、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及專業知識，即智慧財產權，是我們

必須保障的寶貴資產。所有藝康員工均有責任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協助我們保

障公司的智慧財產權。透過遵守法律，我們可協助保障藝康的研發、概念、程序及產

品，以免被盜或誤用，我們可藉此確保它們可作將來的創新用途。

作為員工，您還需尊重他人的智慧財產權。我們的政策要求不得蓄意侵犯其他公司的

智慧財產權，在複製、使用或分發其他公司的智慧財產權前，務必要獲得所需的授權

及許可。

違反智慧財產權法，公司可能會承擔高昂的成本。如對如何保障及使用藝康的智慧財

產權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向主管或法律部咨詢。

問：我最近發現我的部門內有一個同事

儘管有很多未完成的項目，但仍花很多

工作時間於社交網站。根據藝康的政

策，這是否允許？ 

答：不。個人使用公司資源（包括網路

及電子郵件）應有限度，不應影響工作

職責。在您同事的情況中，他或她使用

社交網站很可能已過度，甚至會遭致破

壞性的電腦病毒。您應向主管或人力資

源代表匯報該問題。

問答



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及安全性

資訊及數據安全性

藝康儲存對公司重要的敏感資料及其他資訊。此類資料不得錯誤使用，這點至關

重要。藝康已有嚴格的政策及程序來保障敏感或保密資訊，包括於我們系統儲存

的電子資料。

所有員工均必須遵守藝康的資料保密性及安全性政策。員工只有因工作原因而必

須使用保密資料或敏感資訊時，方可存取此類資訊及資料。無論何時，如果藝康

接獲要求，要披露或分享儲存於我們的系統的潛在敏感或保密資訊，任何披露均

必須適當及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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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及供應商資訊 

我們有責任保障客戶及供應商共享給我們的資料的隱私。根據藝康的政策及資料保障

法律，只有擁有商業需要的員工才可存取或使用客戶或供應商的資訊。當您因工作

需要而存取或使用客戶或供應商的資訊時，您只應在限制的商業需要範圍內這樣做， 

並保持謹慎不損害我們持有資訊的安全性或敏感度。此政策亦適用於藝康授權存取供

應商及客戶資訊的有限廠商或其他第三方。

員工隱私 

為有效地執行營運，藝康可能收集、保存及適當地分享關於您的某些個人資訊。根據

適用的資料保障法律，我們將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及保障您的個人資訊。我們了解， 

屬於您的敏感資訊的任何損失或不當使用均可導致不必要的後果，包括身份被盜及披

露有害或尷尬的資訊。

與公司尊重及保障您的個人資訊一樣，您有責任以最謹慎的方式處理同事的個人 

資訊，以保障他們的隱私。

問：作為工作的一部份，我儲存屬於客戶

及供應商的若干敏感資訊於我的手提電

腦。於最近的差旅期間，我不小心把手提

電腦遺留在計程車上，我怕若干保密資訊

已被其他人存取。我應該怎樣做？

答：您應立即聯絡藝康的 IT 部門，通知經

理或法律部您的手提電腦已遺失。您認為

儲存於您的手提電腦的敏感資訊已遺失、

被盜或不適當地使用的看法正確。當儲存

敏感資訊於手提電腦時，請務必採取適當

的措施加以保障。該等措施包括使用安全

強度高的密碼及加密。

問答



與公眾、投資者及媒體進行溝通

為協助保障及建立公司作為全球道德領袖的聲譽，我們必須準確及一致地與外界

溝通，包括新聞媒體、投資者及一般大眾。

當於公眾論壇或公司以外的其他人士討論公司事宜時，您應常常保持審慎。如準

則所述，除非得到授權，否則您不應與外人分享保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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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交媒體及社交網站的興起，您必須了解您在網上分享的有關藝康的任何資訊都

將被公開。因此，您應常常保持審慎，在未得到事先授權時，不要披露保密或專有 

資訊。

若您已存取、得知有關藝康的保密或非公開資訊，您必須僅使用該等資訊作適當的商

業用途。如需此主題的額外資訊，請查看社交媒體政策。

作為上市公司，藝康必須遵守政府的資訊披露要求。如果您由證券分析員、藝康投資

者或其他利益方接獲有關資訊的疑問或要求，您應轉介至投資者關係部。

若您接獲媒體或任何其他外部方的有關藝康的資訊要求，您應轉介至全球通訊部。 

只有獲授權代表公司公開發表意見的人士可披露資訊。

問：我接獲記者的來電，尋求有關藝康計

劃於明年推出市場的新產品的資訊。我可

否跟他說？

答：不可以。除非您已獲得主管及全球通

訊部的事先授權代表公司發表意見，否則

您不得披露資訊，並應把媒體要求轉介至

全球通訊部主管。未得悉所有事實前向媒

體談論可能對公司有害，並誤導公眾。

問答



保留準確的財務及業務紀錄

公平、全面及準確的財務會計及簿記 

藝康的會計紀錄及財務報表應始終準確地反映我們交易的性質及目的。您不得於

我們的會計紀錄或財務報表作出任何虛假或誤導的入帳項目。

我們必須以合理詳情保持會計紀錄及財務報表，並確保它們符合法定要求及普遍

接受的會計原則。公司不得維持未經紀錄或「帳外」的資金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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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其會計紀錄以編制報告給管理層、股東、債權人、政府實體以及投資社群

等。所有會計紀錄及報告必須由這些紀錄編制，必須根據適用法律保存及呈報。它們

必須以合理的詳情準確及公平地反映藝康的收入、現金流、資產和負債及財務狀況。

會計估算（包括應計項目）將按照良好的判斷及任何適當的藝康政策編制。

財務報告及披露 

我們公司的股份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公開交易。作為上市公司，藝康受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證券法律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規例管理，我們必

須符合這些法律及規則。

若藝康向 SEC 或 NYSE 作出的財務報表、通訊或文件的任何披露為虛假或誤導，

公司及涉及的員工將面對民事及刑事處罰。因此，向投資公眾作出的披露（包括定期

報告、新聞稿及分析員及股東通訊）必須準確及適時。我們不應蓄意或故意地於藝康

向 SEC 或 NYSE 或任何其他藝康證券上市的證券交易所提交的任何披露、報告或註

冊聲明作出虛假或誤導的陳述或遺漏。此外，若內部或外部審計師問問題或要求資訊

時，我們均有責任合作。

藝康的高級主管和財務及會計專家（由財務長及主計官領導）於確保財務紀錄和披露

時始終在公平、全面、完整、準確、客觀、相關、適時及可理解等各方面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除了遵守本準則的所有條文以及任何相關政策、程序及手冊外，高級主管和

財務及會計員工還必須以忠實、負責的態度，以適當的審慎、能力及盡職的方式，不

錯誤呈報事實資料或放棄獨立判斷。

 

問：在開支報告中，我應該注意什麼？

答：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項：

 \ 若您贈送禮物籃給客戶，您的報銷單必

需指明開支的用途，並提供指定詳情，

以確保準確的開支紀錄。

 \ 若您提取小額現金以作正當的商業用

途，必須得到適當的文件支持，以讓會

計入帳準確紀綠。

 \ 請參閱我們的開支報告政策，了解更多指

引。若您對藝康的開支或會計程序有任

何疑問或疑慮，請聯絡主管或公司財務

部及會計團隊的成員。

問答



管理藝康紀錄

公司的紀錄（由我們發送的電子郵件以至我們簽署的合約）含有推動商業及保障作為

一間機構的法律權利的數據及資訊。我們的紀錄（包括可能儲存資訊的所有形式的 

媒介），包括紙張、電子設備、縮影單片、磁碟、相片、影片及視訊。

藝康紀錄必須準確，不得包含虛假或誤導資訊。當建立、保存或銷毀任何商業紀錄或

通訊時，您有責任遵守我們的紀錄管理指南。有關藝康業務相關的所有已生成紀錄, 

在現在及將來均是藝康的財產。

在訴訟或調查的情況下，藝康可能通知您某些紀錄為「法律保留」的狀態。一般 

而言，您需要儲存有關若干項目或主題的所有紀錄，並避免修改、編輯或棄置它們。 

在法律保留的情況下，您應聯絡法律部後，才對相關紀錄作出任何行動。

問：作為我於藝康的工作的一部份，我

需要就所有的客戶實地到訪提交服務報

告。儘管我常常確保服務報告為適時、

準確及完整，但同事有時候提交延遲、

誇大及不完整的報告。我應該怎樣做？

答：您應向主管或法律部提出此問題。

服務報告為公司紀錄，對我們的業務成

功及客戶關係的可持續性十分重要。未

能遵守公司的紀錄政策及程序的員工可

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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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應聯絡……

 \ 您的直接主管或經理

 \ 人力資源部

 \ 法律部

 \ 企業合規主管；或若您於北美洲以外，

則聯絡您當地的合規主管

 \ 法律顧問

 \ 藝康《行為準則》求助熱線

如何透過藝康《行為準則》求助熱線進行舉

報……

若您認為告訴主管、人力資源部或法律部不可行，您

可透過列於本《行為準則》封底的員工所在地《行為

準則》求助熱線，對懷疑的違規事項進行真誠舉報或

尋求指導，或者使用 Inside Ecolab 員工入口網站, 

搜尋法律部所提供的報告表格，在線上提交報告。

您是否可匿名舉報懷疑的違規事項，視乎您當地的法

律而定。部份司法管轄區的法律限制或禁止匿名舉報

某些問題或疑慮。如果您是歐盟國家的員工，並透

過《行為準則》求助熱線進行舉報，以下準則將會 

適用：

 \ 您將會被要求允許在舉報中使用您的姓名。

 \ 如果是絕對需要的話，您只應說出懷疑犯錯員工的

姓名。

 \ 任何您所提及的員工，將會在您舉報後的三個工作

天內接獲通知。

 \ 對於您向《行為準則》求助熱線提供的資訊，藝康

僅會用於調查您的特定舉報事項，而不會作任何其

他用途。

尋找藝康政策 

本《行為準則》提及的政策以及其他藝康政策可於 

Inside Ecolab 員工入口網站找到。

藝康的合規及道德資源

藝康提倡員工可以自由問問題及提出疑慮的工作環境。若您觀察到可疑的事項或對某項活動或行為

是否符合《行為準則》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以下的其中一項資源。

問題或疑慮： 
尋找藝康資源



按照下列步驟聯絡《行為準則》求助熱線：

 \ 美國、加拿大及波多黎各：撥打 800-299-9442。

 \ 多明尼加共和國：撥打：880-299-9442。

 \ 其他國家

1. 於下表尋找您的國家。

2. 撥打列示的免費電話。

3. 然後撥打 800-299-9442。

阿根廷電信

0-800-555-4288

阿根廷 Telefonica
0-800-222-1288

阿根廷 ALA
0-800-288-5288

澳洲 - Telstra 

1-800-881-011

澳洲 Optus 

1-800-551-155

奧地利 

0-800-200-288

比利時  

0-800-100-10

巴西  

0-800-890-0288 

0-800-888-8288

保加利亞  

00-800-0010

智利 - AT&T Node 

800-225-288

智利 ENTEL 

800-360-311

智利 Telefonica
0-800-222-1288

智利 AT&T  

171 00 311

智利東島

800-800-311

中國北京

108-888

中國澳門

0-800-111

中國南部，上海 - 中國電信

10-811

哥倫比亞 

01-800-911-0010 

800-101-111

哥斯達黎加 

0-800-011-4114

克羅地亞  

0800-220-111

捷克 - 新
00-800-222-55288

捷克 - 舊
00-420-001-01

丹麥  

800-100-10

厄瓜多爾 - Andinatel
1-999-119

厄瓜多爾 - Pacifictel - 1
1-800-225-528

厄瓜多爾 - Pacifictel - 2
1-800-999-119

薩爾瓦多 

800-1288 

800-101-111

斐濟 

004-890-1001

芬蘭 

0-800-11-0015

法國電信

0-800-99-0011

法國 Telecom  

Development
0805-701-288

德國 

0-800-225-5288

希臘 

00-800-1311

瓜地馬拉

999-9190 

800-101-111

瓜地馬拉所有營運商

138-120

洪都拉斯 

800-0123 

800-101-111

香港 - 電話

800-96-1111

香港 - 全球電話

800-93-2266

匈牙利 

06-800-011-11

印度

000-117

印尼 

001-801-10

愛爾蘭

1-800-550-000

愛爾蘭 UIFN**

00-800-222-55288

以色列 - Bezeq
1-80-949-4949

以色列 - Golden Lines
1-80-922-2222

以色列 - Barak
1-80-933-3333

義大利 

800-172-444

日本

00-539-111

拉脫維亞

800-2288

馬來西亞 

1-800-80-0011

墨西哥 - 新
01-800 288-2872

墨西哥 Por Cobrar
01-800-112-2020

墨西哥  

800-101-111

摩洛哥 

002-11-0011

荷蘭

0800-022-9111

紐西蘭 

000-911

尼加拉瓜

1-800-0174 

800-101-111

挪威

800-190-11

巴拿馬 

800-0109 

800-101-111

秘魯 - Telephonica
0-800-50-288 

0-800-50-000

秘魯 - Americatel
0-800-70-088

菲律賓 

105-11 
105-12

波蘭 

0-0-800-111-1111

葡萄牙

800-800-128

羅馬尼亞

080803-4288

俄羅斯

8^10-800-110-1011 
8^10-800-120-1011

俄羅斯 - 莫斯科 

755 5042

沙烏地阿拉伯

1-800-10

塞爾維亞***

770-776-5624

新加坡 - SingTel
800-011-1111

新加坡 StarHub
800-001-0001

斯洛伐克  

0-800-000-101

斯洛汶尼亞***

678-250-7571

南非

0-800-99-0123

南韓 - ONSE
00-369-11

南韓 - Dacom
00-309-11

西班牙 

900-99-0011

瑞典  

020-799-111

瑞士

0-800-890011

台灣 

00-801-102-880

泰國 - 新
1-800-0001-33

泰國 

800-101-111

土耳其  

0811-288-0001

烏克蘭  

8^100-11

英國 -  
英國電信

0-800-89-0011

英國 C&W
0-500-89-0011

英國 NTL
0-800-013-0011

烏拉圭 

000-410

委內瑞拉

0-800-225-5288

越南 

1-201-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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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限愛爾蘭。國際通用免費電話號碼 (UIFN) - 致電者撥打國家指定區號，然後才撥打免費的《行為準則》求助熱線。

***只限塞爾維亞及斯洛汶尼亞。首先，撥打總機，說出您致電該對方付費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