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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
來自 RICK BUCHER
無論你在我們公司已經工作多年還是僅僅幾個月，我都想藉此機會感謝你在我們所有開展

經營的國家/地區以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開展業務。 

Victaulic（唯特利）的聲譽植根於我們所有員工的公平和誠實行為; 我們未來的成功取決於

大家對我們行為規範的謹慎對待。 我們中任何一個人的一次判斷失誤都可能對整個公司	

產生巨大的影響。 

行為規範是一套明確定義的原則和法規，用於指導我們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的方式。 
它還有助於我們識別可能導致對公司提起訴訟或其它制裁的潛在危險信號。 

作為一名唯特利的合格員工，你有義務公平誠實地行事。如果你看到了什麼，應該如實表達。

如果你看到讓你感到不舒服或不理解的事情，請與你的主管、人力資源部門、合規官、內部

審計或執行領導團隊的任何成員交談。如果你覺得匿名溝通讓你更自在，可以通過我們的免

費舉報熱線（參見第 26-27 頁）或登錄 www.victaulic.ethicspoint.com 提交問題和疑慮。 

每一名員工都必須承諾遵守《唯特利行為規範》。因此，請熟悉本行為規範的內容，我們要

求所有員工承諾他們已閱讀、理解並會遵守我們的行為規範。

我衷心感謝大家在公司商業誠信方面的付出，感謝大家以最大的責任心履行職責。

Rick A. Bucher 
總裁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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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 
原則
嚴格遵守規範業務行為的法律及法規。

證明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

公正對待員工，給每位員工均等的機會。 我們承諾提供安全 
健康的工作條件和公開交流的氛圍。

尊敬、尊重每一個人，公正對待供應商、銷售商和客戶。

維護 Victaulic（唯特利）的有形和無形資產，確保這些資產用於 
為公司謀求更大利益。

當與 Victaulic（唯特利）內部和外部人員進行交流時，運用正確的 
判斷，仔細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對唯特利產生什麼影響。

正確行事 
沒有人會告訴我們每種情形下的是非對錯。

如果有疑惑，請自問：

•	 這是否合法？ 我確定這樣合法嗎？ 
我是不是應該問一問上司、合規或法務

部門？

•	 這與 Victaulic（唯特利）的核心價值衝

突嗎？

•	 我找對人了嗎？

•	 如果必須告訴家人自己的情況，	

會怎樣？

•	 如果我這樣做，是否公平？

•	 如果在報紙上讀到或是在法庭上解釋 
我的選擇，我會有什麼感覺？

請記住......

•	 如果知道那樣做是錯的，就不要做。

•	 如果有疑惑，就問。

•	 不停的問，直到得到答案為止。

•	 如果認為有的行為可能或者確實不合

法、不道德，不要置之不理，而是進行	

舉報。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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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行為規範》
適用物件
唯特利的董事、管理層和全體員工，以及全

球子公司和附屬公司的人員必須遵守本《行

為規範》。唯特利擁有 50% 以上表決權或

實際管理控制權的實體，亦必須遵守本《行

為規範》。

唯特利員工與顧問、代理人、銷售代表、	

經銷商和獨立承包商等第三方協同工作時，

必須：

•	 要求第三方同意遵守《唯特利行為規

範》的相關要求

•	 向第三方提供關於遵守合規政策要求的

信息和培訓

•	 在得知第三方未能遵守唯特利的合規政

策后，採取行動追究責任，直至終止合同

責任 
公司責任

•	 以合乎道德和合法的方式開展全球	

業務。

•	 為全體員工提供有關商業行為的明確	

方針。

•	 貫徹行為規範。

•	 確保完善的溝通和培訓，提高全體員工

對《行為規範》的理解。

•	 通過適當的獎勵和懲罰措施執行規範。

•	 落實早期檢測和報告系統，及時發現任

何犯罪嫌疑或嚴重違法行為。

•	 確保舉報涉嫌違反《行為規範》的行為

不會遭到報復。

•	 要求所有員工遵守《行為規範》。

•	 根據需要修訂《行為規範》。

上司責任

•	 以身作則，根據《行為規範》約束本人行

為和管理部門。

•	 定期與員工回顧《行為規範》內容。

•	 將有關《行為規範》的任何問詢直接提

交至地區合規官、公司合規部或法務部，

並確保所有問題都得到解決。

•	 實施《行為規範》的要求。

•	 鼓勵開誠布公，無需擔心因恪守《行為

規範》要求而受到打擊報復。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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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行為規範》
員工責任

•	 理解並遵守崗位適用的法律法規。

•	 閱讀、理解並遵守《行為規範》。

•	 在不確定該如何代表唯特利妥善行事的

情況下，請向經理、地區合規官、公司合

規部或法務部尋求指導。

•	 參加合規培訓。

•	 立刻向上司、地區合規官、公司合規部或

法務部或者唯特利舉報熱線報告任何涉

嫌違反法律或《行為規範》的事件。

•	 如果所擔心的事情沒有得到解決，請繼

續跟進，並通過其它管道反映。

•	 協助調查《行為規範》相關事宜。

年度《行為規範》電子認證

每年員工都必須確認本人已經閱讀、理解並

會遵守《行為規範》，以及確認本人應繼續履

行的義務，包括通過完成年度電子認證確認

舉報違法違規事件的義務。 員工必須瞭解	

《行為規範》所規定的義務，並承諾已遵守

相關要求。 作為認證過程的一部分，員工可

要求培訓、澄清或披露潛在的問題。 員工應

披露可能以任何方式被視為構成此類衝突的

活動，任何疑慮應予以披露和解決，以便基於

充分的事實作出判斷。

獲得幫助並報告可疑問題  
員工應始終以符合《行為規範》的方式解決或糾正這種情況。 如果可能，請直接與當事	

人討論相關問題或疑慮，然後與主管聯繫。 如果認為主管回應並不令人滿意，請聯繫以	

下任一人員：

•	 人力資源主管;

•	 地區合規官：

  亞太地區： Gordon Lu,Gordon.Lu@victaulic.com， +86 21 6170 1222 x333 
  加拿大：Eric Van den Berghe,Eric.VandenBerghe@victaulic.com， +1 905 780 5584 
  歐洲、中東和非洲： Paul Vergaert,Paul.Vergaert@victaulic.com， +329 3818889 
  美國：Darin Lueders,Darin.Lueders@victaulic.com， +1 610 923 3769 
  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區、南美：David Quevedo， David.Quevedo@victaulic.com， 
  +52 614 429 1709

• Joe Savage，首席合規官，+1 610 559 3494

• Stephanie Hill，全球內部審計與合規副總裁，+1 610 559 3324 

• Mark van de Voorde，首席法律和行政官，+1 610 923 3190

•	 唯特利舉報熱線（victaulic.ethicspoint.com）是一項多語言的免費服務，每天24小時提供

服務。 像大多數公司一樣，唯特利通過第三方接聽電話並轉錄報告的資訊。 訪問唯特

利網站的「公司相關」頁面即可查閱免費電話號碼和網路舉報方式。

•	 通過 Pipeline 匿名聯繫 Rick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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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 
與環保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Victaulic（唯特利）在開展業務時致力於實現環境的可持

續性。 Victaulic（唯特利）關注環境的可持續性，對因開展

業務而給環境造成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都承擔我們的責任。 
這意味著我們將改善生命週期的能源使用、負責任地處理

廢物、減少我們的活動可能產生的污染物和其它副產品，

並與客戶、員工和供應商一起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 這要

求我們在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方面不斷改進。

唯特利遵守所有適用其商業行為的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法律法規，以及世界各地有關職業健康、安全和

環境的法律法規。 員工將竭盡全力確保唯特利產品和商

務工作場所對公眾及員工的安全性。 健康、安全的工作環

境不僅是公司或管理層的責任，我們亦要求每位員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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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aulic（唯特利）制定了全球

安全標準，進而支援每項活動為遵守當地法規所需的所有

安全政策、規劃和計劃。 根據這些全球安全標準，每項活

動都會制定符合當地法規的更為詳細的安全標準。 瞭解

和遵守當地安全政策是每個員工的責任。  
 
在工作場所中使用藥品和酒精

許多員工會在使用或攝入酒精或藥品后，或在酒精或藥品

的影響下工作。 這一行為會危及本人和其它員工的安全。 
例如，如果在廠房工作的員工在使用麻醉止痛藥物后操作

重型機械，即使藥物為合法處方藥，亦可能會干擾該員工

安全使用機器的能力。 唯特利出臺了具體政策，對工作場

所使用藥品和酒精（包括醫用大麻等合法處方藥）進行了

規定。

問：一名生產員工看到業主和

其它董事會成員在沒有穿戴適當的

個人防護裝備 （PPE） 的情況下進

入生產車間。 他知道這違反了我們

的工作場所安全政策，但如果提醒

這些高管注意該違規行為，他會感

到不自在。 他應該怎麼做呢？

答：所有員工都有義務留意其

它員工、公司高管和訪客的行為。 
態度要禮貌，但對於不符合我們安

全要求的人務必要走上前去告訴對

方。 很多時候，違規的人只是下意

識地忘記了穿上他或她的個人防護

裝備。  

當目睹任何安全違規行為、發現危

險情況或看到同事無意將自己置於

危險境地時，我們希望我們的員工

進行干預，以防止發生安全事故或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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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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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 
與環保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問：我們最近收到了一台

新設備，我們購買該設備的目的

是為了提高我們的生產效率。 
供應商安裝后，發現該設備似乎 
缺乏必要的安全設施對操作員進

行保護。 我應該將該設備投入

運行嗎？

答：不可以。 對於大多數

大型設備的採購，我們的製造工

程和安全小組會共同審查所有必

要的保障措施。 購買大多數設

備時，會將「製造商提供必要的

保障措施」作為工作範圍的一部

分寫入合同。 在收到並安裝此

類設備后，相關的製造工程師、

安全人員和生產人員會在設備

投入運行之前進行全面的評估，

其中包括所有安全防護措施、操

作程式的制定和特定操作員的培

訓/認證。

如果收到的設備看上去缺乏必要

的防護措施，請立即聯繫安全小

組以評估其安全工作狀態，評估

通過後再投入運行。 

嚴禁任何時候在任何一家唯特利工廠或項目現場使用非法

藥物。 只有在獲得必要的授權后，方可按照當地慣例在公

司野餐或假期派對等公司活動中提供酒精產品。 此外，酒

精可作為常規商業習俗使用，例如唯特利員工和/或客戶在

餐廳享用商務晚餐時可飲酒。 唯特利提倡負責任的飲用，

並鼓勵全體員工和客戶使用安全的交通方式出行。  
 
工作場所的暴力行為

唯特利致力於為全體員工、客戶和訪客提供符合法律要求

的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 我們的責任在於確保員工、客

戶和訪客不會面臨暴力或傷害的風險。 任何時候，工作場

所中的暴力、暴力威脅、騷擾、威脅言論或手勢，或其它破壞

性行為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牽涉其中，或目睹令人不適

的情況，請予以報告。 

問答

健康和安全違規案例：

Jim 是一名維護電工，正在開展電氣或電力設備工作，

但沒有遵守切斷、閉合安全規程。

Evelyn 是一位機械操作員，決定不使用安全控制器並

移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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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天車間里太熱，決定不使用防護罩完成操

作，從而使自己的眼睛有可能受到傷害。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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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 
敗法

問：“有價物”是指什麼？

答：“有價物”包括現金或現

金等價物、有形或無形資產、有用的

信息、未來僱用承諾、競選活動或遊

說款項、高校獎學金、運動裝備或者

娛樂工具、高收費服務或色情娛樂服

務。 它還可能包括超出合理範圍的

差旅、餐飲和娛樂費用。 如有任何疑

問，請諮詢主管或地區督察官員。 

唯特利作為一家擁有國際子公司和分支機構的美國公司，

需要遵守若干控制不當付款的特別法律：

1977 年反海外腐敗法 （FCPA） – 禁止向外國政府官

員行賄以獲得或維持業務。 這需要公司擁有準確的帳簿

記錄，確保充分的會計和財務控制力。 此外，第三方作為

唯特利代理商、轉銷商或顧問，他們的行為可能會使公司

承擔《反海外腐敗法》規定的責任。

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 – 要求 44 個成員國通過立法

禁止國際商業交易中的行賄行為，以及為發現賄賂行為而

授權更改帳務。 唯特利遵守美國和當地反腐敗法律的最

高標準，並要求供應商、分銷商和客戶都遵守同樣的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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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官員交際應酬 – 在正常業務開展過程中，唯特利的

人員會與國有企業和政府官員接觸。 

為此，公司制定了以下預批准程式，涉及國有企業和政府

官員的所有差旅和交際應酬費用都需要遵循該程式：

*禮品>$75

*餐飲娛樂>$75

*唯特利支付的所有差旅費

問答

反腐敗法禁止下列 
付款或付款提議：

出於以下目的的任何有價物

•	 給外國官員、 政黨、政黨 
官員或候選人

•	 為獲得不當利益而對相關	

行為施加影響

•	 為獲得、維持或指導商務	

工作

這些法律禁止任何腐敗付款，	

包括通過代理人或者顧問流向	

外國政府要員的款項。

外國官員包括存在政府控股或

參股的商業公司員工，以及任何

政府機構、政府機關、國際組織

的員工或任何以官方身份行事

的人員。 級別不限。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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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 
支付

唯特利憑藉自身的產品和服務優勢在全球市場上競爭。  
我們誠實地銷售產品，不通過任何違法或違反本準則的行

為追求銷售業績。 

給予或者接受以下事項皆屬違規

•	 賄賂 

•	 回扣 

•	 好處 

•	 個人服務

•	 價值不菲的禮品或交際

應酬

•	 給家庭成員的聘用承諾

我們在任何業務往來中，都不能採取不當行為，或看似不

當的行為。 我們與供應商、轉銷商、直接客戶和其它方	

（包括工程和承包公司）以及管理和授權當局的關係，必

須建立在合法、高效和公平交易的基礎之上。 作為唯特利

的員工或家屬，接受供應商、子承包商、代理商或顧問的禮

品或好處即屬違反《行為規範》。

在全球許多地區，向政府官員和商業人士行賄十分常見，但

向國外公私人員送禮或任何有價物都屬違法行為，有損公

平競爭。

任何唯特利員工提供或促成不當付款或送禮的行為將受到

紀律處分，甚至被解僱。 此外，根據相關的法律規定，員

工可能會承擔個人責任，甚至被判刑。

不當付款案例：

你送給承包商一個 iPad 用以交換一些資訊，這些資訊

將使唯特利在贏得利潤豐厚的合同方面具有競爭	

優勢。

銷售工程師 John 提出聘任某承包商的親戚，以此交換

被選為一個大型專案的中標方。

問：在接待政府機構成員

時，唯特利能夠支付和不能支付

的費用是否有限制？ 
答：是的。 唯特利為介紹

產品和服務而為員工或政府機構

或客戶支付交通費、酒店費和合

理膳食費用是適當的行為。 費用

應僅限於往返唯特利工廠的交通

費用和期間發生的食宿費用，並

且金額應在合理範圍內。 我們不

應支付超出此範圍的任何開銷，

包括順路旅行與住宿費用。 不
得提供現金或任何有價物。 唯
特利已在 Concur 針對政府官員

交際應酬建立了強制性的預批准

程式。  
 

 
在唯特利開展業務的許多地區，	

“好處費”或“疏通費”是常見的

做法。 這些費用有助於加快政府

日常行動，例如獲得許可證和執

照、處理政府文書工作或裝卸貨

物。 雖然在許多地區很常見且很

常規，但無論當地習俗如何，它們

都明顯違反了唯特利的準則。

問答

行為規範

8



送禮及交際 
應酬政策
唯特利致力於在誠信和道德方面保持最高標準。 圍繞業

務而進行的娛樂活動以及向客戶贈送適當的禮品是唯特

利開展業務的正常過程，我們鼓勵員工通過這些活動與

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請記住，無論是提供還是接受禮品

或交際應酬，不一定會造成利益衝突，但員工必須意識到

此舉可能造成的影響。 

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出於影響或可能影響業務決策的目

的而給予或接受禮品。 不得在合同談判期間或圍繞合同

談判給予或接受禮品。 此外，絕不能索要禮品。

可接受的禮品應合理且適當：

•	 非貨幣–非現金、禮品卡、禮券

•  來自同一人員或機構的禮品，名義價值不超過 $75/年 

•  體育、音樂或文化活動的門票

•   商品（禮品籃、酒、衣物、杯子等）– 有關適當的建

議，請參見唯特利裝備市場網站

在需要報銷費用支出時，應明確描述禮品和贈送物件，以

及他們目前與唯特利的關係。  
 
所有付費會議（包括住宿、交通和餐飲等）邀請必須事先

得到所在地區合規官的批准。  
 
禁止「成人娛樂」或任何涉及色情行為的活動，包括在此

類場所用餐。  
 
如果對禮品或交際應酬是否可接受或是否適當存有疑

問，應事先諮詢主管;如有必要，請與法務部聯繫，以確保

不違反公司政策。  
 
《行為規範》第7頁提到了一項單獨政策，該政策適用於
向政府官員送禮或接受禮品和交際應酬。 

問：我有一個客戶剛剛收養

了一個孩子。 我想做一些特別的事

情。 我可以送他一些禮物而不違反

我們的行為規範嗎？  

 
答：可以。 為這一重要人生事

件贈送禮物是適當的，只要這一行

為無意影響商業決策並且禮物價值

不大。  
 
 
“但拒絕可能顯得不禮貌......” 員工

可能會遇到迫於社會壓力而接受超出

公司財務規定的禮品，並且不希望冒

犯送禮者的情況。 此時，員工必須運

用自己的判斷力當機立斷。 在實踐

中，可以向對方提及公司的禮品和交

際應酬政策，禮貌地予以拒絕。 如果

覺得不得不接受，員工必須儘快向經

理報告。 可能的選擇包括在經理的

同意下接受禮品、以禮貌的方式退還

禮品或將禮品捐贈給慈善機構。 

問答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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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衝突

公司董事、高管、員工以及銷售代表必須忠於唯特利。 
當個人利益以任何不當方式介入甚至可能介入唯特利的

利益時，即產生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不會因離開辦公室而終止。 員工必須處理好

所有業務關係，牢記在唯特利的職責。 即使在工作之

外，也要努力避免任何可能在本人和在唯特利的工作之

間產生或可能產生衝突的情形。

唯特利的員工不得同時受雇為其它管道相關產品的銷

售人員、營銷人員或代表。

最重要的是，如果員工知道存在或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

風險，其有義務進行披露。 員工有責任確保本人不涉及

利益衝突。 員工可通知主管、聯繫人力資源部、地區合

規官或法務部門，並在年度利益衝突認證中披露。

利益衝突示例：

一名高管同時擔任了為其公司提供服務的另一家公司

董事會的職務。 該高管應向公司說明這一衝突，並在

與我們的產品有關的對話/投票中進行迴避。

Jane 是招聘經理，她終於獲准填補她已經擔任了幾個

月的空缺職位。 她的嫂子很有專業素養，並且正在找

工作。 為避免延誤，Jane 招聘了她的嫂子，而沒有將

招聘責職責移交給她的上級。

我是航運部門的經理，我的兄弟剛剛被一家貨運公司

聘用，該公司為我們公司處理大量貨物。 我應該向我

的主管披露這種關係，以確保沒有發生衝突的風險，並

確保我們有適當的制衡系統。

問：我父親擁有一家唯特利

供應商公司的控股權。 我最近獲

得職位提升，我的新職位可以影

響與該供應商的合同。 這是否構

成潛在的利益衝突？

答：是的。 你需要向公司說

明這種關係，並迴避與你父親的

公司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業務	

往來。 

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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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唯特利不禁止員工擁有

第二份工作，但員工的主要工作在

唯特利。 任何副業均不得干擾在

唯特利的工作。 員工不得使用在

公司的時間或者公司的設備、耗材

或電腦完成副業工作。 員工還必

須確保副業工作不會對唯特利構

成利益衝突。 

問答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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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衝突
典型的利益衝突包括：

•	 在任何產品或服務供應商、客戶、轉銷商或競爭對手

擁有擁有擁有者權益或投資（持股比例高於 5% ）。

• Victaulic（唯特利）員工或近親與任何客戶、供應商或

競爭對手的諮詢或雇傭關係。

•	 與公司存在或可能發生業務競爭的外部商務工作（擁

有者權益、僱用或供應商/顧問關係）。

•	 從事任何會影響相關人員在履行公司職責時所用時

間和精力的外部活動。

•	 與公司進行買賣交易（通 過正常程序處理給雇員的公

司財產除外）。

•	 擔任任何客戶、供應商或競爭對手的董事會職務，但

已向公司批露的情況除外。

•	 對直系親屬（包括配偶、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

兄弟姐妹、岳父母、女婿、兒媳以及配偶的兄弟姐妹）

或個人密友之工作評估和薪酬福利等事宜的監督、審

查或其它有影響力的活動。

•	 向客戶、供應商或競爭對手而非銀行獲得貸款;如果

員工是公司的高級職員，則向任何與公司有業務往來

的銀行獲得貸款，除非銀行客戶所獲貸款條款通常相

似，並且已向公司首席合規官披露。

問：我很快就要結婚了，

我的伴侶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這屬於利益衝突嗎？

答：不屬於。但我們的公

司政策規定，個人不得監督或

影響對其直系親屬或好友的工

作評估。 

年度電子認證
每一年，員工會被要求確認已經

閱讀、理解並會遵守《唯特利行

為規範》，包括有義務報告違反

或涉嫌違反《行為規範》條款

的 情況。

員工應披露可能以任何方式被

視為構成此類衝突的活動，任

何疑慮應予以披露和解決，以

便基於充分的事實作出判斷。

問答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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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公開 
競爭/反壟斷

唯特利的成功憑藉的是向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和自由市

場體系下的獨立競爭。 我們認為質量、價格和其它客

觀因素是決定競爭結果的關鍵。 反不正當競爭法，也

被稱為反壟斷法或公平貿易法，旨在保護市場的競爭

環境。 唯特利員工不應與競爭對手協調行動，亦不應

限制公平公開的競爭。  
 
在美國和全球許多國家中，反壟斷法和公平貿易法禁

止與競爭者聯合操縱價格、劃分區域、簽訂合同條款

等損害消費者利益並且違反自由市場規則的行為。 
這些法律根據所處的市場環境不同而有所變化。 如
果懷疑某個行為可能違反了公平貿易法律，請聯繫主

管、地區合規官或法務部。

如果偶然獲得任何標明為機密或競爭者專有的資訊，

或有可能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資訊，請立即聯

繫主管或法務部尋求應對建議。

不當反壟斷行為示例：

在一次行業會議上，一位主要競爭對手找到了唯特利

的銷售代表 Phil，他提出了一項互惠互利的安排，即 
Phil 和他共用客戶名單並劃分各自的範圍，每個人都

向自己範圍內的客戶銷售，而不向對方範圍內的客戶

銷售。  
 
在與我們的競爭對手進行討論和協調后，唯特利決定

停止生產某些編號的產品，從而限制這些產品在市場

上的供應。 

一位銷售代表同意為我們的一些產品與競爭對手設

定最低價格，因為這將是兩個企業的雙贏局面。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涉及競爭對手的規定 ：

• 禁止正式或非正式討論價格

或專案/合同條款

• 禁止討論劃分市場或區域，	

設定邊際利潤或合同條款

• 禁止討論產量、銷售能力或

銷售量

• 禁止談論成本或利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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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止以間接方式做不能直接

做的事。 即使通過非正式的

間接評論方式談及有關專案/
合同條款或價格的話題或問

題皆應避免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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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制裁 
與聯合抵制
唯特利被視為一家總部位於美國並且受美國管轄的公司，因此例
外和制裁適用於全球所有公司。  

貿易制裁

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擁有一份因貿易制裁而禁止與其開展

商務活動的國家和個人名單。 唯特利利用這些名單以及第三方

服務在出貨前對所有潛在客戶進行篩選。 如欲瞭解這些國家、最

終使用者和個人的最新名單，請與全球貿易合規或法務部聯繫。  
 
聯合抵制

美國法律禁止美國公司參與任何針對「親美」國家及被列入其它

國家或公司「黑名單」之公司的貿易抵制或限制活動。 例如，一

些中東公司試圖在合同中寫入禁止唯特利在以色列從事商務工作

的條款。 美國法律不會允許這樣的條款在合同中出現或生效。  
 
出口管制

出口條例對某些物品和技術轉讓給外國目的地或個人實行限

制。 某些唯特利的產品和技術可能受到出口管制。  
 
認定出口

轉讓不僅包括發運實體貨物，還包括公開技術數據（例如設備和

設施的目視檢查、口頭交流或技術經驗）、通過電子方式傳輸技

術數據/軟體以及隨身攜帶技術數據、軟體、樣品、零件和專業	

設備。

如對產品或技術的銷售、發運或轉讓是否受限有疑問，請與地區

合規官或法務部聯繫。  
 
海關規定

貨物進口由進口國海關管理。 在幾乎所有國家，這包括關於進口

貨物分類、估價、原產國和標記認證的複雜規定。  
 
CTPAT：海關-貿易界聯合反恐計劃

唯特利參加了美國政府的 CTPAT 計劃。 CTPAT 是旨在建立合作

關係、加強整體供應鏈和邊界安全的政企聯合舉措。

關於國際貿易的 
合規性：

•	 國際貿易法旨在規範商品在世界範

圍內的流動。 唯特利政策規定，

員工必須以合規的方式開展全球業

務，遵守每項唯特利業務所在國的

所有適用進出口和貿易法律。 

關於出口管制：

•	 務必瞭解哪些國家禁止或限制出口

哪些產品。 唯特利商品的再出口

是所有適用交易中應瞭解的問題，

並且在所有情況下均適用美國規

則。 必須瞭解唯特利商品的最終

目的地。

•	 務必瞭解有關出口的繁複的貨運

和財務安排。

•	 詢問有關任何商業制裁或出口限

制的建議。

CTPAT：

•	 為企業提供機會，在打擊恐怖主義

的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確保為員

工、供應商和客戶提供更安全的供

應鏈。  
 
違反進出口和貿易法律法規可能導

致唯特利和/或個人雇員面臨刑事

和民事處罰、業務嚴重中斷以及遭

受企業聲譽損失。

具有國際貿易合規意識是每個人的

責任。 如果遇到任何可能違反貿易合

規政策的情況，請聯繫地區合規官、法

務部或全球貿易合規團隊	

（Trade.Compliance@Victaulic.com）。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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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理商、諮詢顧問 
或其它第三方機構

在很多國家，使用代理商、顧問、代表、經銷商或其它

第三方來安排或與外國政府或政府實體（即國有採礦

公司）和私人實體進行中間交易是一種常見慣例。 這
些類型的關係有可能導致問題。

因此，唯特利制定了全球分銷與代理協定政策，列出了

擬議代理商協定審查和批准步驟及盡責要求。

為支持我們非獨家的單邊經銷戰略，該政策還列出

了何時需要書面轉銷商協定，提供了對轉銷商指派過

程、向直接客戶銷售和其它業務關係的指導，以符合公

司的禁止不當付款政策。

代理商

在與代理候選人進行實質性商談前，國家、地區或分

區經理及各自財務人員必須向唯特利合規和法務部申

請批准。 法務部將提出盡職調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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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公司的交易物件遵守禁止不當付

款的相關法律。 合作方應聲譽良好，沒有違法記錄，

並且具有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報告將提交給合規部

或法務部;在簽訂代理協定前，還應獲得首席執行官的

批准。

代理商必須接受唯特利政策的規定，包括遵守《反海

外腐敗法》和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將其寫入合同

並遵照執行。

 

問： 一位銷售人員想在他

們的區域新增一家轉銷商。 為此

需要採取哪些步驟？

答：新增轉銷商的盡職調

查要求因區域和預期銷量水準而

異，銷售人員應與他們的經理和

區域合規官溝通。 過程可能包括

信用批准、由簽約第三方出具的

調查報告、ABAC 認證、培訓和審

計要求。 

問答

 

問： 唯特利正在進入一

個國家的市場，在我們的銷售團

隊感興趣的專案中，當地政府至

少要擁有部分擁有權。 銷售團隊

希望保留一名顧問，以協助遊說

為即將到來的專案指定關鍵參與

者。 在繼續之前，他們需要執行

哪些步驟？

答：代表唯特利行事的顧

問、說客和其它人被視為代理人。 
在保留代理之前，需要執行盡職調

查和批准流程，最後需要首席執

行官簽字確認。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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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理商、諮詢顧問 
或其它第三方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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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第三方可能被稱為顧問或代表，但他們事實上等同唯

特利的代理商。 任何與顧問和代表擬議的協議必須經過

法務部的審核。 

轉銷商

與轉銷商密切合作是唯特利全球業務的一個重要部分。 
唯特利在執行合規和風險管理計劃時，會審核是否遵守

了被列為高風險國家的反腐敗和反洗錢法律。

必要和恰當時，唯特利將對高風險經銷商進行第三方調

查。 調查將根據最新的經銷商風險矩陣定期更新。 所
有調查都必須經過合規部和法務部的審查和批准。

此外，經銷商風險矩陣還可能要求轉銷商定期證明其持

續遵守FCPA和所在國家/地區適用的當地反賄賂法。

唯特利會要求轉銷商簽署書面協定，以保護唯特利及其智

慧財產權、資產及員工，規避法律或商業風險。

第三方品牌的使用

第三方偶爾可能請求使用唯特利品牌、徽標或其它商標/
版權材料。 這些請求應直接送至市場推廣部或法務部。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問：我怎樣才能知	

道對方是獨立轉銷商還	

是代理商？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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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銷售其它產品嗎？ 
•	 他們是否銷售其它產品或

為其它客戶銷售產品？

•	 他們有庫存產品嗎？

•	 他們是否獲得產品擁有權 
並承擔虧損風險？

如果以上任一問題的答案是	

“否”，則對方有可能是代理

商。 請聯繫法務部獲取説明。

問答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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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洗錢

參與欺詐、賄賂、恐怖主義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的人

士可能會試圖「漂白」從犯罪活動中獲得的錢財，以掩

蓋贓款或使其合法化。 目前，有 100 多個國家制定了

反洗錢法，禁止開展涉及贓款的交易。 另一個值得 
關注的情況是使用合法資金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有時稱

為“反向洗錢”。 

唯特利將遵守全球各地的反洗錢法和反恐怖主義法，並

且僅和從事合法生意、使用合法資金並且聲譽良好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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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務必對下列活動保持警惕：

• 要求轉帳給第三方或實際客戶的業主或員工，	

或未知或無法識別的帳戶。 轉帳前要驗證帳戶持

有人。

• 付款看起來跟客戶沒有任何聯繫或者不能通過有效

發票予以證明。

• 客戶、轉銷商或代理商不願提供完整資訊、 提供錯

誤或可疑資訊或試圖迴避報告或記帳要求。

• 要求現金支付。

• 訂單、採購和付款異常或與客戶業務不一致。

• 極為複雜的付款安排，沒有真實業務目的或付款條

件異常優惠。

• 交易涉及地點被識別為避稅天堂或已知的恐怖主

義、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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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

機構。

問答
問：一位歐洲客戶下了訂單

但要求唯特利接受其姊妹公司的

付款。 是否應該繼續？ 

答：不可以。 客戶的請求

是一個危險信號，應當拒絕，因為

這可能是隱藏非法活動的一種方

式。 應向合規部和法務部報告該

情況以作進一步調查。 
 
 
 
 
 
 

 
假如遇到可疑活動，請提交唯特
利法務部或合規部，確保在繼續
深入交易之前能迅速解決疑問。 
請務必妥善記錄解決方案。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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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應商 
的關係

問：在拜訪潛在的供應商

時，我注意到他們將化學廢物

排放到工廠附近的溪流中。 該
公司報出的價格和交貨時間很

有競爭力。 我們可以和這樣的

供應商合作嗎？

答：將化學廢物傾倒到

河流中會對環境造成危害，這

違反了唯特利的供應商行為規

範。 應立即終止與該供應商的

關係，並將情況報告給合規部

和法務部。

唯特利不能容忍任何賄賂行

為，並且希望我們的供應商和

承包商也這麼做。 賄賂是直接

或間接地給予或承諾任 
何有價物，以對第三方行為造

成不當影響的行為。 賄賂可能

包括金錢、禮品、差旅費、交際

應酬費、度假費或任何直接 
或間接考慮的利益。

問答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唯特利與供應商、銷售商、分包商的關係要建立在合法、有

效和公平交易的基礎上。 唯特利的政策是擇優採購設備、

用品和服務，滿足我們對品質、價格和交付的要求。 我們

將誠信、公平、不加歧視地對待所有供應商。

我們只與遵守當地法律以及符合監管、安全性、可追溯性和

其它適用法律要求的供應商開展業務。 唯特利保留在發現

問題時終止供應商關係的權利。 唯特利希望我們的供應商

簽署我們的供應商行為規範。 拒絕執行應引起關注並與

法律和合規部門進行討論。

唯特利員工不應通過操縱、隱瞞、濫用資訊優先權、歪曲重

要事實或其它不公平的交易行為獲取不公平優勢。

我們應通過保密協定保護唯特利的機密及智慧財產權，以

及任何供應商提供的包括在保密協議中的資訊。

作為一家全球性公司，唯特利致力於為持續服務或大型採

購項目談判正式合同。 如有必要，請尋求全球物流採購部

或法務部的説明。 

供應商/承包商/顧問背景調查

我們應採用與聘用員工時相同的標準來招聘承包商和顧

問，即能力、專業性、信譽度和誠實度。 參與採購決定和承

包商或顧問聘用的員工亦應對顧問和承包商進行適當的背

景調查。  

供應商關係濫用示例：

品類經理 Jack 將專案授予其親屬擁有的公司，但

未披露這一利害關係、進行適當的背景調查或供應

商合規性調查。

採購人員Mary接受了供應商提供的體育賽事門票，

作為授予他們額外業務的回報。

生產經理 Hector 選擇了一家機器維護供應商，以

換取供其個人使用的免費工具。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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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雇傭 
行為規範

問：一位供應鏈經理想要使

用中國新疆地區一家供應商的服

務，傳聞該地區使用童工。 唯特

利經理去過現場，認為這一問題

並不存在。 他可以與這家供應商

合作嗎？

答：回答是“也許吧”。 由
於這裡是人口販賣、奴役和童工

違法行為的風險地區，因此在使

用該供應商之前必須進行適當的

盡職調查。 供應鏈經理應讓合

規部參與進來，以確保遵循適當

的程式。 

問答 許多國家的法律都在宣導公平對待勞動者，特別是針對婦

女和少數族裔，但這些法律有很大不同。 為此，唯特利建

立了一套全球標準，確保全球各地的員工都可以受到尊重

與公平對待。

聘用、晉陞、薪酬、解聘、培訓機會和工作分配等人事決

定，皆基於資歷、經驗、能力和業績表現，而非根據下列特

徵作出：

•	 性別 

•	 懷孕 

•	 年齡

•	 膚色/種族 

•	 殘疾 

•	 婚姻狀況

•	 國籍 

•	 宗教信仰 

•	 服役狀況

•	 受法律保護的其它特徵

（集會、結社、信仰和性

取向）

唯特利致力於保護人權，消除人口販賣和奴役。 唯特利意

識到，奴役和人口販賣可以以許多形式發生，例如強迫勞

動、童工勞動、家庭奴役、性販運和工作場所虐待。 因此，

唯特利尋求促進誠實和道德的行為，阻止違法行為，支援

在全球業務中遵守適用的法律法規。 完整的反人口販運

和奴役聲明可在唯特利內部網上找到。

工作場所的騷擾

工作場所應當具有安全、專業的氛圍，優點、能力和信任 
在這裡至關重要，多元化亦受到重視。 我們努力創造 
不會受到同事、主管、商品和服務提供者、承包商和客戶騷

擾的工作環境。 工作場所的騷擾可以以言語、身體或視覺

等多種形式出現。 所有的騷擾形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 製造令人感受到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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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生厭的套近

乎、不恰當的色情玩笑、性暗示言論、身體接觸、性交易以

及對外貌不適當的評論等。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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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雇傭 
行為規範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問：我是一名主管，我的

一名下屬告訴我同事對其有不

當的性行為，但要求我不要報告

這一騷擾情況。 我是否應該尊

重下屬員工的意願？

答：經理應鼓勵員工將這

一事件報告給人力資源部門。 
如果員工不願意這樣做，經理

有責任報告所有潛在的騷擾現

象，並應聯繫人力資源部，以便

公司進行適當的調查。 

問答其它騷擾示例包括：有關種族、宗教、民族、性別或年齡的

冒犯性言論、玩笑或圖片。 即使通過公司郵箱或語音郵

箱秘密發送的材料和言論亦會被視為騷擾或形成不友好

的工作氛圍。 唯特利不允許出現冒犯性的行為或言論。  
 
色情娛樂

有時候，客戶、供應商甚至員工都對商業性用餐和色情娛

樂活動感興趣。 不管當地風俗習慣如何，唯特利都不會容

忍此類行為或為之支付款項。  
 
保護員工的機密資訊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唯特利可以按照唯特利《內部

隱私聲明》中的說明採集和處理個人數據和特殊類別的數

據。 該聲明可登錄Pipeline查閱。 唯特利致力於在業務中

保護數據安全，維持高水準的數據保護力度。 我們希望全

體員工和其它工作人員熟悉《唯特利內部隱私政策》，並在

採集和處理個人數據和特殊類別數據時按照政策要求履

行職責。   

不公平待遇違規案例：

客戶服務代表Vivian在表明需要因宗教活動而請一天

假之後被解僱了。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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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公平雇傭 
行為規範

彈性工作指導原則

唯特利通過彈性的工作時間安排致力於幫助員工兼顧工

作、家庭和個人義務。 彈性安排工作時間為員工帶來更大

的靈活性，同時還讓唯特利能夠保持高效的工作環境。 唯
特利將根據具體情況考慮是否同意員工彈性安排工作時

間。 鑒於職位類型不同、人員職位級別不同，不一定總能

安排彈性工作時間。

部門主管/經理負責確定員工的彈性工作時間或遠端工作要

求是否對其部門來說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開放式溝通對於彈性工作時間的成功至關重要。 希望調

整或修改彈性工作時間安排的員工必須獲得其總監/經理

的批准。 公司期望員工能夠與在辦公室工作一樣的投入。

靈活工作的選項包括
彈性工作時間和遠端
工作： 
 
彈性工作時間允許員
工在正常工作日安排
工作開始和結束時間
時具有一定的靈	
活性。  
 
遠端工作允許員工在
工作周的全部或部分
時間里異地工作或在
有網路信號的位置	
工作。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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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財務記錄和監控不力示例：

會計文員 Silvia 被其主管要求用普通運營開支沖銷

特種賬戶儲備金。 當她拒絕並稱這是謊報部門收入

的行為時，主管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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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應安

心將這種情況提升到更高級別的管理層或合規	

部門。

Fred 和 John 在銷售部門工作，並決定去吃一頓昂貴

的晚餐。 為了看起來合情合理，他們分攤了帳單金

額，以避免他們的經理提出質疑。

準確 
的帳簿記錄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任何員工不得迫於壓力修改

財務資訊或其它數據，以	

“得到所要的數位”。

不敢報告“壞消息”

延遲報告壞消息只會使問題

更嚴重，同時減少解決問題

和吸取教訓的機會。 財務

或其它方面的任何壞消息都

應該快速上報。

為未來期間保留利潤

保留儲備金、利潤或其它應

急費用來保護未來利潤的做

法是不可接受的。 儲備金、

應急費用以及利潤都應使用

適當的通用會計慣例和內部

會計政策進行分析和報告。

唯特利的每個分支機構都應保存準確的帳簿記錄。 準
確、及時的財務或經營記錄以及嚴格的出口控制可為管

理業務提供核心資訊。

所有公司付款和其它交易必須按規定獲得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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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所有分支機構必須執行適

當的內部控制，以確保我們的財務資訊完整而準確。 

嚴禁以任何目的設立未披露或未登記的公司基金，公司

資金也不能存放於個人或非企業帳戶。 所有公司財產

應予以妥善保管，並應定期與財務記錄核對。

嚴禁蓄意毀壞公司資產和財物，或未經適當授權而將財

物帶離公司處所或轉移它處。 公司財產亦包括任何形式

的電子信息資料。

未經總裁/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的許可，不得將財務

資訊提供給公司以外的任何人。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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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商業秘密 
及保密資訊

切忌：

•	 在沒有先向法務部諮詢

的情況下接受屬於第三

方的機密資訊。

•	 未經事先批准，執行任

何有關機密信息的檔，

包括保密協定或類似	

條款。

•	 與客戶、供應商或競爭

對手討論機密資訊。

•	 在沒有法務部書面同意

的情況下僱用第三方研

發新產品。

•	 在申請專利或者採取其

它安全措施之前透露有

關新產品資訊。 

•	 未獲法務部批准的情	

況下，創建或使用新的

商標。

•	 沒有先與新人簽訂競業

禁止保密協定和/或誠信

契約書便聘用其為	

員工。

唯特利是機械管道產品設計、製造和分銷方面的世界領先

企業，並且一直致力於開發創新產品。 唯特利最有價值的

資產包括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和機密資訊等各類智

慧財產權。

唯特利對於註冊新的專利、商標和版權設立了有效的國際

程式。 有關專利、商標和版權，包括與侵權有關的問題或

聲明，應聯繫唯特利法務部。 在審核來自唯特利外部的新

產品概念時，如要徵求、接受或使用第三方智慧財產權，或

向第三方透露唯特利的智慧財產權，請先向法務部諮詢有

關專利權、商標權、商業秘密或機密資訊的許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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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客戶名單、價格、專案利潤、預算以及研究和經營戰

略。 洩露這些資訊會損害唯特利對上述商業秘密的權利。 
除非有唯特利法務部批准的保密或許可協議，否則禁止	

披露。 

保密協定

在聘用或簽約前，全體員工、顧問及承包商必須簽訂保密協

定。 如果任何客戶、轉銷商、銷售商或供應商要求執行保

密協定，請聯繫法務部。 

使用版權和/或商標權的相關信息

當員工在內部或外部場合做書面和/或口頭交流、演講及

宣傳活動時，應當尊重他人擁有版權或商標權的信息和圖

片。 請務必瞭解並遵守適用於任何從外部資源獲得之資

訊、錄音或攝影或其它創作作品的版權規定或法律。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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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公司財產
保護公司財產不受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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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備

•	 金錢

•	 信息系統

無形資產

•	 智慧財產權

•	 發明披露資訊

•	 生產 
技術

•	 商業秘密

•	 計算機程式

員工應按管理層授權，妥善使用上述資產。 如有任何涉嫌

竊取、詐騙和不當使用公司財產的行為，員工應向主管或地

區合規官報告。

公司財產不得用於個人利益。 但一些合理行為是被允許

的，例如打電話回家詢問生病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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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在允許限度內，不會影響工作目標的

完成，因此是合理且被允許的。 

當員工濫用公司財產謀求個人用途或利益時，問題就出現

了。 重者，此類行為可被視為盜竊或詐騙。

運用良好的判斷力，如不確定可詢問經理。

計算機與數據安全

只有唯特利員工可以訪問公

司系統。 第三方人員僅在持

有唯特利IT 部門許可的情況

下方可訪問系統。

公司提供的計算機、電話和

行動裝置都是唯特利的財

產。 唯特利系統上存儲的

所有電子郵件、語音郵件、

文本消息和其它檔以及計算

機的使用方式皆按《唯特利

內部隱私聲明》中的條款受

到審查或監視。 

嚴禁通過公司計算機、網

路、郵件或者互聯網資源來

訪問、查看、傳送檔或散佈

有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恐嚇或其它不良或非法的	

資料。

禁止利用公司資源從事任何

違反國家法律或法規的 
活動。  
 
員工應保持警惕，確保系統

和機密資訊安全。 數據的

不當披露、損壞或丟失可能

對唯特利造成巨大損失。  
 
所有疑似安全事件應立即

報告給員工主管或資訊安全

團隊。

公司財產不當使用範例：

利用工作時間和公司的印表機為當地籌款活動製

作傳單。  
 
Philip 正在開展一項新業務，他在辦公室 
給潛在客戶打電話。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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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活動

遊說和政治活動是民主（政治）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

於公司能做和不能做什麼，有嚴格的規定。 唯特利積極與

當選官員建立良好關係，以為公司經營創造良好的環境。 
但幾乎唯特利運營的所有國家都出臺了嚴厲的法律限制，

規定了企業可以向當選官員及其下屬捐助、提供、允諾或贈

送什麼。 由於這些限制，任何希望與說客或政治顧問合作

的人都必須首先獲得法務部的批准。

在未向法務部諮詢，繼而得到總裁和首席執行官許可的情

況下，員工不得以政治目的直接或間接贈送、提供或授權提

供公司的資金或其它資產。

如果政治捐獻是為了讓政府官員有所表示，無論直接還是

間接，都可理解為是一種賄賂行為。 這種表示可以是直接

的，如在採購決策或類似行為中建議選擇唯特利，或是間

接的，如許諾將唯特利包括在當期或未來某個專案的批准

供應商名單中 。 

個人政治活動

唯特利鼓勵員工參加政治活動，支援員工選擇他們自己的

候選人或政黨。 但員工不得使用在公司的時間或者公司的

財產或設備參與個人政治活動。 個人參與政治活動是員工

的選擇，必須完全自願。

問：我自願參加當地女

議員的競選活動。 我計劃在每

天的午餐時間使用我的工作計

算機來徵集競選捐款。 這樣可

行嗎？

答：不可以。 唯特利公

司的任何資源都不得用於非工

作活動，即便是非工作時間也

不可以。 

使用公司資金或資源（需諮
詢法務部）進行政治捐贈
的示例

•	 向地方、國家或聯邦政治

候選人捐贈。

•	 購買政治籌款活動的 
門票。

•	 提供任何有價物，包括餐

點、商品、服務、旅遊住

宿或運動和娛樂項目的

門票。

•	 在工作時間借出全體人員

或其它公司資源用於政治

籌款活動。

•	 為政治廣告或其它競選費

用付款。

問答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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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 
宣傳

唯特利舉報熱線流覽 
Victaulic.com 網站「公司相
關」頁面獲取聯繫資訊。 

不當對外宣傳示例：

歐洲銷售冠軍 Joe 在個人領英

頁面表明其負責唯特利垂直市

場的銷售工作，並列出了唯特利

在該市場的實際產品銷售額或

他本人對唯特利在該市場銷售

策略的想法。 他只應簡單說明

其在唯特利的職責，不應披露

財務或其它專有資訊。

福克斯製造廠行政助理 Janet 
接到了一位記者的電話，詢問

工會合同條款的狀況。 她回答

說：「我認為是這樣的，稍後我

再告訴你」，而不是把記者的信

息傳遞給企業宣傳部。

新聞與行業媒體 
 
所有面向新聞與行業媒體的溝通交流及媒體要求應直接

交給企業宣傳部。 媒體請求可能包括以下主題的內容： 

•	 工作力合同談判，管理改革

•	 併購或重大商業動態

•	 新的產品、政策、工藝或商業策略

社交媒體 
 
唯特利員工對社交和業務網路平臺的運用已經越來越常

見，因為這些工具已成為商業和個人交流、網路拓展和

研究的主要方法。 員工在堅持以下原則的前提下，可以

使用社交媒體： 

•	 不得在此類平臺上提及專有商業資訊。

•	 為本人在社交媒體上所發表的內容承擔個人責任。

•	 如果在某個平臺上將本人標識為唯特利員工，則個

人資料和相關內容應與唯特利希望員工向同事和客

戶展示員工個人的方式保持一致。

•	 在任何相關的評論或帖文中，務必明確只代表本人

而非唯特利的立場。

•	 記住，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的內容會公開很長一段	

時間。 

來自博主和作者的所有內容與請求都應直接提交企業宣

傳部。  
 
如果看到值得關注的評論或帖文，請提醒法務部或企業

宣傳部。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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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
熱線
舉報熱線用於報告違反和涉嫌違反《行為規範》的行為，或表達疑慮。 舉報熱線隨時可用，

採用保密機制，方便易用。 舉報熱線由第三方供應商 Navex Global 運營。 舉報可在線進行，

也可撥打所在地區的免費電話。 兩種方式均為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可用。 系統將為舉

報案件分配編號和密碼。 如果在完成舉報后，又想起其它事情或發生了其它情況，舉報人可

使用舉報編號和密碼再次撥打電話或登錄網站。

我們鼓勵員工首先向經理或主管或《行為規範》第 4 頁所載聯繫人提出疑慮或進行報告。 
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下方列出了可用的免費電話號碼、其它地區的免費電話說明以及在線

舉報工具的連結。 在當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可匿名舉報，但告知身份可簡化後續行動。

在某些國家/地區，當地法律對員工可以舉報的違規類別進行了限制，或在使用舉報熱線或在

線工具時，必須提供個人身份資訊。 如在當地法律禁止匿名舉報的國家進行舉報，唯特利將

在整個後續跟進過程中盡可能地予以保密。

在線舉報

Victaulic.Ethicspoint.com 

免費電話號碼

美國  1-866-842-2927

澳大利亞（Optus）  AT&T Direct® Access (1-800-551-155) + 866-842-2927

澳大利亞（Telstra）  AT&T Direct® Access (1-800-200-288) + 866-842-2927

比利時  AT&T Direct® Access (0-800-100-10) + 866-842-2927

巴西  0800-892-1872

保加利亞  (00-800-0010) +866-842-2927

加拿大  866-842-2927

中國  4008822025

捷克共和國  800-144-409

丹麥  (800-100-10) +866-842-2927

埃及（開羅）  (2510-0200) +866-842-2927

埃及（開羅外）  (02-2510-0200) +866-842-2927

芬蘭  0800-9-13395

法國  0800-90-9297

德國  AT&T Direct® Access (0-800-225-5288) + 866-842-2927

印度  AT&T Direct® Access (000-117) + 866-842-2927

愛爾蘭（UIFN）  (00-800-222-55288) + 866-842-2927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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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
熱線
以色列（Barak）  (00-800-222-55288) + 866-842-2927

以色列（Bezeq）  (1-80-949-4949) + 866-842-2927

以色列（Golden Lines）  (1-80-922-2222) + 866-842-2927

義大利（包括梵蒂岡和聖馬	
利諾）

 AT&T Direct® Access (800-172-444) + 866-842-2927

韓國（DACOM）  AT&T Direct® Access (00-309-11) + 866-842-2927

韓國（ONSE）  AT&T Direct® Access (00-369-11) + 866-842-2927

韓國（韓國電信）  AT&T Direct® Access (00-729-11) + 866-842-2927

韓國（美軍基地 Dacom）  (550-2USA) + 866-842-2927

韓國（美軍基地，韓國電信）  (550-HOME) + 866-842-2927

馬來西亞  (1-800-80-0011) +866-842-2927

墨西哥  001-877-615-4831

荷蘭  (0800-022-9111) + 866-842-2927

挪威  (800-190-11) + 866-842-2927

挪威（美軍基地）  (800-199-11) + 866-842-2927

波蘭  0-0-800-111-1983

卡達  00-800-100-554

羅馬尼亞  (0808-03-4288) + 866-842-2927

南非  (0-800-99-0123) + 866-842-2927

西班牙  AT&T Direct® Access (900-99-0011) + 866-842-2927

瑞典  AT&T Direct® Access (020-799-111) + 866-842-2927

瑞士  (0-800-890011) + 866-842-2927
臺灣  AT&T Direct® Access (00-801-102-880) + 866-842- 2927
土耳其  (0811-288-0001) + 866-842-2927

阿聯酋  (8000-021) + 866-842-2927

阿聯酋（軍事USO和行動	
電話）

 (8000-061) + 866-842-2927

阿聯酋（迪拜）  (8000-555-66) + 866-842-2927

英國和北愛爾蘭  (0-800-89-0011) + 866-842-2927

你所在國家/地區不在清單中？ 請通過下方連結找到正確的 AT&T Direct® Access 號碼，依次

撥通該號碼和美國號碼866-842-2927。

http: www.business.att.com/bt/access.jsp（選擇國家名稱的第一個字母，找到相應國家和 
AT&T Direct® Access 號碼）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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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和銷售支援遍及全
球，服務范圍超過120個 
國家/地區

圖例

 總部

28

行為規範

http://www.victaulic.com


29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VC-CC-5059-TCH      9210 REV F   04/2022
Victaulic（唯特利） 和所有其它 Victaulic（唯特利）標誌均為 Victaulic（唯特利）公司和/或 
其附屬實體在美國和/或其它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此文列出的所有其它商標是其 
各自持有人在美國和/或其它國家的財產。 術語“已取得專利”或“即將取  
得專利”是指在美國和/或其它國家的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 

© 2022 VICTAULIC（唯特利）公司。 保留所有權利。

美國/全球總部
4901 Kesslersville Road 
Easton, PA 18040 USA

歐洲、中東、非
洲和印度
Prijkelstraat 36 
9810 Nazareth, Belgium

亞太地區
中國上海市

中山西路 1602 號
宏匯國際

廣場 B 座 808 室，	

郵編：200235victauliclocations.com

https://twitter.com/Victaulic
https://www.facebook.com/VictaulicCompany
http://www.youtube.com/user/VictaulicCompany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victaulic
http://i.youku.com/i/UMzUzODA2ODM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