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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寄语
90 多年来，MacLean-Fogg 通过坚定地致力于取得出色表现和诚信行事，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信任关系。这
是 MacLean-Fogg 自 1925 年由我的曾祖父 John MacLean, Sr 创建以来一直奉行的指导原则。当时，我们通过
开拓新业务和新地区，创下了持续增长记录，我们也树立了开展合法和道德行为的良好声誉。
我对我们实现目标的方式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我们对以下基本价值观的承诺：

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
安全和环保意识是首要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顾客为先。
质量是主要的优先事项。
不断进取是我们屹立不倒的良方。
坚持诚信行事永不妥协。
在这个很多人对商业充满前所未有的悲观情绪的背景下，MacLean-Fogg 必须通过遵守法律条文和精神，继续每
天赢得利益相关者的高度信任。这正是我要求每个 MacLean-Fogg 团队成员做出遵守我们的《商业行为守则》的
个人承诺的原因所在。本守则是本公司政策和程序的实用指南和基础，而所有这些都为预期行为提供额外指引。
本守则同样适用于 MacLean-Fogg 的所有员工、董事和高级人员以及代表我们开展业务的所有第三方。不论我们
在何处工作，也不论我们担任什么角色，我们都负责使我们自身和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
不要让任何事损害您对遵守我们标准的承诺。我恳请你们举报任何可能有损诚信的行为，而且我向你们保证任何
人都不会因为善意地提出问题或举报违反行为而遭受任何负面后果。如果你们对什么是恰当行为有疑问或疑虑，
请立即通过本公司提供的合规和道德资源提出问题。
出色的财务表现与合规和道德的高标准之间并无冲突，两者相辅相成。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的行为将继续秉持
诚信，并且继续为顾客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感谢你们尽职尽责，保持 MacLean-Fogg 成功和诚信的传统。

此致

Duncan A. L. Ma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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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守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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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Lean-Fogg，我们致力于在开展业务时，坚守最
高的诚信标准，并且完全遵守法律精神和条文 。作为
这一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进行日常活动时做正
确的事并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包括帮助营造一种我们
彼此尊重、向顾客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诚信竞争并
且以本公司为荣的环境。
确定正确的行动方案并非易事。在需要额外指导的情
况下，本《商业行为守则》（“本守则”）作为实用
指南，可以帮助您做出正确的合法和合乎道德的选择。
本守则着重强调了管限 MacLean-Fogg 全球业务的很
多重要法律、道德和监管规定，还提供与如何举报潜
在违反行为的额外信息和指引有关的资源。

您必须细阅、了解及遵守本守则。我们期望您全心全
意支持本守则所载的价值观和原则。
我们承诺诚实行事、公平交易
MacLean-Fogg 董事会已采纳本守则，以确保采取诚实
和合乎道德的行为；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并公平对待
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员工。我们重视良好的公
民身份，并且不会通过操纵、隐瞒、失实陈述重大事
实或任何其他不公平的做法来利用他人。
不论我们在何处开展业务，本守则都同样适用于所有
MacLean-Fogg 董事和员工，包括 MacLean-Fogg 子公
司和联营公司的高级人员和员工。我们还期望所有分
销商、供应商、合同工、代理、顾问和代表我们行事
的其他人遵守本守则载列的原则。

Fogg 的特定主题政策不断添加和更新，员工可以在
HR 门户中查看政策。
如果您对本守则或如何处理具体情况有任何疑问，您
应细阅与您有疑问的主题有关的 MacLean-Fogg 政策
（如适用）、与本地或公司人力资源部或 EHS 代表交
谈、联系本公司的首席合规官，或者使用 MacLeanFogg 的道德及合规求助热线 ComplianceLine（网址
为
app.mycompliancereport.com/report?cid=MF
（或网站上载列的免费电话号码）。

我们的责任
作为团队成员的责任
MacLean-Fogg 要求所有团队成员了解并遵守本守则概
述的标准及适用于您在本公司所任职位的法律和政策。
无论何时只要您对具体合规事宜或道德及合法行为由
什么构成有疑问，我们都鼓励您寻求帮助。

“我不知道”不是不道德或非法行为的借口。

具体而言，所有团队成员都应该：
•
•
•
•

了解并遵守本守则
遵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在有疑问时寻求帮助
立即使用本守则所述的合规资源举报任何涉嫌违反
行为
对您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为您的行为感到自豪

遵守法律

•

MacLean-Fogg 要求我们的所有董事、员工和代表我们
行事的任何人遵守我们开展业务所在地的所有适用法
律。由于我们是一家全球公司，很多不同司法管辖区
的法律可能适用于我们的工作。如果当地法律、文化
或惯例与本守则制定的原则和标准不同，团队成员应
向首席合规官寻求指引。

我们将会不时要求您证明您已细阅和了解本守则，并
且将会继续遵守本守则。未能遵守本守则所载的任何

使用本守则

任何管理其他团队成员的团队成员应负有示范、提倡
和确保道德和合法行为的特别责任。您还需要确保您
的团队成员在他们对涉及实际或潜在违法或违反本守
则行为有疑问或者想要报告与此有关的疑虑时不害怕
遭到报复。

本守则提供多种标准，可帮助指导您的行为。它并不
能处理您可能遇到的每种情况，但其旨在补充您自己
的良好判断力、常识和是非认知。因此，任何不道德
或非法行为都可能使您受到适当的纪律处分，即使它
在本守则中未专门提及。

标准（包括举报规定）可能导致一系列纪律处分，情
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作为主管的责任

您收到的与实际或潜在违反行为有关的任何举报必须
立即引起本文件所提供的合规资源的重视。

本准则还包含对 MacLean-Fogg 政策的引用，这些政
策提供了有关特定主题的更多详细信息。 Ma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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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所有主管都应该：

报告和调查

•
•

提出问题和举报违反行为

•
•

•

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确保您的团队成员了解并遵守本守则、MacLeanFogg 政策和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强调本守则的重要性，并加强 MacLean-Fogg 对以
合法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开展业务的承诺
鼓励与团队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
确保严格执行 MacLean-Fogg 对报复善意举报人的
零容忍立场

问
我是一名主管，我的一名团队成员向我举报了一项对
Question
本守则的潜在违反行为。我该怎么办？
I am
a manager and one of our team members reported
You should encourage open communication from your
答 member and ensure that MacLean-Fogg’s zero
team
您应鼓励团队成员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并确保严格
tolerance
position on retaliation against good-faith
reporters
is strictly enforced.
执行 MacLean-Fogg
对报复善意举报人的零容忍立
场。
Next, you should review the facts carefully and ask
yourself
whether the action is both legal and consistent
接下来，您应仔细审查相关事实，并问问自己该行为
with MacLean-Fogg’s values and policies and this Code.
是否合法及符合 MacLean-Fogg 的价值观和政策及本
守则。if either (i) you believe a violation of the Code
Finally,
occurred, or (ii) you have any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最后，如果
(i) 您认为发生了违反本守则的行为；
violation
occurred,
you should immediately report the
或 (ii)
您对是否发生了违反行为有任何疑问，您应
matter
to one
of the Company’s compliance and ethics
resources
立即向本公司的其中一个合规和道德资源报告有关事
as discussed herein. If you are confident that
no宜。如果您确信未发生任何违反行为，您应与团队成
violation occurred, you should discuss the reasons
why
with your team member.
员讨论理由。

合乎道德的决策
若正确的选择并不明确，在确定行动方案之前，总是
问自己：
•
•
•
•
•

我是否仔细审查了相关事实？
行动是否符合 MacLean-Fogg 的价值观、政策和本
守则？
行动是否合法？
我是否能轻松自在地向团队成员和主管解释我的行
动？
若有朋友和家人得知我的行动，我是否会感到自
豪？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某件事看起来不合乎道德或不恰
当，那这件事很可能不合乎道德或不恰当。仅仅因为
其他人正在做某件事，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正确做法。

我们都有责任帮助本公司揭露和处理非法活动，并且
促进对道德问题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您获悉违反或
看似违反本守则、MacLean-Fogg 政策或适用法律法规
的行为，根据本守则，您有责任立即举报该行为。
举报有关问题或提出问题的途径有很多种。不论您选
择哪种途径，我们都会以同样高程度的严肃性和重要
性来对待您的问题。
本守则载有用于举报的联系资料，包括我们的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网站和免费电话号码。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匿名举
报违反行为。但是，请了解 MacLean-Fogg 可能难以
或不可能对匿名举报进行彻底调查。因此，我们鼓励
您考虑透露您的身份，以便跟进和改善事实收集情况。
如果您决定保持匿名，请在举报中提供尽可能多的信
息。

我们承诺禁止报复
我们不会容忍对善意举报或参与调查的员工进行任何
类型的报复。
“善意”行事指您合理地认为违反行为已经发生（或
将要发生）、您披露您拥有的所有信息，以及您认为
您的举报完整准确。任何人若报复善意举报人将受到
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您绝不应该提交明
知虚假或恶意做出的举报。恶意举报可能导致纪律处
分，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问
在我善意举报后，会有什么结果？

答
在向任何 MacLean-Fogg 合规和道德资源举报后，您
将会看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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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举报将会得到严肃对待。
您的举报将得到立即和彻底调查。
您的举报和您的身份将在可行范围或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予以保密。
您的举报将适当上报，包括上报给 MacLeanFogg 董事会（如适用）。
如果您已披露您的身份，您将收到关于收到您的
举报及其最后处理结果的跟进通信。
您不会因为善意举报而遭到任何报复。

调查和保密
我们会尽快回应所有举报。我们将在仍能进行彻底调
查的同时，于可行和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以保密方
式处理举报信息。
我们将指派本公司内的恰当人员立即调查所有举报。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会有外部调查员和法律顾问参
加。作为团队成员，您应该全面配合所有内部和外部
调查或审计，包括如实回应调查和披露您拥有的所有
相关信息；蓄意失实陈述或不披露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违反本守则的后果
在 MacLean-Fogg，道德行为是核心价值观，我们非常
严肃地对待违反本守则的行为。未能遵守本守则可能
导致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在某些情况下，
还会被采取法律行动。

问
我认为我看到了违反本守则的行为，但并不是很肯
定。我该怎么办？

答
如果您合理地怀疑发生了违反本守则的行为，您就必
须报告。善意举报问题并不意味着您了解所有事实或
您是“对的”。它是指您认为您的举报准确真实，以
及您公开真诚地分享您的信息。
举报问题越早，解决问题就会越快。即使您不了解全
部事实，您也应该就您知道的与涉嫌违反行为有关的
情况与您的主管或 MacLean-Fogg 的其中一个合规和
道德资源进行讨论。通过这样做，您履行了您在本守
则下的义务，并将有助于确保我们仔细审查问题，以
确定是否有违规行为发生。

合规和道德资源
MacLean-Fogg 合规和道德资源的联系资料载于本守则
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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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 MacLean-Fogg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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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我们的团队成员在尽可能最安全的条件下工作、
得到公平对待和尊重，及在把诚信作为优先事项的环
境中工作。创建和维护这种环境需要团队每位成员的
支持和承诺。
本守则所载的政策作为一项指南。每位团队成员都有
责任向 MacLean-Fogg 和彼此承诺始终牢记以真诚、
诚信、公平和安全的方式工作。

创造彼此尊重的工作场所
员工至关重要
Our
Standard: 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促进公平对
Create a positive work environment
我们的标准：
that fosters fairness for others.

待他人。

MacLean-Fogg 最重要的资产是每天努力工作为我们顾
客服务的男性和女性员工。拥有技术精湛和努力工作
的劳动力，对我们作为一家公司取得共同成功而言至
关重要。
MacLean-Fogg 坚定不移地承诺在安全健康的工作环
境下公平对待所有团队成员。这个标准同样适用于与
我们一起工作或寻求与我们开展业务的个人和组织，
包括我们的顾客、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如果我们
遇到或看到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我们都有责任直言
不讳。

反骚扰
Our Standard: We act professionally and are
我们的标准：我们以专业方式行事，并且尊重其
respectful to other team members and everyone that
we他团队成员及与我们开展业务的每个人。
do business with.
在 MacLean-Fogg，我们给予每个人——无论他们是我
们的同事团队成员、顾客、供应商或其他商业伙伴—
—尊重和尊严。每个人都理应在没有骚扰和无礼行为
的环境中工作。
MacLean-Fogg 不会容忍对他人造成恐吓、敌意或冒犯
的工作环境的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行为。
骚扰的一些例子包括：
•
•
•
•
•

性骚扰，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或姿势。
冒犯性的评论、玩笑或行为（举例而言包括涉及
成人娱乐的任何活动）。
冒犯性或露骨的图片或材料。
对种族或民族的诋毁。
欺凌或恐吓。

Question
问
One
of my supervisors has asked me to meet for drinks
我的一位主管几次邀请我下班后喝点东西。我一再告
after work several times. I have repeatedly told him that
诉他我晚上没空，可是他一直不肯罢休。上星期他提
I am not available in the evenings, but he keeps asking.
到如果我和他一起喝点东西，答应我的晋升可能会更
Last
week, he mentioned that if I joined him for drinks, it
有希望。我一定要应邀喝点东西才能得到我应得的晋
might
go a long way in getting the promotion I have been
升，这似乎不太对劲。我是否反应过度？

平等就业机会
Our Standard: We encourage a diverse and
我们的标准：
我们鼓励聘用多元化和具有包容性
inclusive
workforce.

的劳动力。

作为一家全球公司，我们把多元化视为一种竞争优势。
我们始终根据个人的品质、资质和表现，做出所有聘
雇、薪酬和晋升决定。MacLean-Fogg 承诺在采购机会
中纳入少数族裔和女性拥有的商业企业。
MacLean-Fogg、我们的团队成员和与我们一起工作的
第三方绝不应容忍基于下述各项的歧视：种族、肤色、
宗教、性别、性偏好或取向、公民身份、婚姻或家庭
状况、退伍军人身份、遗传信息、民族血统、年龄、
残疾或任何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状况。

Answer
答 You are not overreacting. If your supervisor is
No.
否。您没有反应过度。如果您的主管让您感觉不舒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mplying that your refusal
to 服，并暗示您拒绝接受他的邀请，可能会影响您的
comply with his request can impact your potential for
a promotion,
that is not acceptable. You should report
晋升机会，这是不能接受的。您应立即向合规资源
this
behavior
to one of your compliance resources
之一举报这种行为。
immediately. Always remember, MacLean-Fogg strictly
请始终记住，MacLean-Fogg 严禁对善意申索进行打
击报复。

如果您觉得您受到了骚扰，或目睹了骚扰行为，您首
先应该与冒犯者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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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您对直接解决问题感到不
舒服，您应该立即向主管、本地人力资源代表、首席
合规官或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报告该问题。如
需 更 多 信 息 ， 请 参 阅 员 工 自 助 系 统 或
macleanfogg.com 上的 MacLean-Fogg 反骚扰政策。

Question
问
A 我认识多年的一位同事最近没有得到晋升。虽然他因
co-worker I’ve known for years recently got passed
over for a promotion. While he was known for having a
脾气暴躁而出名，但他过去从未有过暴力或威胁行
temper, he’s never been violent or threatening. Lately,
为。然而，最近，他谈到“报复”我们的主管，我有
however,
his talk about “getting back” at our supervisor
is 些担心。我该怎么办？
concerning me. What should I do?

工作场所暴力
Our Standard: We support an environment that is
我们的标准：我们支持没有暴力、欺凌、威胁或
free from violence, bullying, threats, or intimidation.

恐吓的环境。

任何团队成员或商业伙伴都绝不能让他人合理地担心
他们的人身安全或者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财产安全。
MacLean-Fogg 禁止在本公司物业内或在开展本公司的
业务时持有枪械、爆炸物和其他武器，除非该禁止违
反当地法律。
如果您遇到涉及暴力、威胁或欺凌的情况，您应与您
的主管或人力资源代表交谈。如必要，您应致电适当
的应急机构。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员工自助系统上
的 MacLean-Fogg 反工作场所暴力政策和我们的无武
器政策。

人权

Answer
答 threatening behavior or language at work is
Any
禁止工作中有任何具有威胁性的行为或语言。即使您
prohibited.
You should report the incident immediately,
不确定该人的真实意图，也应立即报告此事。我们团
even
if you are unsure of the person’s true intent. The
physical
safety of our team members is of the utmost
队成员的人身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事情，MacLean-Fogg
concern,
and MacLean-Fogg will take every step
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员工的福祉。
possible to protect our employees’ well-being.

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
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
Our Standard: Nothing comes before safety.
我们的标准：安全第一。
在 MacLean-Fogg，团队成员的安全是最高要务。我
们的目标是归零使命：零伤亡、零疾病、零环保事故
是可以实现的。只有每个人都认可且团队成员开始在
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改进的环境下脚踏实地工作，才
能实现安全。

Our Standard: We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我们的标准：
我们尊重所有员工的人权，并期望
people
and expect
our suppliers and other business
我们的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遵守同样高的社会
partners
to follow the same high standard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责任标准。
MacLean-Fogg 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
民的责任，并努力促进我们的团队成员、顾客和社区
的福祉。本公司和我们的股东对多项计划和举措做出
贡献，这些计划和举措提升我们工作、生活和经营业
务所在地区的生活品质。我们承诺采用公平的用工实
践并遵守保护工人人权的所有法律。所有团队成员将
自愿受雇，并将获得合法薪酬。MacLean-Fogg 不会
在我们的任何业务中使用童工或强迫劳动，也不会容
忍任何参与此类侵犯人权行为的供货商或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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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防止和
尽量减少因设备、机器或危险物品造成的人身伤害。
我们绝不能牺牲安全程序来提高生产力或产量。世界
一流的健康和安全表现增强了我们生产世界一流的优
质产品的能力。

问
Question
My我的生产设施正努力完成一个大订单。我们动用了最
manufacturing location has a major order to fill.
We
are running at full capacity and are under pressure
大的产能加快生产，但准时交货的压力依旧很大。其
to中一个设备无法正产运转，我认为这不安全。如果我
get product out the door. One of the pieces of
equipment
is not operating properly, and I think it’s
们关闭这个设备，则可能错过最后装船日期。我该怎
unsafe. If we shut the equipment down, we may not meet
么办？
shipment deadlines. What should I do?

MacLean-Fogg 提倡无烟工作环境，我们鼓励团队成员
为我们提出创新的建议，以持续改善我们的健康和安
全程序。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员工自助系统上的
MacLean-Fogg 健康工作场所政策。

Answer
答
You need to report the situation to your manager
您需要立即向您的主管报告这个情况，以确保设备安
immediately to make sure the equipment is safe. At
全。在 MacLean-Fogg，成功的压力绝不能成为采取
MacLean-Fogg,
the pressure to succeed can never be
an捷径而危及安全的借口。如果您不愿意与您的主管讨
excuse for taking short-cuts that would compromise
论这个问题，或者他或她未采取适当的行动，请联系
safety.
If you are uncomfortable discussing this with your
您的 EHS
代表、当地人力资源代表或其他合规和道
manager,
or he
or she is not taking appropriate action,
contact
your EHS representative, local Human
德资源。

Our Standard: MacLean-Fogg maintains a
我们的标准：
MacLean-Fogg
确保工作场所中不存
workplace
that is
free from all forms
of substance
在任何形式的药物滥用。
abuse.

所有团队成员须了解、理解并遵守适用于其责任范围
的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循这些要求不仅能确保
您的自身安全，还能确保他人的安全。
如果您经历或目睹工作相关伤害，您应尽快向您的主
管或人力资源代表报告。
问
Question
I 我在车间工作时受伤了，但我的主管迫使我不做出报
was injured while working on the floor, but my
supervisor
is pressuring me to not report it and is asking
告，而是让我做一些轻松的工作。我该怎么办？
me to perform light-duty work instead. What should I do?
答
Answer
您应根据 MacLean-Fogg 的 EHS 政策和程序以及本
You
should report your injury in accordance with
守则报告您的伤情。主管绝不能强迫员工掩盖工作场
MacLean-Fogg’s
EH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nd this
所伤害作为实现安全目标的手段。轻松的工作并不能
Code. A supervisor must never pressure an employee
作为妥为提交伤害报告的替代选择。请牢记，如果您
to cover up a workplace injury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的受伤与工作有关，您毋须接受个人医生的治疗并支
safety
goals. Light-duty work is not an alternative to a
付免赔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无法说服您的主管
properly
filed injury report. Please also keep in mind that
妥为报告您的伤情，您可能需要联系合规和道德资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go to your personal physician and
pay
a deductible if your injury is work-related. In this
源。包括：
case, if you cannot convince your supervisor to properly
•
当地或公司
report
your injury, EHS
you may need to reach out to a
compliance
and ethics resource. These include:
•
当地或公司人力资源部
•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
•
Local or Corporate EHS
•
本公司的首席合规官
•
Local or Corporate Human Resources

药物使用和滥用

MacLean-Fogg 禁止使用、管有或分销违禁药物或管制
药物。团队成员在工作时或处于 MacLean-Fogg 处所
中时，不得受到违禁或管制药物或酒精的影响，或者
滥用处方药。除非经管理层批准，否则您不得在
MacLean-Fogg 的物业或工作相关场所中喝酒。此外，
如果员工使用合法药物造成不安全状况，亦不得开展
工作。
MacLean-Fogg 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留随时搜查
公司物业的权利。一旦发现管制、受禁或违禁药物，
将予没收并（如适当）移交给地方当局。
药物和酒精可损害您的工作能力，并将其他团队成员
置于危险之中。违反 MacLean-Fogg 药物和酒精政策
（载列于我们的政策网站）的团队成员将受到纪律处
分，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所有团队成员须向其主管或当地人力资源代表报告任
何违反上述指引的行为。

环境保护
Our Standard: We conduct our business in a way that
我们的标准：
我们以保护环境、员工和公众的方
protects
the environment,
our people and the public.

式开展我们的业务。

我们必须通过保护环境及其自然资源，保持我们有特
权使用之财产井然有序。
我们致力于提供对环境造成最低影响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还寻求通过集中回收和负责任地处理来更加有效
地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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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Question
一个设备正在漏出液体。我该怎么办？

Under
答 this Code and MacLean-Fogg policies, all of u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ake action to eliminate situations
根据本守则和 MacLean-Fogg 政策，我们全体员工均
that might negatively impact the environment. You
有责任采取措施消除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情
should
discuss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supervisor, local
况。您应立即与您的主管、当地
EHSimmediately.
代表或工厂经
EHS
represenative, or plant manager
理讨论这个情况。

我们每位员工均须了解、理解并遵守适用于我们在
MacLean-Fogg 之责任范围的环境法律、法规和政
策。我们应该努力减少浪费，消除在我们的日常决策
中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如果您对我们的业务
经营如何影响环境有任何问题或疑问，您应与您的主
管谈谈或联系您的当地 EHS 代表或首席合规官。
问
Question
My我的主管要求我执行我认为会违反适用环境法律的任
supervisor asked me to perform a task that I believe
violates
applicable environmental laws. What should I d
务。我该怎么办？
Answer
答
Never guess about environmental laws. If you are
绝不能猜测环境法律。如果您不确定，可咨询您的主
uncertain, check with your supervisor to be sure that you
管以确保您已理解要求。如果您仍认为该要求会违反
have
understood the request. If you still feel the request
环境法律，可向您的工厂经理、当地
代表或其
violates
environmental laws, report your EHS
concern
to your
他合规和道德资源报告您的疑虑。
plant
manager, local EHS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compliance and ethics resource.

问
Question
我偶尔在家工作。我能否使用我的个人电脑存储我的
I occassionally work from home. Can I use my personal
工作所需要的公司信息？
computer
to store the Company information I need to do

Answer
答 MacLean-Fogg has put systems in place on
No.
否。MacLean-Fogg
在公司的
IT 设备上安装系统以
Company
IT devices
to protect
and maintain our
保护和保存我们的业务记录。您只能在公司设备上保
business records. You should maintain electronic copies
of存公司记录的电子拷贝。如果您想要在家工作，请在
Company records on Company devices only. If you
want
work
from home, please work with local IT for a
当地to IT
部门的安排下使用获允许替代设备。
permitted alternative.

公司资产仅可用于 MacLean-Fogg 的业务用途。不得
使用公司资产为除 MacLean-Fogg 外的任何人谋取个
人利益。我们均须谨慎及根据适用于有关资产的任何
具体 MacLean-Fogg 政策来使用和保管公司资产。
此外，公司的电子资源（包括使用公司的系统创建、
存取、传输或存储的信息）被视为业务工具，本公司
将对其进行监控以确保其适当用于当地法律所允许的
用途。
为确保我们的资产受到保护：
•

•
•

保护公司资产和信息

•

使用常识。例如，偶尔在您的工作场所打私人电
话或发私人电邮是可接受的。但过多的电话或电
邮是滥用资产。
公司政策可能允许将某些资产（例如公司汽车或
无线通信设备）用于其他个人用途。
经常查阅相关具体政策以确保您按预期使用公司
资产。
遵循针对您使用每项 IT 资源的既定安全程序，
以避免电脑病毒及保护您的账户和密码。

欺诈、浪费或滥用
Our Standard: We are all obligated to protect
我们的标准：我们均有义务保护
MacLean-Fogg
的
MacLean-Fogg’s
assets and ensure
their careful and
资产并确保其谨慎及合法使用。
legitimate use.
各团队成员须负责保护公司资产并保护其免遭欺诈、
滥用或浪费。这项职责还延伸至货币、设备、材料和
房地产等有形资产。另外，此职责亦延伸至商业秘密、
业务计划、电脑软件、电子记录数据以及其他保密或
专有信息等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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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Question
我正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休假。我能否将我的笔记本电
I’m taking vacation where I want to disconnect. Is it okay
我信任此
to 脑交给同事并让其代表我处理任何审批？
leave my laptop with a colleague to handle
any
人且不介意与其共享我的密码。
approvals on my behalf? I trust this person and don’t

答
Answer
否。员工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其个人密码。共享您的
No.
Employees should never give their personal
笔记本或密码可损害我们系统的安全，并将您的同事
password
to anyone. Sharing your laptop or passwords
置于违反 MacLean-Fogg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政策的境地。
our systems and puts your

专有信息和知识产权
我们的标准：
Our
Standard: 所有团队成员须保护
All team members areMacLean-Fogg
expected to
的知识产权并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protect
MacLean-Fogg’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我们的知识产权包括我们的专利、商标、版权、商业
秘密、发明和知识，属于我们最宝贵资产的一部分，
对向顾客提供创新至关重要。保护 MacLean-Fogg 的
知识产权是一项重要责任。如果您怀疑任何人滥用我
们的知识产权，请联系首席合规官或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
此外，于您在 MacLean-Fogg 工作期间，您可能会接
触到为我们提供竞争优势的其他宝贵的保密信息。保
密信息包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用或对 MacLeanFogg、我们的顾客、供应商或利益相关者有害的所有
非公开信息。保密信息包括（其中包括）财务资料、
业务计划、产品计划、业务流程、战略及市场营销数
据，以及关于我们的团队成员、顾客、供应商及商业
伙伴的信息。
所 有 MacLean-Fogg 团 队 成 员 和 商 业 伙 伴 须 保 护
MacLean-Fogg 的保密信息免遭遗失、滥用、挪用或任
何未经授权披露。
问
我是一名工程师，正在为一款新产品的发布制作原型
机，我对此感到兴奋。我能否与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有关该原型机的详情？
Answer
答
No. Disclosure of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否。通过看似无害或无伤大雅的讨论来披露专有和
through
what appears to be innocent or innocuous
保密信息可能对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discussion
could be MacLean-Fogg
highly damaging
to MacLean-Fogg
造成极大的损害。在可提交专利申请之前，原型样
and
our partners. Prototype samples may only be
protected
as trade secrets until patent applications can
机仅可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除非高级管理人员
be批准，否则应特别注意不要披露原型机。
filed. Particular care should be made not to disclose
prototypes except as permitted by the General Counsel

为确保我们的财务资料受到保护，不得：
•
•
•
•
•

未经批准及未按“需要知情”的原则披露关于本
公司、顾客或商业伙伴的保密信息。
与家庭成员、业务伙伴或朋友讨论保密信息。
以非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寻求或接受竞争对手的保
密信息。
披露来自或关于前任员工的保密信息。
与 MacLean-Fogg 外部的任何人交换保密信息，
除非该信息受本公司的保密协议规限。

即使您与 MacLean-Fogg 的雇佣关系终止后，保护任
何保密信息的义务依然有效。
问
Question
My我的生产团队创造了一个很酷的新生产工艺。我能否
production team has created a cool new production
process.
Can I videotape and
post on my
Facebook
page
拍摄下来并上传到我的
Facebook
页面或
YouTube
or上？
to YouTube?
Answer
No.答 Our production processes are proprietary and
否。我们的
生产
工 艺 是专
和 保密
信 息 outside
，不 得 与of
confidential
and
should
not有be
shared
MacLean-Fogg.
videos
MacLean-Fogg In外addition,
部 的 任 no
何人
共 享or
。pictures
此 外 ， (either
除非
of MacLean-Fogg
equipment or people)
taken within a MacLean-Fogg
设施的总经理授权，否则在该设施内
facility
should be shared on any social media except as
拍摄的视频或照片（关于设备或人员）不得分享于任
authorized by the facility’s general manager, and can
何社交媒体上，且仅可由市场营销团队分享／发布。
only be shared/posted by the Marketing Team.

同样重要的是，应根据所有法律和适用的协议，适当
地使用合法获得的他人的知识产权。
我们的顾客、供应商和合资伙伴将他们的保密和专有
信息委托给我们，我们务必要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这
些信息，以使他们继续保持信任。

Question
问
A colleague
in another company recommended a safety
另一家公司的同事推荐了一段安全培训视频，他表示
training
video
that he said was helpful to his team. I’d like
这段视频对他的团队有所帮助。我想要向我的团队展
to show the video to my team. Can I borrow his video and
示这段视频。我能否借他的视频复制一份拷贝？
make a copy?
Answer
答
No.
Video materials are copyrighted, which means they
否。视频材料受专利保护，这意味着它们不应该被复
should
not be copied. Sometimes even the original video
制。有时甚至原始视频也不能在未经版权拥有人事先
cannot be borrowed and reshown without the copyright
许可的情况下被他人借阅和展示。如果您想要向您的
owner’s prior permission. If you want to show the video
to 团队展示这段视频，您必须购买合法的拷贝。此外，
your team, you must buy a legitimate copy.
要注意一些视频材料，即使是购买的，也只能用于特
Furthermore,
be aware that some video materials, even
定的用途或一次性的展示。请在购买和展示视频前核
when
purchased, are available only for a specific use or
a one-time
showing. 获得的权利。
Verify the rights obtained by the
实 MacLean-Fogg

如果您怀疑任何人未经授权使用或披露我们的知识产
权或保密和专有信息，您应向您的主管或首席合规官
报告。

财务完整性和报告
Our Standard: We keep complete and accurate
我们的标准：
financial
records我们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和（如
that fairly represent the condition
适用）其他当地或法定原则备存完整和准确的财
and
results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GAAP
and,
if applicable, other local or statutory principles.
务记录，其公平地反映了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业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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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Lean-Fogg 的业务和财务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
于我们的信誉至关重要。我们须根据美国一般公认会
计原则 (GAAP) 和（如适用）其他当地或法定原则，
以完整和及时的方式准确地记录所有公司事务。
我们希望所有团队成员均遵守与财务报告有关的所有
适用法律和合同规定，以及内部控制措施和政策。就
上述规定而言，所有团队成员必须始终获得足够的证
明文件来支持本公司的账簿、记录和账目中记录的所
有信息。
您不得构造或记录企图规避 MacLean-Fogg 内部控制
系统的任何交易、任何资产、任何债务或偿付请求，
或参与任何其他相关行为。
参与编制、处理、记录及／或证明公司财务记录的各
团队成员必须：
•
•
•
•

确保谨慎起草、审查和分析所有财务报告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
绝不能故意或促致其他人向政府实体、审计员、
股东或任何其他人失实陈述有关本公司的详情。
理解并遵守适用于本公司的披露规定。
理解并遵守本公司有关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政
策。

由于我们的账簿和记录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每一位团
队成员均有责任立即向其主管及／或首席合规官报告
任何不准确、错误或具误导成分的会计条目或记录。
问
Question
I’m我是部门财务主任，我的总经理要求我记录一笔应计
a division controller and my GM asked me to record
an开支，但我认为这不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我该怎
expense accrual I believe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GAAP.
么办？What should I do?
Answer
答
Discuss
with your GM why you believe it is not in
与您的总经理讨论为何您认为不符合。如果对结果不
accordance.
If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outcome, report the
满意，
将 此Chief
事报告
给首席合规
官 ， 或General
通过
matter
to可the
Compliance
Officer,
Counsel,
ComplianceLine
or via EthicsPoint.If
举报。如果任何团队成员真诚怀疑
any team member has a
good
faith concern that a transaction has not been
未准确及未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报告交易，其必须
reported
accurate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GAAP,
he or
立即向首席合规官或通过
ComplianceLine
报告此疑
she
must
report
this
concern
immediately
to
the
Chief
虑。
Compliance Officer, General Counsel, or via EthicsPoint.
A 未能报告真诚的疑虑即属违反本守则。
failture to report a good faith concern is a violation

记录管理
Our Standard: We will create and maintain honest,
我们的标准：
我们将根据所有适用法律和商业协
accurate
and complete
business records in
议创建和备存诚实、准确和完整的业务记录。
compli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commercial
在我们的日常经营过程中，我们会生成大量重要的业
务记录。这些业务记录存在多种形式：电邮、建议书、
发票、开支报告和合同。它们可能存在电子或印刷格
式，并可能存放于我们的处所或外部。“业务记录”
包括本公司创建、接收及／或保存的作为具有经营、
法律或监管价值的法律义务或商业交易之证明的任何
记录或数据。
我们根据团队成员在整个组织中创建的信息做出许多
重要的业务决策，因此，不准确或不完整的财务资料
可能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无论何时创建、保存、
审批或分析任何业务记录，我们都要负责确保它们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
我们必须谨慎地保存所有的商业记录，并且只根据我
们的记录管理政策予以销毁。绝不能篡改记录、未经
授权将其销毁，或对其进行修改以企图掩盖潜在的不
法行为。
在诉讼、威胁提起的法律行动、政府或内部调查期间，
我们可能须防止销毁或更改适用业务记录，以便呈示
记录以供审查。如执行“合法保留”，您将会接到人
力资源部的通知。此时，您将收到特定的指示，保存
且不得删除或以其他方式更改适用的业务记录。

隐私和数据安全
Our Standard: We respect and will protect the
我 们 的and
标准：
我们尊重并将保护我们的团队成
privacy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our team
员、顾客、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隐私和个人信
members,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business
息。
partners.
MacLean-Fogg 致力于维护员工个人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本公司将仅依照适用法律收集、传输、披露或使用个
人信息，并仅将其用于合法的业务用途。保护关于个
人的个人信息，包括维护姓名、年龄、国籍、银行账
户信息、犯罪前科等的保密性。
有权存取或使用 MacLean-Fogg 员工个人信息的员工
负责妥善处理信息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其保密性。
未能维护个人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可导致纪律处分，
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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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收集和存储的关于顾客、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
的信息性质上亦属保密和敏感信息。这类数据必须仅
用于合法的 MacLean-Fogg 业务用途。未经第三方授
权，团队成员概不得向本公司外部的任何人共享此类
信息。

MacLean-Fogg 基于其资质而非基于任何家庭关系或个
人关系选择所有员工、供货商、供应商和商业伙伴。
团队成员应避免参与或企图影响关于本公司与其亲属
或亲友之业务往来的任何决定。您不得聘用、监督与
您有密切的个人关系的人士，或向其报告或对其施加
影响，除非已向人力资源部披露此关系并获得其批准。

利益冲突

在外与 MacLean-Fogg 的竞争对手、供应商或顾客产
生雇佣关系通常会造成无法容许的利益冲突。团队成
员不得与 MacLean-Fogg 竞争，且未经 MacLean-Fogg
明确书面授权，不得担任任何竞争对手或商业伙伴的
顾问、员工或董事会成员。

一般冲突
Our Standard: We are responsible for acting in the
我们的标准：
我们负责始终以符合本公司最佳利
best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at all times.

益的方式行事。
在 MacLean-Fogg，我们尊重团队成员管理其个人事务
和投资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不得参与在我们自己
的利益与 MacLean-Fogg 的利益之间制造甚至是看似
制造利益冲突或损害我们的客观性的活动。当您、您
的家人或与您有密切的个人关系的某人在与 MacLeanFogg 有业务往来或进行竞争的组织中拥有经济利益时，
就可能发生利益冲突。
与您有“密切的个人关系”的人士可包括：
•
•
•

•
•

配偶、伴侣和重要他人
直系亲属
姻亲
堂兄弟姊妹、叔伯、婶姨、外甥女和外甥
与您同居的任何人

My问uncle owns interest in a company that has supplied
materials
to MacLean-Fogg
for many
years. I was
我的叔叔在多年来为
MacLean-Fogg
供应材料的公司
recently
hired,
and
in
my
new
position,
I now have
里享有权益。我最近被聘用了，在我的新职位上，我
authority to contract with that same supplier. Am I faced
现在有权与相同的供应商签订合同。我是否面临利益
with a conflict of interest?
冲突？

Answer
答
Yes. Even though the supplier is a long-time vendor of
是。尽管该供应商是本公司的长期供货商，但现在已
the Company, an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has now been
经产生利益冲突的迹象，因为您参与了与选择供应商
created
because you are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有关的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独立决策者
proces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supplier. In this
代替您行事，便可解决问题。您需要采取的重要行动
case,
the problem might be resolved if an independent
decision
maker acts instead of you. The important action
是正式向您的主管和首席合规官披露有关冲突。
for you to take is to formally disclose the conflict with your

问
Question
我们的某个顾客问我是否能在私人时间里为他的公司
One of our customers has asked if I could do some
做一些咨询工作。我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做这份工作。
consulting
work for his company during my personal
如果该项目与我在
MacLean-Fogg
time.
I can do the work
at night and的工作无关，我能
on the weekends.
否接受此要约？
如果我不能做这份工作，我能否问
Can
I accept the offer
if the project is not related to my
问我的兄弟是否能接受这份工作？
work
at MacLean-Fogg? If I can’t do it, can I see if my
brother can get the job?
答
Answer
首先，在您受雇于
期间，您不得接受
First,
while you are MacLean-Fogg
employed at MacLean-Fogg,
you
may
not accept a job with a customer even if it is not
顾客提供的工作，即使该工作与您在本公司的工作无
related
to your work with the Company. It may also be
关，也不行。让您的兄弟参与进来亦可能是不适当
inappropriate
to get your brother involved. If you want to
的。如果您想让您的兄弟接受这份工作，您应当与本
get your brother the job, you should discuss the situation
公司的首席合规官讨论这一情况。
with the Company’s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外部工作亦可造成利益冲突，只要其干扰您在
MacLean-Fogg 的工作职责或损害您在 MacLean-Fogg
的工作表现。当考虑在 MacLean-Fogg 外部工作时，
请首先与您的主管讨论此工作，以确保此工作不会造
成实际或可察觉的利益冲突。
问
Question
我能否在下班后和休息日在我姐夫的建筑公司兼职？
Can I work part-time for my brother-in-law’s construction
Answer
答
Most likely. However, outside work can present a conflict
of 或许可以。但是，如果外部工作涉及与我们的任何产
interest if it involves competing with
any of our
品或服务产生竞争，或如果其以任何方式影响您履行
products
or services, or if it affects your ability to perform
职责的能力，则此外部工作可造成利益冲突。在从事
your
duties in any way. Before engaging in outside work,
外部工作之前，请与您的主管讨论此工作，以确定其
discuss
it with your supervisor to determine if it present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是否造成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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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您的活动、利益和关系甚至不会造成看似影响
您在 MacLean-Fogg 的表现：
•
•

•
•
•

避免使您难以在工作中保持客观的任何利益或活
动。
避免您或与您有密切的个人关系的人士由于您在
MacLean-Fogg 的职务而获得任何不当个人利益的
任何情况。
不得从事干扰或看似干扰您在 MacLean-Fogg 职
责的任何工作或做出任何有关投资。
不得占用 MacLean-Fogg 的时间或资源从事个人
或外部业务。
不得接受可实际或看似影响您业务决策的礼品或
其他利益，包括接受带有附加条件（交换条件）
的礼品和其他利益。

所有团队成员必须立即向其主管和首席合规官知会可
能被视为造成利益冲突的任何个人关系、商业地位或
任何其他利益或活动。
问
一位朋友让我投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将生产一种可
Question
A 能最终卖给
friend askedMacLean-Fogg
me to invest的产品。如果我只是在财
in a company that will
produce
a product that might eventually be sold to
务上与该新公司有牵连，仍属冲突吗？
MacLean-Fogg. If my only involvement in the new
答
Answer
基于您在
MacLean-Fogg
MacLeanThis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的职位、您对
conflict depending
on your
Fogg 采购决策的影响力、您的投资额以及
position
at MacLean-Fogg, your ability toMacLeaninfluence
MacLean-Fogg
purchasing decisions, the amount of
Fogg 作为该公司未来顾客的重要性，这有可能存在
your
invest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cLean-Fogg
冲突。您应在投资前与本公司的首席合规官就该事宜
as进行讨论。
a future customer to this company. You should
discuss this matter with the Company’s Chief

每个人都有责任向首席合规官或通过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举报任何违反我们的利益冲突政策的行为。

企业机会
Our
Standard: We
must not take for ourselves any
我们的标准：
我们不得为一己之私获取原本属于
business opportunity that rightfully belongs to
MacLean-Fogg 的任何商业机会。
MacLean-Fogg.
我们都有责任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并尽可能地扩大利
益。除非 MacLean-Fogg 已被告知该商业机会并明确
拒绝，否则在本公司亦可能对该商业机会感兴趣时，
团队成员不得个人利用该机会。
您不得利用 MacLean-Fogg 的财产或资料或通过您在
本公司的职位而发现的商业机会，谋取个人利益。请
始终避免利用本公司资料或您在本公司的职位谋私利。
由员工于工作时间开发的知识产权属于本公司而非该
员工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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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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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Lean-Fogg，我们为我们的声誉感到自豪——不
仅是我们为顾客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声誉，还是我们
以公平合法的方式与我们的顾客及与我们工作的每一
位打交道的承诺。这是我们致力于保持的声誉，是我
们如此重视道德行为（特别是与 MacLean-Fogg 外的
人或组织往来时）的原因。
鉴于我们的规模和全球性服务，团队成员有机会与世
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顾客、供货商，甚至政府官员合
作。我们禁止可能有损 MacLean-Fogg 声誉的任何往
来，并且我们要求作为 MacLean-Fogg 代表的员工致
力于秉承最高的诚信和道德标准。
这些政策是我们的行为指南。每位团队成员都有责任
向 MacLean-Fogg 和彼此承诺以真诚、诚信、公平和
安全的方式工作。

反贿赂和反腐败
禁止贿赂
Our Standard: We are committed to conducting
我们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按照最高道德标准开展
busin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ghest ethical
业务，并禁止一切形式的贿赂和腐败。
standards
and prohibit all forms of bribery and corrup

贿赂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属违法行为，因为 MacLeanFogg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我们受诸多法律的规限，
其中禁止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且禁止给予任何人或向
其提供或授权支付任何形式的贿赂。该等法律包括美
国《反海外贿赂法》（“FCPA”）和加拿大《行贿外
国官员法》，适用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业务。如需更
多信息，请参阅员工自助系统或 macleanfogg.com 上
的 MacLean-Fogg 反腐败政策。
在 MacLean-Fogg，我们不行贿或使用任何其他手段不
正当地影响他人（包括顾客、潜在的顾客或政府官员）
的决策。概无 MacLean-Fogg 团队成员可授权、提供
或给予政府官员、公司或个人任何有价之物（或通过
第三方如此做出），以为本公司获得或保留业务、获
得影响力或寻求任何其他优势。
MacLean-Fogg 员工接受贿赂或向供应商或向其他第三
方索要任何有价之物亦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的反腐败政策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交易及我
们业务的方方面面，包括私人之间的商业交易及与政
府及公职官员进行的所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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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支付可能在所涉及的国家被广泛接受甚至意
料之中，我们的政策也适用。
贿赂可能以除现金支付外的许多其他形式呈现。在若
干情况下，下列任何一种均构成贿赂：
•
•
•
•
•
•

旅行或招待
回扣（将从合同收到的部分款项支付给给予合同
之人士）
礼品，特别是奢华、频繁或定期的礼品
慈善捐款
提供就业（如向给予合同人士的家人）
贷款

不存在构成贿赂的最低财务价值。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请咨询本公司首席合规官。

不管对销售、盈利能力、项目完成或我们业务的其他
方面的影响如何，团队成员概不会因拒绝行贿而遭受
惩罚。
贿赂和腐败的最终成本和长期有害影响远大于任何短
期利益。
未能遵守任何反贿赂法将导致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
将被解雇（或终止您与 MacLean-Fogg 的商业关系）。
此外，任何违反反贿赂法（包括 FCPA）的行为可能导
致 MacLean-Fogg 及所涉及个人均受刑事和民事处罚。
该等处罚可能包括重额罚款及监禁。

疏通费
Our Standard: Our prohibition on bribery applies to
我们所禁止的贿赂适用于所有不正
all我们的标准：
improper payments
regardless of size or purpose,
当支付，无论其金额大小或目的，包括“疏通”
including “facilitating” (or expediting) payments.

（或加速）费。
疏通费是给予职责性质基本属行政或文书的政府官员
的小额支付；其目的是为了加速或确保该名官员履行
其有责任执行的例行政府行为。常见的例子包括登记
车辆、获得签证、提供警力保护、提供公用事业服务
或装卸货物。虽然在少数情形下某些法律可能允许此
类支付，但是在我们开展业务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中是
禁止的。
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如获得本公司首席合规官的事
先 书 面 批 准 ， 或 涉 及到 个 人人 身 安 全问 题 ， 否 则
MacLean-Fogg 团队成员不可给予任何金额的疏通费 。
若您被要求或迫于压力给予疏通费，请立即联系您的
主管和首席合规官。

国际商业关系
Our Standard: We exercise care and due diligence in
我们的标准：
我们选择国际分销商、代理、合资
selecting
international
distributors, agents, joint
伙伴和其他服务提供商时会进行仔细勤勉的审
venture
partners, and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查。
MacLean-Fogg 常与美国境外的个人及公司建立商业关
系。此等国际商业关系包括国际商业代理、销售代理、
报关行、货运代理、分销商和供应商。MacLean-Fogg
在各类国际商业关系中所面临的风险各有不同，因此，
对各类关系进行的适当次数的尽职调查和给予的必要
的事先管理批准各有不同。在建立任何新的国际商业
关系之前，您必须首先联系本公司的首席合规官，以
对拟议关系的真实性质做出最后的定性并协助开展所
需的适当的尽职调查。

Answer
答
Before you engage this agent, you must consult the Chief
在聘请该代理前，您必须咨询首席合规官以确保该代
Compliance Officer to ensure the agent is reputable and
理声誉良好且其业务方法符合当地及美国法律。对该
that
its business methods are aligned with both local and
代理人声誉的尽职调查至关重要，因为本公司可能对
该名代表本公司的代理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礼品、娱乐及招待
一般礼品
Our Standard: We must avoid all gifts or benefits
我们的标准：
我们必须避免可能损害或貌似损害
that
might compromise
or appear to compromise the
接受者客观性的所有礼品或好处。
recipient’s
objectivity.

反贿赂法禁止公司进行腐败性支付。当第三方代表公
司做出支付时，视为由该公司自身做出该支付。另外，
公司不仅应该对其知悉将会发生该等支付活动的情况
负责，还应对其本应知道将会做出该等支付的情况负
责。

虽然合理的礼品、娱乐及招待可能属于在顾客、供应
商及其他商业伙伴中推广一般商业信誉的适当方式，
但是该等行为绝不得损害我们商业关系中的诚信。本

所有团队成员都必须谨慎选择我们的分销商、代理、
合资伙伴和其他服务提供商。我们亦必须谨慎审查我
们的代理、分销商及代我们行事的其他人士所收取的
费用和开支的合理性和透明度，以确保他们并未以我
们的名义或代表我们行贿。我们必须对危险信号保持
警惕，包括任何过多的佣金、奢华旅行或招待、不寻
常或变相的津贴或开支或政治或慈善捐款。

或接受可能被视为损害我们商业关系中的诚信的任何
东西。

若当地政府官员推荐或建议与代理、供货商、分销商
或合资伙伴建立商业关系，则 MacLean-Fogg 将确保
在雇佣个人或实体之前开展尽职调查。我们不会向任
何政府官员寻求此等建议。
与任何国际商业关系合作的团队成员负责确保我们的
商业伙伴始终代表我们公司以合法和合乎道德的方式
行事。如果您怀疑某个第三方代理正违反任何反腐败
法或本守则，请立即联系本公司首席合规官或拨打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
问
Question
I recently
met with an agent who can assist us in
我最近遇到一位代理，其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我们特
obtaining
business
in a country where it has been
别难以建立业务关系及获得必要政府许可的国家取得
particularly
difficult
for
us to become
established and
业务。我可以代表 MacLean-Fogg
聘请该代理吗？
obtain necessary government permits. May I engage this

守则及大部分国家法律禁止给予或接受给接受者造成
义务感的礼品、娱乐、招待或其他好处。 您不得给予

一般而言，礼品、娱乐及招待不得：
•
•
•
•
•
•
•
•
•

被索取。
在任何投标（销售或采购）过程中被提供或接
受。
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形式（包括礼品券）。
以不合理的频率给予同一接受者或被同一接受者
接受。
不符合公认和习惯的国家商业惯例。
被提供来影响或奖励某个特定的商业决策或行
动。
未经首席合规官的事先批准，被提供给任何政府
官员。
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及公司政策。
属于若公开披露会使公司感到难堪的性质。

礼品及政府官员
Our Standard: Providing anything of value to a
我们的标准：
向政府官员提供任何有价之物需要
government
official
requires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获得首席合规官的事先批准。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or General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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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及国外严格的反贿赂法，当向外国政府官员
提供礼品、娱乐或招待时，存在特殊的考虑。
因此，所有团队成员及代表 MacLean-Fogg 工作的第
三方在向政府官员提供任何礼品、娱乐或招待之前，
必须始终寻求本公司首席合规官的事先书面批准。
“政府官员”一词涵义宽泛，不仅包括一般政府员工，
还包括政治职务候选人、党内官员、王室成员、政府
官员的近亲，甚至政府拥有或控制企业（如国有公用
事业）的全体员工，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国际公共组织的官员和员工。
我们甚至应避免与政府官员出现不适当的往来，这一
点至关重要。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有关实体是否实际上
属国有或受国家控制，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在当地
法律下可能不被归为“官员”一类的有关人士可能在
适用的反腐败法下仍被视为政府官员。如有任何问题，
请联系本公司首席合规官。
问
Question
来 自 国employees
家公用事业
公司
若 干 员utility
工与当
地的
Several
from
a的
national
company
MacLean-Fogg
销售团队商谈共同组建高尔夫球队，
approached
a local
MacLean-Fogg sales team to jointly
以参加当地的高尔夫锦标赛。他们建议
MacLeanform
golf teams to participate in a local golf tournament.
They
that MacLean-Fogg sponsor two teams,
Foggsuggested
赞助两支球队，各球队均由两名其公司员工及
each
of two 员工组成。MacLean-Fogg
players from their company
and
两名consisting
MacLean-Fogg
能资
two
players from MacLean-Fogg. Can MacLean-Fogg
助这些球队吗？
sponsor these teams?
答
Answer
也许可以吧。但是，在同意参加高尔夫锦标赛之前，
Maybe.
Before agreeing to play in the golf tournament,
销售团队必须联系首席合规官寻求批准。这属于一种
however,
the sales team must contact the Chief
比较敏感的情况，因为国家公用事业员工可能被认为
Compliance Officer to seek approval. This is a sensitive
是政府官员。在某些情况下，资助他们参加高尔夫锦
situation because the national utility employees may be
标赛可能被视为贿赂。
considered government officials. Paying for them to play

接受来自供货商的礼品
Our Standard: We use common sense and do not
我们的标准：
accept
gifts that 我们根据常识进行判断，不接受看
could appear to influence or interfere
起来可能会影响或干扰我们客观性的礼品。
with our objectivity.
MacLean-Fogg 不赞成我们的团队成员接受来自客户
及供货商的任何礼品、娱乐或招待，因为这样做可能
会无意中影响您的商业决策。然而，我们承认，在若
干情况下，与非政府客户及供货商互换礼品、娱乐或
招待属于可接受的商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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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Question
这是节日季，我想向我的每个分销商发送一个
Harry &
It is
the holiday season, and I’d like to send a Harry
& David 类的礼品篮。这是允许的吗？
David-type
gift basket to each of my distributors. Is that
permitted?
答
Answer
Generally,
yes. Assuming that (i) the
is of nominal
一般而言，这是允许的。假设
(i)basket
礼品篮的价值微
value
(e.g.,
generally
not
more
than
$100
in
U.S.), (ii)
不足道（如一般而言在美国不超过 100 the
美元），
the(ii)
distributor
is
not
a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iii) this
分销商不属于政府官员，及 (iii) 该礼品在分
gift is consistent with accepted business practices in the
销商所在国家符合可接受的商业惯例，这将是获允许
country of the distributor, this would be permitted. Where
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礼品应该有 MacLeanpossible, gifts such as these should be MacLean-Fogg
Fogg 的商标（例如礼品篮可以使用有
branded
(e.g. a gift basket could utilize a MacLean-Fogg
MacLean-Fogg
商标的蝴蝶结及／或包括标有商标的装饰物）。
branded bow and/or include branded apparel).

您可以因您与商业伙伴及其他非政府方之间的合作关
系接受适当的商业礼品、娱乐或招待，前提是所有该
等礼品的价值微不足道。员工不得向客户及供货商索
要礼品、娱乐或招待，特别是作为商业或其他有利待
遇的回报。不应被接受可能被认为有附加条件的任何

礼品。
现金礼品或任何形式的礼品卡，不论其价值如何，更
有可能造成表面上不正当的行为，应被禁止。
若供货商正在竞争一项公开投标，而您是评估该公开
投标的团队成员，您不得接受其任何礼品或招待。
Question
问
The
supplier with which I work has offered me tickets
与我合作的供应商给了我一张在他们套房观看
NFLto
an NFL game in their suite. Can I go?
比赛的门票。我可以去吗？

答
Maybe.
So long as (i) (i)
you’re
not currently evaluating an
也许可以吧。只要
您目前并未评估该名供货商
open tender for which this vendor is competing and (ii)
正在参与竞争的公开招标及 (ii) 该名供应商的成员
members of the supplier will be in attendance, attending
将出席，出席他们在套房中举行的比赛将属可接受的
the game in their suite would be an acceptable business
商业惯例。请记住使用良好的判断力，仅接受以合理
practice.
Remember to use good judgment and only
频率免费提供的业务相关的邀请。您不得接受可能造
accept
invitations that are business-related, freely
成表面上不正当的行为（单独或全部）的一次或多次
offered
and with reasonable frequency. You should
never
accept an invitation or invitations that would create
邀请。
an appearance of impropriety (singularly or in total).

公平竞争

与顾客、供应商及竞争对手的关系

反垄断和反竞争活动

Our Standard: We deal fairly with our customers,
我们的标准：我们与我们的顾客、供应商和竞争
suppliers and competitors.

对手公平地进行交易。

Our Standard: We are committed to competing fairly
我们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在遵守道德及法律的前
and
winning business
ethically and legally by
提下公平竞争及通过交付优质的创新产品来赢得
delivering
superior innovative products.

业务。
MacLean-Fogg 的业务均受到各种全球竞争法（美国通
称“反垄断法”）所监管，该等竞争法通过禁止不公
平限制贸易的实践或活动促进公平竞争。虽然该等法
律的精神直接明确，但是他们可能非常复杂并且违反
该等法律可能导致受到重大民事处罚及罚款与监禁。
MacLean-Fogg 致力于遵守该等法律的条文和精神。
我们绝不从事任何受禁止的反竞争行为，包括为进行
下列行为订立正式或非正式协议或谅解：
•
•
•
•
•
•
•

垄断价格、战略或销售条款。
促进串通投标或操纵投标。
抵制若干顾客或供应商。
与竞争对手分享有关价格、利润或利润率的信
息。
分割或分配市场、地区或顾客。
与竞争对手互换或分享未公开的竞争信息。
与合作伙伴或供应商达成互惠交易。

务必避免给人留下我们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共谋的印象。
为避免不慎违反反垄断和反竞争法，请在与竞争对手
联系或与其订立任何协议之前联系首席合规官，及避
免讨论上述任何话题。如果竞争对手让您参与的谈话
令您有疑虑，则应立即结束讨论并向首席合规官举报
该事件。
即便涉事各方并未签署书面合同，非法限制或约束竞
争的协议亦将违反法律。如果竞争对手在知情的情况
下从事反竞争的共同行动，则他们可能违反反垄断及
反竞争法。最佳做法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反竞争通信或
活动，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与竞争对手进行任何
通信。
在参与工业扣件机构 (IFI)、制造业生产力与创新联
盟 (MAPI) 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等行业和
贸易团体时，须始终运用良好的判断力。

MacLean-Fogg 完全基于我们产品的质量和定价及我们
的声誉进行竞争。为此，了解竞争格局对我们的持续
成功至关重要。依据若干指引，我们收集有关我们竞
争对手的产品、服务及市场活动的信息是恰当的。我
们可审阅公开可得的信息，以了解竞争对手，但我们
不得使用非法、欺骗性或不当的手段收集情报。
在我们收集信息时，我们须始终尊重竞争对手的知识
产权，及绝不可使用不当手段获取他们的保密信息。
这包括（但不限于）：
•
•
•
•
•
•

提案
价格表
工程图纸和规范
业务计划
工艺文件
通信

不得从竞争对手的员工或顾客中获取保密信息，或使
用您从前一份工作中获取的保密或专有信息。如果您
遇到您合理认为属保密的材料，则立即停止阅读并咨
询首席合规官。
如果您对若干活动是否符合本守则有任何疑问，则立
即咨询您的主管或首席合规官。
问
Question
Can
我能与竞争对手在贸易展上喝一杯并讨论
I have a drink with a competitor at a tradeMacLeanshow and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MacLean-Fogg
partnering
with
Fogg 与其公司合作，以共同对合同招标竞投的可能
his性吗？
company
to
bid
jointly
on
a
contract
tender?
Working
合作可增加我们赢得交易的可能性。
together would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us winning the
答
与竞争对手进行任何谈话时须高度谨慎。如果您分享
Answer
Be价格、成本、费用、利润率或信用及结账实务等有关
extremely cautious in any conversations with
competitors.
You may be violating competition laws if you
竞争性敏感话题的信息，则可能违反竞争法。虽然竞
share
information
on competitively sensitive topics,
争对手可以在若干情况下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合作，但
including prices, costs, fees, profit margins or credit and
是竞争法禁止竞争对手之间订立垄断价格或分配顾
billing practices. While competitors can work together as
客、地区、产品或服务的协议。在您制定同竞争对手
partners
in certain instances, competition laws prohibit
交谈的计划前请咨询首席合规官。
agreements
between competitors to fix prices or allocate

MacLean-Fogg 团队成员须向首席合规官举报同事或竞
争对手做出的看似违反反垄断和反竞争法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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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
出口、进口及海关合规
Our Standard: We will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我们的标准：我们将遵守有关进出口商品的所有
with respect to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抵制
Our Standard: We will comply with all laws
我们的标准：我们将遵守禁止 MacLean-Fogg 参与
prohibiting MacLean-Fogg from participating in or
或配合非法经济抵制的所有法律，而阿拉伯国家
cooperating
with illegal economic boycotts that may
be联盟等其他国家可能予以支持。
supported by other nations such as the Arab Le

适用法律。

作为一家全球公司，MacLean-Fogg 经常在诸多国家之
间转移产品、供给品及设备。因此，我们须就进出口
有关物品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
我们在决定是否可出口一件产品时我们需考虑众多因
素，及诸如产品性质、目的国及终端用户的任何适用
限制。在进行任何出口交易前，负责出口的 MacLeanFogg 各位团队成员有责任确保有关出口获适用出口管
制法的许可。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MacLean-Fogg 受禁止将商品运至
若干国家、政府、实体及个人或与之开展业务（如因
为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定
的贸易制裁）。MacLean-Fogg 的所有团队成员有责任
确保与 MacLean-Fogg 交易的一方并未面临国际贸易
制裁。
本公司的首席合规官备存一份不时变更的受制裁方的
名单。
所有团队成员须采取合理步骤阻止向该等受制裁方做
出销售或与之进行交易，包括在同外方开展业务前与
首席合规官核实。
我们须备存我们国际交易的完整及准确的记录，以表
明我们所有业务均合规。此外，未获得相关政府批准
而出口产品或技术可能导致丧失出口特权及面临民事
及刑事处罚。
同样，我们须遵守管辖我们进口实务的所有法律法规。
MacLean-Fogg 产品的国际流动需要适当分类、海关文
件、原产国标记及恰当的估值声明。
参与进口流程的所有团队成员须了解我们的海关合规
政策，并确保恰当记录我们参与的任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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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美国公司，我们遵守美国法律，而美国法律
禁止配合其他国家法律实施但美国并未参与的抵制
（如拒绝与以色列开展业务的协议）。美国法律亦禁
止我们就抵制目的而提供有关我们员工、董事、股东、
分包商或供应商的身份和国籍相关信息，或提供
MacLean-Fogg 是否与遭受抵制的若干国家进行业务交
易的信息。

即便我们未接受支持受禁止的抵制的相关请求，我们
亦须依法报告我们收到的请求。 支持受禁止的抵制的
请求有时可能难以察觉。
很可能面临有关请求的所有团队成员和代表我们工作
的第三方须充分了解有关限制，并及时按规定报告。
收到有关请求或对特定事宜是否为受禁止或应报告的
抵制请求有疑问的任何团队成员须联系本公司的首席
合规官。

广告、通信和社交媒体
广告和通信
Our Standard: We are honest and straightforward in
我们的标准：我们在所有广告和通信活动中保持
all advertising and communications.

诚实及坦率。

我们的声誉要求在面向公众的广告和其他通信中始终
保持诚实及公正。我们的营销和广告从未侵犯第三方
的商标或标语，或企图利用他人产品的商誉。
为确保我们的通信始终准确及一致，MacLean-Fogg 内
部的少数人士负责代表我们进行通信。只有获授权代
表本公司面向公众发言的人士可如此行事。如果您并
无授权，且公众或媒体成员与您接洽，则应立即转介
至您的主管或高级管理人员。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Our Standard: We are careful that our use of the
我们的标准：我们十分注意在使用互联网和社交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s respectful and always in
媒体时尊重他人，并始终遵守本守则及任何适用
compliance
with this Code and any applicable
的公司政策。
Company
policies.
团队成员须始终负责地使用互联网，而不论用于私人
或是商业用途。我们的团队成员和商业伙伴不得披露
顾客信息或商业秘密等任何保密信息。披露任何保密
或专有信息可能受到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如果您将 MacLean-Fogg 的信息系统用于有限个人目
的，则避免访问不当网站。请谨记，本公司有权在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监控在我们信息系统上进行的通信。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评论时应始终谨慎判断。请注
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通信可能对本公司造成重大公
众影响。
时刻明确您表达的是您自身的观点而非代本公司传达
观点。您的评论不得包括猥亵、贬损或尴尬内容，且
未经同事的明确同意不得发布或公布您同事的照片或
姓名（或在社交媒体上“贴标”其照片或姓名）。
同样，您不应公布本公司的任何保密或专有信息。未
经高级管理层明确同意，不得“贴标”公司地址或部
门。
如果您计划将社交媒体用于任何业务相关目的，则您
须首先获得人力资源部、高级管理层或首席合规官的
授权。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员工自助系统上的
MacLean-Fogg 技术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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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cLean-Fogg 的合规和道德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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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可能违反法律或《商业行为守则》的行为有
疑虑或疑问，MacLean-Fogg 鼓励您从上述公司资源中
寻求指引。虽然我们鼓励告知您的姓名以便于调查，
但是您仍可匿名举报。MacLean-Fogg 禁止对善意提出
疑虑的个人进行报复。

MacLean-Fogg 合规团队成员

MacLean-Fogg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
如果您不便于使用其他 MacLean-Fogg 资源，则可通
过 app.mycompliancereport.com/report?cid=MF 上
的 MacLean-Fogg ComplianceLine 合规求助热线或使
用 ComplianceLine 网站上的免费电话提出您的疑虑。
可一周 7 天，一天 24 小时联系 ComplianceLine。

向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拨打的电话及做出的报
告将由并非隶属于 MacLean-Fogg 的外部公司受理。
用户将收到报告号，以便检查报告的状态或提供其他
信息。

您的主管
您的直接报告链的任何高级成员
高级管理团队的任何成员

通过 ComplianceLine 求助热线收到的所有事宜将转
发给首席合规官以便进行恰当处理。将立即对所有询
问做出回答。

EHS（本地或公司）

ComplianceLine 电话号码：

(847) 837-3703 – (公司）

巴西

0800-200-3534

加拿大

1-800-243-0140

人力资源部（本地或公司）

中国

400-120-0593

(847) 837-3732 – （公司）

德国

0-800-1860238

印度

000-800-320-1517

日本

0120-974-845

泰国

1800014554

美国

1-800-243-0140

EHS@macleanfogg.com

(847) 970-4639 – （公司）

首席合规官
(847) 837-3522
CorporateCompliance@macleanfogg.com

若需任何英文提示，请拨: 1-800-243-0140

内部审计
(847) 970-4605
InternalAudit@macleanfogg.com

员工可以在 HR Portal 上访问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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