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特利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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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以來，在我們經營機構所在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唯特利一直並將繼續致力於進行合法
商業活動並受道德規範約束。誠信是唯特利創業的基礎，也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它
是我們過去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未來成功的需要。我們中任何人的一個判斷失誤都會給
整個公司帶來巨大的影響。

作為雇用的一個條件，員工有義務公正而誠實地做事。每位員工必須親自保證遵守唯特利 
行為規範。這套政策將指引我們恪守我們的道德承諾。僅僅遵守規範的文字意思是不夠的， 
還要領會它的精神。請熟讀唯特利行為規範。

唯特利致力於在全球實施遵守制度及道德規範的有效專案。 要求全體員工通過電子認證的
方式確認自己已經閱讀、理解並遵守規則。這種電子認證每年都要進行一次，在此期間，
公司期望員工能夠揭露潛在的利益衝突。此外，要求全體員工參加針對規範推行過程中某
一特定領域的定期電子培訓計畫。每個地區將選派督察官來跟蹤認證及監督培訓進程。

你的角色始於對規範的理解但不能止於此。我要求你們每個員工保持警惕，若你對唯特利
遵守的商業行為、交易或者行為規範有疑慮，請提出來；如果你發現有些事情困擾著你，
讓你覺得不舒服或者是你還沒有理解，那麼你有責任提出來。要與你的主管領導、人力資 
源部門、監察官、內部審計組成員或者任何行政管理人員溝通。如果你願意使用匿名方式，
請致電長途免費舉報熱線1.866.842.2927或者登陸舉報網站。你沒有理由讓公司名譽受損
而在一旁袖手旁觀。

合法而有道德的從事商業活動，員工行為公正且態度誠實都是我們組織的核心價值及行為
準則。任何時候都要保證你的誠實並有責任向公司承諾正確行事。完成一筆大業務、爭取
突出業績或者“做老闆命令你做的事”，這些都不能成為違反規範的理由。 

唯特利誠信的聲望根植於每位員工的努力及道德操守中。我衷心感謝您的付出及對我們聲
譽的維護。

主席,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來自John F. Malloy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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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原則

始終遵守規範你商業行為的法律及法規。

證明你所做的每件事都遵守道德行為。

公正的對待員工，給每位員工均等的受聘機會。我們承諾提供安全健康的
工作條件和公開交流的氛圍。

通過尊敬與尊重的處理方式公正的對待我們的供應商、銷售商和客戶。

維護唯特利的有形和無形資產，確保這些資產用於獲得更大利益。

當與唯特利內部和外界人員進行交流時，運用正確的判斷並想清楚你的行
為對唯特利影響如何。

正確行事

沒有人會告訴你在各種情形下事情的對與錯。

如果你有疑惑，就自問。
• 這樣合法嗎？我真的知道這樣合法嗎？或者應該問我們的法律部門？
• 這與唯特利的核心價值衝突嗎？
• 我找對人了嗎？
• 如果必須告訴我的家人有關我的處境，那會怎樣？
• 如果我這樣做，是否公平？
• 是在報紙上讀到我的選擇好還是在法庭上辯解好呢？

請記住...
• 如果你知道那樣做是錯的，就不要做。
• 如果有疑惑，就問。
• 不停的問，直到你得到答案為止。
• 如果你認為有的行為可能不合法或不道德或真的不合法或不道德，

不要忽視它。
• 不要忽視或認可不道德行為，舉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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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範

規範適用物件
唯特利的全體經理、主管和全體員工，以及全球子公司和附屬公司的人員必須遵循規範。
那些唯特利擁有50%以上表決權的實體或者唯特利擁有實際管理控制權的實體，也要遵 
守這一規範。

唯特利員工與協力廠商，如顧問、代理人、銷售代表、經銷商和獨立的承包商等協同工 
作時，必須：

• 要求協力廠商同意遵守相關方面的唯特利規範
• 向協力廠商提供關於遵守政策要求的資訊和教育培訓
• 得知協力廠商未能遵守唯特利監察政策，我方會採取行動追究責任，包括終止合約 

職責
公司責任：

• 以道德和合法的方式進行全球業務
• 為全體員工提供有關商業行為的明確的方針
• 貫徹行為規範
• 確保完善的交流和培訓，讓全體員工意識到並理解規範
• 採取適當的獎勵和懲罰措施加強規範的效力
• 實施早期檢測和報告系統，及時發現任何可疑的犯罪或嚴重違法行為
• 確保報告所謂的違反規範事件不會遭到報復
• 要求所有員工遵循規範
• 根據需要修訂規範

經理職責：

• 根據規範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和管理部門從而樹立一個榜樣
• 定期與員工複習規範
• 監督任何向地區督察官或者法律部門提出的有關規範的詢問，並確保所有詢問都有回饋
• 實施規範的要求
• 保持鼓勵公開交流的工作環境，擺脫關於按照規範懲罰的恐懼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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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範

員工的職責：

• 理解並遵守工作中適用的法律法規
• 閱讀、理解並遵守規範
• 在不確定以何種方式代表唯特利的行為方式的情況下，向經理、法律部門或者其他

資源尋求指導
• 參加行為規範遵守培訓 
• 立刻向經理、法律部門或者唯特利舉報熱線報告任何涉嫌違反法律或者規範的事件
• 如果你憂慮的事情沒有得到解決，繼續跟進並通過另一種管道反映
• 協助調查規範相關事宜

年度行為規範電子認證
每年要求員工不僅要確認他們已經閱讀、理解並遵守行為規範，還要意識到他們仍需履行
的義務，其中包括完成 每年的電子認證，報告違法違規或涉嫌違法違規事件。員工必須明
白規範所賦予他們的責任與義務，確認自己已按規範要求行事。作為認證過程的一部分，
員工們有機會要求培訓、澄清或揭露潛在的問題。員工們應該關注所有可能被認為是構成
衝突的行為，澄清懷疑有利於揭露問題，以便做出明智的判斷。

獲得幫助並報告可疑問題
員工應該始終根據規範盡力解決或者補救目前處境。如果 可能，直接與當事人討論你的問
題或者憂慮，然後與你的主管聯繫。 如果認為你的主管回應不能令你滿意，你可與下列備
選連絡人中任一人聯繫：

• 你的經理
• 你的人力資源經理
• Mark Van De Voorde，首席法律和行政官，+ 1 610 923 3190
• 你的地區督察官員：
亞太地區： Gordon Lu, glu@victaulic.com, +86 21 6170 1222 x333
加拿大： Mario D’Ambrosio, mdambrosio@victaulic.com, +1 905-780-4855
歐洲、中東、非洲與印度： Alex Golabek, Alex.golabek@victaulic.be, +32 93811 519
美國： Joe Savage, jsavage@victaulic.com, +1 610-838-8949
墨西哥、加勒比海、南非： Rocio Mancinas, rmancinas@victaulic.com,
+1 521 6141761070

• 唯特利舉報熱線是一項多語言免費服務，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提供。與大多數公司一樣，
唯特利使用協力廠商服務來應答電話並記錄報告資訊。在唯特利網站上“我們的公司” 
選項下提供免費電話號碼和網路報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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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與資料安全

只有唯特利員工才能訪問公司
系統。協力廠商人員只能在唯
特利資訊技術提供許可時才能
訪問系統。

公司提供的電腦、電話和移動
設備是唯特利的財產。唯特利
系統裡存儲的所有電子郵件、
聲訊郵件和文件都是公司的
財產。

存儲在公司電腦和系統裡的資
訊不存在個人隱私。

公司保留監視並檢查使用公司
資源發送和接收所有資訊的
權利，這也是法律所允許的。

嚴禁通過公司電腦、網路、 
郵件或者互聯網資源來訪問、
查看、傳送文件或散佈有關種
族歧視、性別歧視、恐嚇或其
他反動或非法的資料。

禁止通過公司資源進行違反任
何國家法律或法規的事。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保護公司資產不受損失、偷盜和濫用是每個員工的責任。
唯特利資產由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部分組成。
有形資產：

• 設施 • 金錢
• 設備 • 資訊系統

無形資產：

• 智慧財產權 • 商業機密
• 發明的洩露 • 電腦程式
• 生產技術

必須正當的使用這些資產，並且由管理層授權。任何
涉嫌對公司資產竊取、詐騙和不正當使用的情況， 
都應當向經理或您的地區督察官舉報。

資產不能用於個人利益。然而，我們相信員工合理且
被允許的行為，如給家裡打電話關照一下生病的小孩，
給配偶發郵件要他在回家的路上去趟銀行或者用公司
印表機列印一份簡單的食品雜貨清單。這些都是合理
且允許的，因為這些事兒都在允許限度內，同時不影
響工作目標的完成。當員工濫用公司資產為個人謀取
利益，問題就出現了。從長遠看，這種事情甚至可以
被認為是竊取或者詐騙。

運用良好的判斷力，如果不確定，就問你的經理。

一個不正當使用公司資產的案例：

Ron，製造部經理，是一當地慈善團體董事會 
成員，該團體正在開展募捐活動。他曾經讓他的
行政助理來組織這件事情，並請求該區域的公司
進行捐獻來支援該組織。

保護公司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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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

• 在沒有先向法律部諮詢之前接
受屬於協力廠商的秘密資訊

• 未經事先批准，執行任何有關
秘密資訊的檔或依一直保密的
協議或條款

• 與客戶或者供應商討論保密
資訊

• 在沒有法律部門書面認可的情
況下雇用協力廠商研發新產品

• 在申請專利或者採用其他安全
措施之前透露有關新產品資訊

•	 在法律部、市場部、公關部主
管批准前創建或使用新的商標

• 沒有先與新專業人士簽訂競業
禁止保密協議和/或誠信契約書
便聘用其為員工

唯特利在設計、製造和配送機械管道產品方面是世界
領導者，並且長期致力於創新產品的研發。唯特利最
有價值的資產中一部分是智慧財產權，包括專利權、
商標權、版權、商業秘密和機密情報。

唯特利對於註冊新的專利、商標和版權有一個有效的國
際程式。關於專利權、商標權和版權的問題，包括侵
權的問題，應當直接轉給唯特利的法律部（Victaulic’s 
Legal Department）。在徵求、接收或者使用協力廠
商的智慧財產權之前，以及在向協力廠商透露唯特利
的智 
慧財產權之前，向法律部門諮詢有關所有專利權、商標權、
商業秘密或者機密情報的許可問題。

唯特利商業秘密包括正在研製的新產品或服務、產品
設計圖紙、工藝規程和說明書、生產工藝和配方、客戶
名稱和位址、客戶名單、價格 、專案利潤、預算、 
以及調查和經營戰略。洩露這些資訊會損害唯特利關
於這些商業秘密的權利。除非有唯特利法律部批准的
保密或授權合約的控制，否則禁止洩露上述內容。

保密協議
所有員工、顧問和承包商都要求在聘用前或參與前簽
署保密協定。如果任何客戶、經銷商或供應商要求你
執行保密協議，請聯繫法律部。

使用版權與/或商標權的相關資訊
當員工做書面和/或口頭交流、演講及廣告宣傳活動
時，應當尊重在內部或外部場合涉及到的他人擁有版權
或商標權的資訊與照片。理解並遵守那些適用於來自外
部資源的資訊或攝影作品的版權法律法規很重要。

智慧財產權 – 專利權、商標權、 
版權和商業機密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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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競爭者的規定：

•	 禁止正式/非正式討論價格或
者協議條款。

•	 禁止討論劃分市場或區域，
設定邊際利潤或合約條款。

•	 禁止討論產量、銷售能力和銷
售量。

•	 禁止討論成本或邊際收益。

•	 禁止討論市場份額。

•	 明確公開地拒絕參與任何可能被
認定涉嫌反競爭活動的討論。

•	 禁止試圖間接做你不能直接做的
事。甚至隨意通過間接評論方式
解釋一個有關交易條款或價格的
話題或問題都是有問題的， 
應當避免。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	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唯特利通過為客戶提供優良的產品和在自由市場體制
下獨立競爭而在市場上取得成功。我們認為品質、價
格和其它客觀因素是決定競爭成功的關鍵。法律反對
不公平競爭，正如我們所知的反壟斷法或公平貿易法
是用於保護競爭市場的。唯特利員工從來不與競爭者
共同定價或定立合約條款。這樣做是錯誤的，也違反
了反壟斷法和公平貿易法。

在美國和全球許多國家中，這些反壟斷法和公平貿易
法禁止與競爭者聯合操縱價格、分區、簽訂協定合約
條款及其它類似行為，這些行為都會損害消費者利益
並且違反自由市場規則。這些法律根據你所處的市場
環境不同而有所變化。

如果你擁有任何關於競爭者的、標明機密或專有的資訊，
或者有可能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請立即致電
法律部尋求應對建議。

一個不正確的反壟斷行為的案例：

John，銷售代表，參加了行業貿易展覽會的雞尾
酒宴會。來自直接競爭者的銷售代表走近John  
並試圖吸引John展開一個即將開始招標競價的談話。 
John沒有立即終止談話，而是繼續分享關於唯特
利的價格和報價戰略的資訊。即使John繼續聽，
而不分享唯特利的資訊。這也是一種違規行為。

公平與公開競爭/反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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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制裁與聯合抵制

有關商業制裁:

• 因為貿易制裁是由於政治原因
引起的，因此它們常常變化。
如有疑問，請致電法律部。

• 貿易制裁法規禁通過美國和歐
盟從而交易、出口或轉運至禁 
止的國家和特別指定的國家
（“SND”）。

• 嚴禁試圖直接或間接逃避貿易
制裁或出口限制。

• 違反貿易制裁的責任是重大的，
可能會對公司和個人實施民 
事罰款和刑事處罰。

有關出口管制:

• 一定要知曉哪些國家禁止或限
制哪些產品。

• 在出口商品時，要對繁複的貨
運和財務安排的“禁區”時刻
保持清醒。

一個不恰當執行貿易制裁與抵制的案例：

一個唯特利的經銷商下單訂貨。我們的銷售人員瞭
解到經銷商試圖將貨物運往伊朗後，中止執行這筆
訂單，但是銷售人員沒有向他的經理彙報此事。

商業制裁
美國政府擁有一份因貿易制裁而禁止美國公司與其開展
商業活動的國家和個人名單。歐盟也有類似名單。我們
也不能與這些國家的公民、代理商或代表開展業務。 
要瞭解這些國家和個人的最新名單，請與法律部聯繫。

聯合抵制
美國法律禁止美國公司參與針對“親美”國家的及列
入其它國家或公司“黑名單”的公司的任何貿易抵制
或限制活動。例如，一些中東公司試圖在合約中寫入
阻止唯特利在以色列從事商業活動的條款。美國法律
不會允許這樣的條款在合約中出現或生效。

即使唯特利決定不競標該專案，遇到任何請求參與貿
易抵制的要求，必須立即向你的經理和法律部報告。
唯特利應向美國政府報告所有這樣的請求。

出口管制
某些特定產品和技術也受出口管制限制。

如果你對產品的或技術的銷售或發運是否受限有疑問，
請與地區督察官或法律部聯繫。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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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與環境保護

Q:	如果我們符合或者超出安
全目標，我的團隊會獲得

每月一次的獎金。我的一個同
事在工作時割傷了手指並且需要
縫合。他不想報工傷，因為會損
害我們的目標和獎金。我該怎麼
辦 – 我也想獲得獎金？

A: 雖然每個人都想獲得獎金，
但不報工傷的行為嚴重違

反唯特利規範。你和你受傷的同
事都會因隱瞞工傷而受到處罰。
不報告意味著我們不能解決潛在
的安全隱患。我們希望員工是由
於真實的安全工作環境而獲得安
全獎金，而非因為隱瞞不報。

報告：

• 所有工作場所受傷事件

• 任何涉及安全、安防或健康的
風險

• 任何有關工作場所中的藥物和
酒精問題

唯特利遵守所有適用其商業行為的聯邦政府、洲政府
和當地的法律法規，包括世界各地有關健康、安全和
環境的法律法規。員工將竭盡全力來確保唯特利產品
和商業活動場所對公眾及員工的安全性。一個健康而
安全的工作場所和環境不僅是公司或管理人員的責任，
還要求每個員工對其關注。

全球標準與當地政策
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安全法規有所不同。唯特利已
經建立全球標準來促進安全，反過來。這些全球標準
又要用於建立既符合當地安全政策和運作程式，又與
公司全球方針相一致的唯特利安全政策。唯特利在每
個地區都有詳細的安全政策，這些安全政策根據工作
要求和當地法規而有所不同。瞭解並遵守當地安全政
策是每個員工的責任。

工作場所中的毒品和酒精
許多員工工作的地方有酒類飲料或藥物，或者在酒類
飲料或藥品的影響下工作，這會危及到他們自己和其
他員工的安全。例如，如果製造廠的員工正在操作重
型機械設備，此時又服用麻醉性的止痛藥，即使是合
法使用藥物，也會影響他安全使用機器的能力。唯特
利在政策裡專門概述了工作場所使用藥物和酒類飲料
的規定。

嚴禁在任何時侯、任何唯特利工廠或工程現場使用非
法藥品。酒類飲料僅在公司活動時提供，如公司野餐、
假日聚會或當地辦公室活動，並且僅在獲得必要的批
准後。此外，提供酒類飲料還作為日常商業活動的一
部分，如與唯特利經理和客戶在飯店用餐。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	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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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與環境保護

Q:	在我管理的一個維護專案中，
我們發現需要移開石棉才

能開展工作，但是我擔心如果 
我們等本公司的維護或環境部 
門雇用有資質的承包商來做這 
項工作，那麼我們的進度和預 
算將會受到影響。如果我們讓 
唯特利工人使用正確安全的設 
備移開石棉，那麼對於我們而 
言效率更高。這樣可行嗎？

A:	不可行。即使危險物對工程
的進度或預算有消極的影響，

毫無疑問，你也不能移開危險物。
因為存在法律風險和有關處理環
境污染物的費用，所以唯特利已
經作出一個戰略性決策，就是雇用
有資質的承包商來做這樣的工作。

工作場所中的武器和暴力
可能會傷害他人的私人武器，如槍和工具等，絕對不
允許帶入工作場所。工作場所不允許有暴力、暴力威脅、
騷擾、言語或動作威脅、或者其他破壞行為。

任何健康和安全違規案例：

Jim，維護電工，一直從事電氣或電力設備工作，
沒有遵守切斷、閉合安全規程。

Evelyn，機械操作員，決定不使用安全控制器 
並移開她正在操作的綜合加工機中的保護裝置。 
她認為這樣更容易完成工作。

Peter因為當天車間裡太熱，決定不使用防護帽 
完成操作，從而使自已眼睛有可能受到傷害。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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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我的部門裡，有各階段
年齡的員工，我在年齡較

大的組裡。我聽說兩位經理談 
論他們需要提升更多的“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有更多的活力和動力，
還因為年輕人距離退休的時間長。
我擔心由於我的年齡會阻礙提升。
我應該怎麼辦？

A: 你應該與你的主管或者你
當地的人力資源經理聯繫，

以致公司能夠進行真實調查來確定
是否在實際工作中存在年齡歧視，
而不僅僅是在談話中。唯特利根
據每個人的技能、知識和能力作
出晉升決定。 公司不允許對誠
實報告問題的人進行報復。

公平雇傭行為規範

許多國家的法律在宣導公平的對待勞動者，特別是對
待婦女和少數民族方面有很大不同。唯特利建立了全
球標準，使世界範圍內的所有員工都受到尊敬與公平
對待。

雇用決定，如雇用、提升、報酬、期限、培訓機會和
工作分配等決定，都是根據個人的資格、經驗、能力
和表現，不根據受保護的特徵而定，後者包括：

• 性別 • 懷孕 • 年齡
• 膚色/種族 • 殘障 • 婚姻狀況
• 出生地 • 宗教信仰 • 服役狀況
• 受法律保護的其他特徵（集會、結社、信仰和 性取向）

工作場所的騷擾
員工應當在一個安全且專業化的氛圍中工作，在那裡，
價值與能力是首要的，而多樣化和信任是值得提倡的。 
我們努力創造一個不受同事、主管、商品和服務提供者、
承包商和客戶騷擾的工作環境。工作場所的騷擾可能 
以言語的、身體的或者視覺的騷擾等多種形式出現。 
所有的騷擾形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會製造一
個令人感受到威脅、冒犯或人格受辱的環境。

潛在的性騷擾的例子包括但不局限於：令人生厭的、 
不恰當的色情玩笑、性暗示性評論、身體接觸、性要
求以及對外貌不適當的評論等。

其它騷擾的例子包括：有關對民族、宗教、種族、 
性別或年齡的冒犯性評論、玩笑或者圖片。甚至通 
過公司的電子郵件或者聲訊郵件秘密發送的資料和 
評論也會被認定為騷擾。

在唯特利不允許有冒犯的手勢、評論和交流。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	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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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雇傭行為規範

Q:	我與一個在我的部門工作
的人交朋友。有時候，我

們在我的辦公室裡講笑話時會考
慮到冒犯他人，就小心的關上門
不讓其他人聽見。我們也通過電
子郵件互相發送有趣的笑話。即
使是在兩個朋友之間傳播而不讓
受到冒犯的人聽見也會被認定為
騷擾行為嗎？

A:	當公司沒有試圖限制員工的
隱私行為時，你描述的這種

情形發生在公司的領域內、在上
班時間並且通過公司的電子郵件
系統。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場
所內不適合，即使是在你個人的
辦公室也不例外。

保護員工的隱私
對於人事部門而言，工資與一定的日常業務有關， 
唯特利因為合法的商業目的持有並使用有關員工私人
的重要資訊（如住家地址、教育程度、個人簡歷、社
保號碼和薪酬數額等）。唯特利遵循世界各地處理這
些資訊的資料隱私法。然而，我們也完全尊重員工的
資訊隱私權，僅僅在以下情況時才會接觸並使用員工
的隱私資料：

• 為合法的商業目的
• 在正當的批准和需要瞭解的情況下
• 不複製，不與任何不被允許知道該資訊的人

討論該資訊
• 不懇求或要求獲得員工健康的詳細資訊

背景審查	–	員工
我們積極招募並雇用那些不僅有專業和能力，還具有良
好聲譽和誠實的員工。人力資源部門例行對新雇用的員
工進行背景審查，作為選擇所需合適人選的依據。

不公平處理的違規案例：

Vivian，客戶服務代表，在她解釋因尊重自己的
宗教活動而需要請一天假之後，被解雇了。

Raj是電腦分析員，他中午離開辦公桌到會議室
祈禱，他的同事對此產生抱怨，於是Raj的經理
令他停止禱告。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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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們真的不能為管理我們
產品的政府評估機構主管

參訪唯特利總部 提供費用-嗎？

A:	 為國家或政府評估機構工
作人員，或為因接受我們

產品和服務培訓而來的客戶提供
交通、住宿及合理的餐飲費用，
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費用限制於來
往於唯特利工廠與現場的交通、 
住宿和餐飲等上。我們不應支付
超出此範圍的任何開銷，包括在
回家途中的順路旅行與住宿費用。 
不給這些官員送現金或者貴重禮物。

Q:	在我的國家裡，做為一
種有利於專案結算付款的 

方式，“賄賂”是普遍的行為。 
這違反規範嗎？

A: 是的。為加速常規政府行
為更加及時的“賄賂”或

疏通費是禁止的。這些政府行為
包括：許可證、執照和其他官方檔、
處理政府證件，如護照、裝載或
卸載貨物或計畫檢查等。

不當支付

我們以我們產品和服務的優勢為基礎，在全球市場開
展競爭。我們誠實地銷售產品，不通過何違法行為或
違反這個準則來追求銷售業績。

給予或者接受都是違反我們的規範。

• 賄賂   • 回扣   • 幫助   • 個人服務
• 過度的禮物或娛樂消費

在任何商務交易中，我們不能出現不當行為。我們與
供應商、經銷商或直接客戶和其他方（包括工程和承
包公司）以及管理和授權當局的關係，必須是建立在
合法、高效和公平交易的基礎之上。作為一名唯特利
員工或家屬，如果你接受了供應商、子承包商、代理
或顧問的禮物或説明，就違反了規範。

在全球許多地區，向政府官員和商業人士行賄既令人
期待又屢試不爽。然而，向國外官員送禮或任何有價
值的東西 —— 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都違反
法律，並且侵犯公平競爭。

任何唯特利員工不正當付款或送禮提供方便或支付的
行為，將會受到處罰直至被開除。此外，根據相關的
法律規定，員工要承擔個人責任和可能的刑罰。

一個不正當付款的違規案例：

某擬對新產品生產線提出報價的供應商給了Rita一
筆費用，以求以最低報價中標。

Peter，銷售工程師，討論在付給代理商的傭金或
費用中拿出多少來回報採購官員，以便說服他的
國有礦業公司管理團隊採購唯特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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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支付

FCPA禁止為下列事務及行為進行
腐敗付款或提付款提議：

支付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 向外國官員、政黨、政黨官員
或候選人送禮而付款

• 為獲得不正當的好處而對相關
行為施加影響的支付

• 為獲得、維持或支配商業活動
而支付

FCPA禁止任何腐敗付款，如果知
道這筆資金將會流入外國政府要
員的口袋裡，即使通過代理人或
者顧問進行支付也不行。

外國官員包括政府控股或參股的
商業公司的員工，還包括政府、
國際組織、部門機構或任何以官
方身份行事的人員， 級別不限。

Q:	“有價值的東西”
 是什麼意思？

A:這包括現金或現金等價物，
有形或無形的資產，有用的

資訊，未來雇用承諾，領導活動
或遊說款項，大專院校獎學金，
運動設備或者娛樂工具，高收費
的服務或者色情娛樂付款。

唯特利作為一家以美國母公司帶領若干國際子公司的
企業，要遵守幾個控制不正當付款的特別法：

1977年反海外腐敗法 (FCPA) – 禁止向外國政府官員
行賄以獲取或維持業務。這需要公司有著準確的帳務
和記錄，確保有足夠的會計和財務控制。並且，協力
廠商作為唯特利的代理、經銷商或顧問的行動將接受
FCPA的公司責任管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打擊賄賂公約 – 要求38個成員國
通過立法禁止國際商業交易中行賄行為，並禁止授權
財務發現賄賂行為而更改帳務處理。

美國旅行法案 – 向聯邦檢查當局告發有關商業行賄與
政府官員受賄的違法違規行為。

這些法律適用於所有唯特利子公司。

通常，可接受的禮物是：

• 非貨幣禮物
• 貿易或行業內習俗性禮物
• 低價值禮物
• 送出或者接受沒有明示或暗示要求受禮者承擔某種

義務的禮品
• 適當地彙報並記錄

當需要報銷你的消費支出時，你應該明確的描述禮物
和禮物送與何人，以及他們目前與唯特利的關係。 
如果對禮物是否可接受或是否適當存有疑問，你應該
在送禮之前諮詢你的主管，如有必要，與我們的法律
部聯繫，確保不違反公司政策。

色情娛樂
有時候，客戶、供應商甚至員工都對商業性用餐和涉
嫌不當性行為的娛樂活動感興趣。不管當地風俗習慣
如何，唯特利都不會寬恕這種事或者給不正當的性娛
樂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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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唯特利使用的任何代理商
都需要以合約形式遵守反

賄賂法，這是真的嗎？

A:	是。唯特利政策要求符合
FCPA、OECD協定和所有

其他適用反賄賂法律並且必須以
合約形式被代理商接受和遵守。

雇用代理商、諮詢顧問或其它協力廠商

在很多國家，使用代理、顧問、代表、經銷商或其他
協力廠商來安排或與外國政府或政府實體（如政府採
購公司）和私人實體進行中間交易是一種常見慣例。
這些類型的關係是可能存在問題的。

因此，唯特利發佈了全球經銷與代理協定政策。 
該政策列出了擬議代理商協定審核步驟及盡責要求。

它還列出了何時需要繕書的經銷商協議以支援我們的
非獨家、單方經銷戰略。該政策提供了對經銷商指派
過程、銷售至直接客戶和其他業務關係的指導，以符
合公司的禁止不當付款政策。

代理
在與代理候選人進行實質討論前，國家、地區或分區經
理及其各自財務人員必須通知唯特利首席財務官和法
律部，獲取繼續進行的批准。法律部將提出盡責要求。

唯特利國家、地區或總經理及其各自的財務人員必須
完成書面報告，確保我們正在交易的個人遵守禁止不
當付款的相關法律，這些個人應該是聲譽良好，沒有
違法記錄，並且具有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報告將提交
給首席財務官或法律部，在進入代理協定前，要獲得
首席執行官的批准。

代理商必須接受唯特利政策的規定，包括遵守FCPA和
經合組織約定，將其寫入合約並遵照執行。 

唯特利舉報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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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代理商、諮詢顧問或其它協力廠商

所有付給代理商的款項都必須經過唯特利首席財務官
的批准。

儘管協力廠商可能被稱為顧問或代表，但他們事實上
就像唯特利的代理一樣；任何與顧問和代表擬議的協
議必須經過法律部的核查。 

經銷商
與經銷商緊密合作是唯特利全球業務的一個重要部分。 
作為遵規守法及風險管理專案的一部分，唯特利努力
證明自己始終遵守那些高風險國家的反腐敗及反洗錢
法律。劃分“高風險”國家的標準，是基於國際透明
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編制的獨立協
力廠商評估報告中的年度腐敗指數。 唯特利利用該指
數來確定與協力廠商打交道的風險度大小。

所有高風險國家經銷商都需要接收協力廠商調查。  
首次調查將在任命一個新經銷商之前進行。 此類調查
每兩年重新進行一次。 如果我們在兩年期內察覺一個
經銷商涉嫌一起潛在的腐敗或洗錢案，我們將立即啟
動新的調查。 所有的調查都必須接受首席督查官及法
律部審查。 唯特利還要求所有高風險國家的經銷商做
出年度和即時認證，證明他們遵守了FCPA及所在國
家當地適用的反賄賂法。 

唯特利會要求經銷商簽署書面協定以保護唯特利及其智
慧財產權、資產及員工，使其規避法律或商業風險。

協力廠商品牌使用
偶爾情況下，協力廠商可能請求使用唯特利品牌、 
徽標或其他商標/版權材料。這些請求應直接送至 
市場推廣部或法律部。

Q: 我怎樣才能知道對方是一
個獨立分銷商還是一個代

理商？

A: 答案是“依情形而定”。

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

• 他們除了唯特利的產品之外，
還賣其他產品嗎？

• 他們是否為其他客戶銷售產品
或銷售唯特利其他產品？

• 他們有庫存產品嗎？
• 他們是否獲得產品所有權並承

擔虧損風險？

假如以上任一問題的答案是 
“不”，那就存在著這樣一個代
理關係的可能。請聯繫我們的法
律部門獲取援助。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	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 17 ]www.victaulic.com

準確的帳簿和記錄

每一個唯特利分支機搆都要求保存準確的帳簿和記錄。
準確的、及時的財務或經營記錄以及嚴格的出口管制
為管理好我們的業務提供核心資訊。

所有的公司付款和其他交易必須適當地予以核准並準
確記錄在財務報表裡，財務報表應根據美國公認會計
原則和唯特利財務政策編制。所有分支機搆必須執行
適當的內部控制以確保我們的財務資訊完整而準確。

不能以任何目的設立秘密或未登記公司基金，公司資金
也不能存放於個人或非企業帳戶。所有公司資產應予以
適當安全監管，並且應週期性地與財務記錄進行核對。

不能故意毀壞公司資產和財物，也不能未經合理授權
而將財物帶離公司處所或轉移它處。公司資產尤其包
括任何形式的電子資訊資料。

不能未經主席/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的許可將財務
資訊提供給公司以外的任何人。

一個不當財務記錄和缺乏控制的例子：

會計文員Silvia 被其主管要求用普通運營開支沖銷
特種帳戶儲備金。 當她拒絕並稱這是謊報部門收
入的行為時，她就被告知這會影響每個人的年度業
績獎金；假如她不做，“我們會找願意做的人。”

公司銷售經理Fred指示其直接下屬購買昂貴的訓
練器材並寫在費用報告裡面。這個行為避開了資
金專案的批准程式。

任何職員不得被強迫修改財務資
訊或其他資料以“以達到所要的
數字”。

不敢報告“壞消息”
對壞消息的延時報告，只會使問
題更糟糕，同時減少了解決問題
和吸取教訓的機會。 一切財務的
或其他的壞消息，都會沿著控制
鏈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出去。

為未來控制利潤
抑制儲備金、利潤或其它應急費
用來保護未來收益的這種做法是
不可接受的。儲備金、應急費用
以及利潤都應使用適當而通用的
會計慣例和內部會計政策進行分
析和報告。

唯特利舉報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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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

我們的董事、管理人員、員工以及代表必須忠於唯特利。
當你的個人利益以任何不正當方式介入唯特利的利益，
甚至好像要介入時，利益衝突就出現了。

利益衝突不會因你離開而終止。你必須處理好所有業
務關係，這是你要牢記的你在唯特利的職責。即使在
工作之外，也要努力避免任何可能在你自己和你在唯
特利的工作之間導致衝突或出現衝突的情形。

最重要的是，假如你已經知道有利益衝突或認為存在
發生利益衝突的風險，你有義務去公佈於眾。你可以
告知你的經理，連絡人力資源部門。地區督察官或法
律部，或者在我們的利益衝突年度證明裡透露。

典型利益衝突事例包括如下：

• 所有者權益或投資 （不低於5%的公司股份）於任
何產品或服務供應商、客戶、經銷商或競爭對手。

• 與任何客戶、供應商或競爭對手的諮詢或雇傭關係。
• 與公司生意競爭或可能發生競爭的外部商業活動

（所有權，雇用，或供應商/顧問關係）
• 任何會影響相關人員履行公司職責所用的時間精力的

公司以外的活動。任何影響相關人員精力，使其將適
當時間和注意力投入在公司職責上的外部活動。

• 與公司進行的買賣交易(除了任何通過正常程式處理
的提供給雇員的公司財產。)

• 為任何經理級客戶、供應商或競爭對手提供的任何
公告服務，除非該服務已經透露給公司。

• 對你直系親屬（包括個人配偶、父母、祖父母、
子女、孫子女，兄弟姐妹、岳父母、女婿和兒媳、 
夫或妻的兄弟姐妹）或親密私友的監督、審查或對 
他們的工作評估、報酬或任何福利產生影響的活動。

Q:	我和我的配偶有個與我在唯
特利的工作無關的副業。 

我們這個生意可以為唯特利提供
更優良產品和比較低的費用。 
那我可以成為唯特利的供應商嗎？

A:	 這種情況構成了一個潛在的
利益衝突。有時候這些情況

無法避免，但可以通過對潛在衝
突進行全面公開而有可能處理好。
這必須由你的經理或主管來公開
或批准。

Q:	我正在考慮找第二份工作。
我需要告訴他人，或者得到

他人的許可嗎？

A: 唯特利不會禁止你去找第二
份工作；然而，你要完成在

唯特利主要工作職責。任何第二
份的工作不得干涉到你在唯特利
的工作。你不能使用公司時間、
設備、供應商或電腦來完成另一
份工作。你也必須確保第二份工 
作不會造成與唯特利的利益衝突。 
唯特利的員工不能同時被雇傭為其
他相關產品管道系統做銷售、市場
或代表。

唯特利舉報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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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

Q:	我是唯特利的銷售經理，
而我的兒子正在為唯特利對

手的經銷商工作，這是一個利益衝
突嗎？

A:	這會形成一種潛在的和外在
的衝突，需要向公司披露。

年度電子認證

每一年，接到唯特利“行為規範”
的員工會被要求確認他們已經閱讀、
理解並遵守了本規範，包括有義務
報告違反規範的情況或涉嫌違反規
範的情況。

員工應披露任何被認為會構成這種
衝突的活動，任何疑慮要以有利於
暴露問題的方式解決，這樣才能做
出相應的明智判決。

• 從客戶、供應商或公司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從銀行獲
得貸款；如果你是公司的高級人員，從與公司有業
務往來的銀行獲得貸款，而與之類似條款的貸款卻
不是普遍面向銀行客戶，並且沒有向本公司首席督
查官透露過。

一個利益衝突的例子

兼任另一家公司董事會成員的高級主管為那家公
司提供服務。這位主管並沒有讓人知道他同時是
另一家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員工Frank 的兄弟開了家自動販賣機公司。他得知
自己所在的工廠很快要挑選一家新的提供販賣服
務的公司。Frank給了他兄弟一個迄今為止最佳的
協議條款。然後他向他的公司遞交了另一個次好
的提議。

經理Sofia負責招聘，以填補她部門一個空缺職位，
她的堂兄很符合要求並且正需要一份工作。她沒
有將錄用決定交給她的總監，而是直接將她的堂
兄招為自己的直接下屬。

唯特利舉報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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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應商的關係

Q:	我與我們的電動機維護供
應商有很長時間的私交。

我們在週末交際，他常常帶我和
我妻子出去吃飯。我有沒有做錯
什麼呢？

A:	 就你與這個人的長期交往關
係而言，你應該將其作為利

益衝突向你的經理報告。將該關
係分配給其他採購者或採購經理
才能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唯特利不能容忍任何行賄行為，
並且希望我們的供應商和承包商
同樣如此。行賄是直接或間接的
給予或承諾有價值的東西，以此
對協力廠商的行為造成不正確影響。
行賄可能包括金錢、禮物、旅遊
費用、款待、度假、費用或任何
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考慮。

唯特利與供應商、銷售商和分包商的關係是基於法律的、
競爭性的和公平交易的行為。購買任何設備、物資和
服務都以價值為基礎，即有能力滿足品質、價格和交
貨要求，這是唯特利的政策。對所有供應商都要誠實
公平，不能有歧視。

我們只會同遵守當地和其他適用法律要求的供應商做
生意。

唯特利同仁不應通過操縱、隱瞞、濫用資訊優先權、 
歪曲重要事實或其他不公平的交易行為來不公平占取 
任何人的便宜。

我們應該用保密協議來保護唯特利的機密及智慧財 
產權，以及任何供應商提供的為包括在保密協定中 
的資訊。

作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唯特利積極談判持續服務或
大型購買的正式合約。

根據需要採用全球採購或法律

背景考核	--供應商/承包商/諮詢公司

我們應以雇用員工的標準來選擇承包商和諮詢公司： 
有能力、專業、聲譽好且誠實可靠。那些涉及採購決策
的員工招募和承包商或諮詢公司的雇用一樣都執行針對
承包商和諮詢公司進行的適當的背景考核。

濫用供應商關係的例子：

採購員Francine，沒有做適當的背景考核和供應 
商承諾，就和由他堂表親擁有和管理的供應商直 
接交易。

Tim 選擇新的辦公用品賣主的理由是他們將在以後 
幾年裡給他提供免費的文具。

鑄造廠經理John選擇一個廢料經銷商的理由是加工 
每磅廢料他給百分之十的回扣。

唯特利舉報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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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洗錢

人一旦涉及到犯罪活動如詐騙、賄賂、恐怖行動和麻
醉毒品，會試著“洗清”這些因犯罪得來的錢，從而
隱藏自己或給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現在有超過100
個國家制定了反洗錢法，禁止涉及有犯罪活動收入的
交易行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是合法的資金用於
資助恐怖活動--有時被稱為“反向”洗錢。

唯特利會遵守遍及全世界的反洗錢法和反恐怖主義法，
並且只和從事合法生意、使用合法來源資金的有聲譽
客戶展開業務。因對客戶關係和交易的覺察失誤而陷
唯特利於險境的行為，將會嚴重毀壞唯特利的誠信和
聲譽。

對下列活動保持警惕：

要求轉帳 給協力廠商、給其業主、給真實客戶的員工
或給一個未知的或未被認可的帳戶。在轉帳前驗證帳
戶的所有人情況。

那些 看起來跟客戶沒有任何聯繫的付款。

一個不願提供完整資訊、提供錯誤或可疑資訊、或試
圖回避報告或記帳要求的客戶、分銷商或代理商。

以 現金支付的提議。

不尋常或與客戶業務不一致 的訂單、採購和付款。

那些沒有真實商業目的或非同尋常優惠付款條件的
不尋常的複雜付款計畫。

交易涉及到的地點被識別為 避稅場所或已知的恐怖
主義、麻醉品交易或洗錢活動區域。

交易涉及到國外空殼或離岸銀行或非銀行金融仲介
機構。

Q:	我們的外國經銷商的老闆提
議分兩次支付一張發票來結

轉往來帳戶，並請求將第二次付
款的一部分返還到他在另一個國
家的個人帳戶。我應該怎樣應對
這樣的請求？

A:	這個提議是可疑的，應該向
你的上司和法律部門報告。

我們期望我們的供應商和承包商
遵守適用的禁止洗錢和登記現金
及其他可疑交易的相關法律。

假如你遇到一個可疑活
動的警報信號，與唯特
利 的法律部一起提高注
意力，確保在繼續深入交
易之前能迅速解決疑問。
確保解決方案已妥善記錄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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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動

遊說和政治活動是民主（政治）進程的重要部分， 
但在這裡，有嚴格的規則規定公司能做和不能做什麼。
唯特利正積極與當選官員搞好關係，以增強公司的經
營環境。然而，幾乎在所有唯特利運營的國家中都有
嚴厲的法律限制了什麼是企業可以捐助、提供、允諾
或贈送給當選官員及其下屬的。

在未向法律部請示，繼而得到主席和總裁許可的情況下，
員工不能以政治目的贈送、提供或授權提供公司資金
或其他公司資產（直接或間接）。

如果政治捐獻是為了讓政府官員有所表示的交換，無
論直接還是間接，都可理解為是一種賄賂行為。這些
作為可以是直接的，如在採購決策或類似活動中建議
選擇唯特利，或是間接的，如許諾將唯特利包括在當
期或未來付款的批准供應商名單中。

個人政治活動
唯特利鼓勵員工的政治活動以便支持那些站在我們這
邊的候選人或黨派。然而，你不能將公司時間、財產
或設備用於你個人的政治活動。個人參與政治活動是
員工的選擇並且必須是完全自願的。

政治貢獻包括下列活動：

• 以公司名義捐獻給地方、
國家或聯邦政治候選人

• 用公司資金為政治籌措資金專
案買單

• 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包括
膳食、商品、服務、旅遊住宿
或運動和娛樂專案的門票

• 在工作時間借出全體人員或
其他的公司資源用於政治籌 
款活動

• 為政治廣告或其他競選費用
付款

Q: 我接受了邀請去參加我家鄉
的國會議員的資金籌集活動。

我去不了但我想寄送一個支票過去。
我可以讓我的助理連夜快遞支票給
這次活動嗎？

A: 是的，條件是連夜快遞的郵
費要還給公司。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	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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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交流

不適當外部溝通案例：

中國市場經理Phyllis接受了一家
商業雜誌的採訪，並描述了一種
尚在開發的未進行正式投產的新
產品。Phyllis應將這一採訪請求
告之公司行銷部門並且應將資訊
焦點放在先前已通過核准的公佈
上市的產品上。

歐洲的銷售冠軍Joe，在他的公
共社交網裡發帖說他負責唯特利
垂直市場的銷售工作，並列出了
這個垂直市場唯特利實際產品銷
售額。他著重評論了唯特利在那
個垂直市場上是如何通往成長之
路的。他應簡單陳述他在唯特利
的角色和職責而不應洩露金融或
其它專有資訊。

Janet是福克斯製造廠的行政助理，
她接到一個記者打來的電話，對方
諮詢她關於聯盟合約條款的情況。
她答覆說“我想是有這樣的條款，
我會再給你資訊。”而沒有留下對
方資訊並遞交公司公關部門。

新聞與行業媒體
所有與新聞與行業媒體的交流和其要求應直接交給公司
行銷部門。媒體要求應包括下述主題的強烈洞察力：

• 勞動力合約談判，管理部門改革
• 合併，收購，或重大商業事件
• 新的產品，政策，工藝，或商業策略

社交媒體
唯特利員工對社會和商業網絡網站的運用已經越來越
尋常，因為這些工具已成為商業和個人通訊、網路和
調查的主要方法。社交媒體中的約束是可以接受的，
前提是堅持以下原則：

• 員工不得使用這些論壇設計私有的商業資訊。
• 唯特利的員工要為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所發表的這些

內容負個人責任。
• 假如你把自己當做唯特利的某一崗位的員工，就要

求你將個人資料以及相關內容與唯特利期望你呈現
在同事及客戶面前的形象保持一致。

• 你必須在任何相關的評論或公告中明確你只代表自
己的立場而不是代表唯特利。

• 記住，你所發表的東西會公開很長一段時間。

來自格主和作者的所有訊息與要求都應直接轉到公司
行銷部。

假如你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評論或公告，我們鼓勵你提
醒法律部門或公司行銷部門的注意。

唯特利舉報熱線
參考Victaulic.com下的  
“我們的公司”部分瞭
解特定的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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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全球的工廠和銷售支援服務超過115個國家。

鍵入
	 鑄造廠和/或辦公室位置
	 配送中心位置

Easton	
美	國

Alburtis	
美	國

Leland	
美	國

Richmond	Hill	
美	國

Chihuahua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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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uahua	
墨西哥

Nazareth	
比利時

Drezdenko	
波蘭

中國	
大連

DBMT	
中國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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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特利全球聯絡資訊

美國及世界各地總部

P.O. Box 31
Easton, PA 18044-0031 USA

4901 Kesslersville Road
Easton, PA 18040 USA
 
1 800 PICK VIC 
1 800 742 5842  
(北美洲境內)
1 610 559 3300 
1 610 250 8817 (傳真)
pickvic@victaulic.com

加拿大

123 Newkirk Road
Richmond Hill, ON L4C 3G5
905 884 7444
905 884 9774 (傳真)
viccanada@victaulic.com

歐洲

Prijkelstraat 36
9810 Nazareth, Belgium
32 9 381 15 00
32 9 380 44 38 (傳真)
viceuro@victaulic.be

中東地區

P.O. Box 17683
Unit XB 8
Jebel Ali Free Zone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971 4 883 88 70
971 4 883 88 60 (傳真)

印度

Victaulic Piping Products  
India Priv. Ltd.
Indialand Global Industrial Park 
Plot 4, Hinjewadi, Phase I, 
Mulshi 
Pune 411057 (India)
91 20 67 919 300
91 20 67 919 361 (傳真)

亞洲

Unit 06-10, Floor 3A 
A Mansion 291 Fumin Road 
Shanghai, China 200031 
86 21 6170 1222
86 21 6170 1221 (傳真)
vicap@victaulic.com

澳洲與紐西蘭

7 Chambers Road
Unit 1
Altona North, Victoria
Australia 3025

1 300 PIC VIC
1 300 742 842 
(北澳洲境內)
61 3 9392 4000
61 3 9392 4096 (傳真)
vicaust@victaulic.com

www.victaulic.com
  

中南美洲

P.O. Box 31
Easton, PA 18044-0031 USA

4901 Kesslersville Road
Easton, PA 18040 USA

610 559 3300
610 559 3608 (傳真)
vical@victaulic.com

英國

Units B1 & B2, SG1 Industrial Park
Cockerell Close
Gunnels Wood Road
Stevenage
Hertfordshire, SG1 2NB (UK)
44 0 1438 310 690
44 0 1438 310 699 (傳真)
viceuro@victaulic.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