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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钢宝利集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下文简称为“规范”）是对所有员工在执行专
业活动时必须采用的价值观、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声明。该规范处理集团与客户、
合作者、雇员、供应商和社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它将确保和加强集团和第三方
之间的现有信任。

我们的愿望是，集团为我们的客户和他们的商业交易构成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
也是我们的员工享受工作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依靠我们开展活动和商业活动的
社区的尊重和良好意愿。

如果我们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规范我们活动的法律，这一切都是可能
实现的。所有为集团工作的人都应该把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将传达给集团的所有管理者、员工和合作伙伴。同样，规范将被共享给所
有供应商、客户和第三方，因为他们可能受到该集团活动的影响、并且他们接受
的价值观和行文准则都包含在此规范中。

“钢宝利集团认为，它的声誉和公众形象是其主要资产，因为它与客
户、供应商、合作者、员工、管理人员、股东、公共管理机构以及整
个社会的关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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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宝利集团理解社会企业责任是一种负责任的管
理模式，对道德、透明度、正义和利益相关者的
合作做出承诺，并独立于他们所从事的领域。

在线培训
你可以在钢宝利

APP中通过在线培
训了解“道德规范”

下载道德守则

道德守则课程

举报通道

Drive中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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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是:诚实、谦
虚、坚韧和工作，这些都
是我们的创始人从我们活
动开始就传达出来的。这
些价值观形成了我们所有
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
者的行为指南。

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和行为准则是我们共同责
任的基石，指导我们企业
原则的发展，并会及时总
结。

我们的客户是我们业务的中心。我们致力于设
计他们需要的解决方案，并根据质量条款、产
品的多样性和服务来调整我们的能力。作为一
个团队，我们寻找新的机会来巩固他们的成
功，因为我们认为客户的成功是我们成功的结
果。

在我们为客户所面对的挑战寻找解决方案的努
力中，我们已指导了我们的国际化模式，使我
们的资源接近于其运作要求。这使我们在几个
国家有了行动，我们坚持建立地方网络，以确
保我们与我们所处的社区的关系是相互充实
的。

我们鼓励专业人士的进步与提升。诚实、谦
虚、坚韧和工作是我们的立项之本。这些价值
观使我们能够与所有同事建立信任。

我们相信21世纪的商业是建立在增强其专业能
力的基础上的。为此，我们提倡合作者的想法
和他们执行这些想法的能力。我们也提倡通过
分享目标、价值观和信念来促进我们的团队和
所有有关联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对话。

我们领导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的时刻，这需要重新思考

自最早开始时创新已成为我们DNA的一部分，这体现了我
们的管理哲学。这帮助我们面对所经营市场的千变万化和
一如既往复杂的情况。这种管理理念，以及当我们与利益
集团合作时坚定承若使用新信息和通信技术，使我们成为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经济、社会和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业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
我们提供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的能力。

我们设计了一种将环境管理融入我们所有活动的发展战
略。我们认为环境管理是即将到来的工业发展的基本组成
部分。负责任的进展将是唯一可能允许的进展。

我们相信不断的再投资和创新是保持企业在任何业务中的
竞争力的关键。为此，我们将我们的资源投入到服务的持
续改进、解决方案的范围以及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的方式，
在保证尊重规则和合法性的框架中使我们的供应商参与我
们的倡议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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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的具体职能、他们的直接主管或他们的地
理位置，道德与行为准则为所有员工提供了一个共
同行为的框架。我们的使命、价值观以及道德规范
及行为准则代表集团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载PDF格式的 
“道德规范”

gonvarri.com/codeofethics_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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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守则将适用于该集团的
所有公司，以及其有效控
制的公司。在不适用该准
则的被投资公司中，集团
将提倡与该准则中所规定
相一致的原则与指导方
针。

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实体，该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适
用于下列情况:    

• 该集团的员工，无论决定其雇佣关系的合同形式如
何，他们所处的职位或他们工作的地理位置

• 该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无论决定其雇佣关系的合同
形式如何，他们所处的职位或他们工作的地理位置。
高级管理人员应被认为是董事，定义为直接依赖董事
会或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人，以及所有董事和部门主
管。所有的管理人员都必须了解G钢宝利集团的行为
准则，并遵守它。

• 公司管理人员和其他组成集团的实体，无论其组成、
形式或操作系统.

• 该集团的合作者，无论决定其雇佣关系的合同形式如
何，他们所处的职位或他们工作的地理位置，包括自
雇或分包的工人。

集团的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必须了解和尊重道德
规范和行为准则，就此他们在知识和决策方面接受了强
制性培训。

集团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传播其内容、形成和解决其
应用可能产生的疑问，从而有效地制定构成本准则的价
值观、原则和规范。

为了有效地传达该准则，集团将通过其网站和内部网，
通过必要的内部沟通机制以及确 保实现这一目标的培
训项目，向所有员工、董事、管理人员和合作者进行传
播。

为此，集团应向其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提供必要的
培训。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集团将试图让该准则的接收者
遵守该准则，以便这些价值观、原则、标准以及具体应用
规则管理集团内部活动的执行情况。

任何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都不能以声称对准则内
容无知为理由而为违反准则。不管他在集团中的地位如
何，没有人有权要求另一个人违反准则中的规定。

若地方法规与本准则之间存在差异，则使用更严格的准
则，遵守各司法管辖区的强制性规定。

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必须遵守以下义务:

• 获得必要的培训以了解准则

• 了解准则并根据其原则和策略做出决定

• 负责任地沟通任何违反本准则的过程和行动的迹象

本文件不打算涵盖在专业环境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可能的情
况，而是寻求建立基本准则，指导所有雇员、董事、经理
和合作者在执行其专业活动时应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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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董事、经理、雇员和合作者都应根据他们的
职责和工作场所的范围，了解并遵守适用的规定，
并充分尊重既定程序，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企业内联网4.0
发现并使用“道德规

范”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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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法性 

 2 我们的商业信誉和竞争力 

 3 诚实和信任 

 4 我们的供应商 

 5 我们的客户

 6 我们的地区竞争

 7 我们的人员

 8 与公共行政和政党的关系

 9 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10 无利益冲突

 11 减少和控制环境影响

 12 资产、数据保护和信息管理

 13 外部交流

 14 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15 预防洗钱

 16 反贿赂和腐败斗争

所有的董事、经理、雇员
和合作者都应根据他们的
职责和工作场所的范围，
了解并遵守适用的规定，
并充分尊重既定程序，履
行其职责和义务。

如有疑问雇员将可获得协助，获得如何遵守本准则的内容及其他
适用于遵约委员会及道德渠道的规则。

违反上述规定可能导致民事和刑事责任，不损害任何影响他们的
纪律行为，包括解雇。

除了遵守该准则，适用于集团每一种情况及集团内部程序的规
则，所有董事、经理、员工和合作者必须在其专业领域时刻遵循
道德行为，避免任何、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但有可能对集团的声
誉、利益、及公众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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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特别是那些与商业
活动有关的人员，应始终:

•	 根据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协议开展所有商业
活动。

•	 在所有市场公平竞争，并以适当和正确的方式记
录每一笔商业交易。

•	 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法贸易，并与有关当局进行合
作反对非法贸易。

•	 为集团参与的市场带来价值，提供质量和服务。

•	 避免以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方式收集有关市场、
产品或竞争的机密信息。

•	 保护机密信息，不用于个人或第三方利益。

•	 尊重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

•	 不可以接受腐败行为，不可以接受或建议贿赂、
或其他不正当支付、或向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
好处，也不接受越限于集团《关于奖励、礼物或
邀请的行为规则》的礼物或娱乐活动。若有疑
问，应通过道德渠道将这些问题转给遵约委员
会。

•	 根据本准则及适用的内部规定的限制，员工不参
与他们进行的活动、或在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之
间起冲突。若有疑问，应通过道德渠道将这些问
题转给遵约委员会。

•	 我们的员工在与竞争对手打交道时，会始终遵守
既定的谨慎和信息交流的措施，并通过道德渠道
寻求对任何疑虑或事件的评估。

集团宣布让步以遵守所有适用的规定。集团的专
业人员，一般来说所有该准则的接受者都应严格
遵守适用于集团所有公司业务的国家及国际法律
内容、精神及宗旨的合法性。他们还将尊重该集
团在其与第三方的合同关系中所承担的承诺和义
务，以及他们所在国家所使用的良好做法。

集团宣布它将就财政和海关监管以及国际贸易制
裁和限制达成让步。

对于某些法律条款的适用性或如何解释这些规定
的任何疑问，应通过道德渠道咨询遵约委员会。
虽然该公司的许多活动都受到复杂的、不断变化
的立法的影响，但万一有违规的话，缺乏法律知
识并不是一种有效防御。

集团积极与所有公共部门、公共工作者和当局合
作，因此他们的任何咨询都必须按照集团内部政
策和协议进行管理。

1 合法性 2 我们的商业信誉和竞争力
钢宝利集团获得成功的热情意味着我们在运营的所有市场中公平、高效地进行竞
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希望集团所有人员都进行商业活动，以提高集团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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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宝利集团是一家与供应商和分包商保持公平、诚实的关系的公
司，从他们的选择直到取消付款。

与我们的供应商的关系是基于产品或服务的质
量、他们的业务及商业活动，包括道德行为、
透明度、遵守适用的立法，以及在他们所在国
家中尊重人权。

我们的员工、董事和经理在任何谈判中都应将
公司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并以完全透
明的方式进行谈判。

以公正、严谨和客观的态度来选择和评估我们
的供应商和承包商，避免在挑选和考虑环境、
预防和社会问题时产生利益冲突或偏袒。这一
过程将始终适用于集团内部政策的内容。

供应商选择过程中给出的价格和信息必须以保
密方式处理，除非利害关系方同意或作为法律
义务，否则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在遵守方面，要求他们接受我们的供应商行为
准则，并分享目前的行为准则。无论何时需要
进行必要的审核，以改善内部控制。

任何员工、董事、经理或合作者不得越限于《
关于奖励、礼物或邀请的行为规则》中规定的
范围收受供应商和承包商的礼品、佣金或优
惠。

集团的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必须
诚实守信，在任何有利益集团的谈判中，他
们将履行所获得的承诺。

同样，他们也会保护信息的机密性，以及涉及客户、
股东、雇员、董事、经理、合作者或供应商的信息。

3 诚实和信任 4 我们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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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供应商的关系是基于产品或服务的
质量、他们的业务及商业活动，包括道德行
为、透明度、遵守适用的立法，以及在他们
所在国家中尊重人权。

我们的客户是Gonvarri Steel Services的一
部分，其经营方式和对第三方的承诺以及合
法的，我们与他们分享在这段代码中建立的
价值观和原则。

5 我们的客户 6 我们的地区竞争
集团宣布让步，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竞争，严格遵守国际竞争法和其所在国家的、
战略和商业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和限制性的原则

集团致力于促进消费者和用户的利益自由竞争，遵守反
垄断条规，并避免构成或有可能构成串通、滥用或限制
竞争的行为。

此外,考虑到这一事实：合同或协议可能被认为是限制竞
争或非法的，不管它们是否是正式书面的,所有人员应避
免参与任何讨论、合同、项目或协议，无论是正式或非
正式的，与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他们的目标是固
定价格、销售条款或产品供应、市场 份额的分配、客户
分配，或任何其他限制或有可能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活
动。

行政机关、法官或法院可对违反竞争法的个人和公司处
以罚款，并在某些情况下对涉及违反竞争法的人处以长
期监禁。

考虑到民事和刑事方面的严重法律后果，以及此类违规
行为可能使集团曝光，钢宝利集团将采取一切合理行动
以确保雇员、董事、管理人员和合作者遵守上述法律。
此外，集团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可能被认为是非法或违
反此类法律的行为。

对法律的无知、善意或对缺乏时间的肯定，通过道德渠
道质疑遵约委员会，将被视为与本文件所载原则相悖的
一种情有可原的情况。

关于上述原则适用的疑问，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应向集
团管理层提出咨询。

此外，如果发现任何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市场自由竞争原
则和相关法律的行为，则必须通过举报人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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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的员工
我们员工的创业精神是本集团最大的
资产之一。所有的人员都应该公平公
正地对待，并对他们的成就给予适当
的补偿。

代表们的行动，其在集团内的职能将永远被
调整到其各自权力中所确立的数量和质量限
制，而不论各国的立法如何，永远会受这一
准则中所规定的原则和价值观的启发。

集团支持并备份《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
工组织协定(劳工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的原则。所有工人都应遵守以下既定原
则。

I 人事管理

我们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从选择过程
到配置文件的定义和职位描述都遵循程
序。我们确保晋升与绩效、素质和个人
能力挂钩。这一环节还包括设立支付、
培训、跟踪和评价业绩的条件。

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公司：在尊重的基础
上雇佣人员，人人享有平等机会，致力
于发展一个强大的多样化的劳动力，提
供人人都受到尊重的工作环境，独立的
性别、种族、性别身份、年龄、残疾、
宗教或种族出身。

特别是，在我们的业务或我们的供应
商、合作者或客户在其所在任何国家的
业务中，不得容忍雇用未成年人或强迫

工作。

II 没有歧视和骚扰 
禁止滥用职权和任何形式的骚扰，无论
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还是道德上的，
以及其他可能为雇员造成威胁、冒犯或
敌意的工作环境的行为。

所有人员在工作中都应该谨慎对待他们
的同事，特别是在公司层级较低的人员
方面。他们应该警惕工作场所可能发生
的骚扰，并小心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
题。

所有构成骚扰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严重的
行为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已经制
定了一套 骚扰预防指南和协议，适用于
所有工作组，其中概述了行动的原则和
指导方针，这些应有助于预防，并在具

体情况下纠正这种行为。

III 结社自由 

集团尊重人们结社自由、辛迪加组织（
企业联合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因
此，我们与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个人和
工会，按照立法和当地的惯例和习俗进

行工作。

IV 工作与职业生活的调解 

集团在其社会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中确
立了旨在实现其雇员、董事、经理和合
作者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的倡
议和措施。

这些措施应符合其所在国家的当地法规
和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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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健康和安全 	
钢宝利集团认为安全是管理的一个关键方
面。他们致力于为其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保持
充分的预防战略，这些战略是在我们的生产
活动中具有限制性和不可避免的要求

集团明白预防与其活动有关的风险是其公司
管理的一个优先战略目标。集团必须最大限
度地努力发展和促进安全行为，并在建立健
康的工作场所为所有在我们工厂提供服务的
人员提供安全的设备和工作条件。

所有工作人员和合作者都应考虑到工作场所
风险的预防，并在任何活动中以负责任的方
式将其原则应用到他们所做的任何决策中。
它是工作行动和决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规定的健康和安全政策应指导所有行动。

VI 工作条件 

工厂应保证为其人员提供最好的工作条件，
并为他们提供有安全预防设计的设备。安全
应通过设备和设备的安装、维护和修改来保
护，任何剩余的风险都应予以识别和标识。
任何无法消除的风险和义务要时刻记住，都

应详细说明。

VII 工作场所风险预防管理 

集团的工作场都有有效的、外部认证的管理
工作场所风险的管理系统。系统的审批和植
入由各自的管理部门领导。

这些系统遵循综合预防原则。这些原则将适
用于每一项活动、订购或监督并作出的任何
决定，这些决定将采取在公司程序中定义的
各种系统作为参考。

VIII 资质、培训与沟通 

集团的所有人员都应该在安全的工作实践中
有理论和实践的培训和资格，这些知识必须
成为他们专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
有的人员都应该理解工作场所的安全是他们
所需要的责任的组成部分。 

每一个工作场所都应在工作场所和企业管理
中保持沟通、协商和双向参与的制度，使其
人员了解与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所有
方面，并以持续改进和分享经验为目标

为了优先考虑业务目标，不应损害安全程
序。

不能容忍可能会对个人安全或同事的安全产
生影响的不安全行为。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和
具体工作场所所给予和建立的指示。

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也要获得必要的
培训，以了解道德规范和维护道德行为。

IX 外部人员

无论是从我们的设施的风险，还是从他们各
自的活动中获得的风险，在我们的设施内工
作的所有外部员工必须保持和尊重与内部员
工相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必须与负责正确
执行所需工作的外部公司建立协调、控制和
监督的必要程序。.

X 特权信息	
所有员工、合作者、管理人员和管理人员都
不得使用特权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他们在
履行职责或职务时获得的，为自己或第三方
获取利益。

怀疑使用特权信息的任何交易都必须通过道
德渠道进行沟通，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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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宝利集团有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毗邻，尊重其所在国家
当地社区人民的人权，建立适当的条款确保遵守，特别是
尊重最脆弱的群体。

我们的活动将在非常多样化的地点和情况下进行，当地的生活必需品
和影响也是充满变数的。

各具特色的生产中心将根据各地点的实际需要设立不同的生产中心，
为当地社区的行动、投资、捐款和社区项目发展提供支持。

按照透明度原则，任何可预见的合作和捐助都应得到交流和批准。他
们应与适当的实体或基金会进行正确的注册和执行，并获得认可的声
望，但不代表该集团的声誉有任何风险。

此外，任何集团公司的捐赠或赞助，集团都应尽可能地做出贡献，以
了解其目的和用途，确保捐赠的良好目的，避免对集团的声誉风险。

钢宝利集团在其运营的所有国家中宣布了政治中立，以及不资助任何政党或其代表。

所有与公共行政部门的关系将以完全透明的方式进行，与公共机构的合作将
以公正廉洁方式进行。

关于雇员、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合作者，集团尊重在所有情况下行使言论
自由和政治信仰自由的权利，当这种权利不影响其职业活动的执行和在工作
时间之外行使的时候。

在假定的情况下，任何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在他们的工作之外进行任
何公共活动，他们都应该通过道德渠道与遵约委员会进行协商，以便对任何
可能的不兼容性进行分析和评估

所有员工、董事、经理、以及为本集团提供服务的任何外部人员必须以这种
方式行事：不诱使公职人员违反其与国家公共行政当局，在第三国和国际组
织的关系中不偏不倚于任何法律规定。

钢宝利集团的成员被禁止向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和其家庭成员赠送礼物，也
禁止向与其相关的政党或其代表提供资金。

8 与公共行政和政党的关系 9 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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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没有利益冲突

人们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专业人士的个人利益和该集团任何公
司的利益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时，都是利益冲突。当他或与他有
关系的人受到影响时，会有员工的个人利益。

任何决定、行动或活动，如果涉及或可能涉及利益冲突，除非事先得到遵约委
员会的书面授权，并通过道德渠道通知。利害关系方必须在其查询得到答复之
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被认为是利益冲突的情况的定义、识别和管理措施在公司条例中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所有雇员、董事、管理人员和该集团的合作者都必须掌握其知识

这些措施必须符合其所在国家的工作地位和当地法规和风俗习惯。

这些措施应该根据员工的工作岗位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当地法规和风俗习惯进
行。

11 减少和控制环境影响

钢宝利集团促进了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在管理、控制和
最小化我们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谨慎和积极的态度。

集团管理层在我们的生产活动中，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考虑对环境的尊
重，以具有战略意义，并在全体员工中促进对环境的积极尊重

我们的设施配备了高效的管理系统，确保了环境管理的立法和持续改进，允许集
团所有公司的环境实践的统一。同样地，我们的承诺是适应和使用我们的装置中
最先进的技术，并在设计和执行我们所有的行动时包括环境问题。

我们定期为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制定培训计划，以提高对这些问题的
认识。这些课程也特别针对那些负责管理安装人员和与客户和供应商合作的人
员。

我们的工作以优化自然和能源资源的使用为导向，并尽量减少产生废物及其回收
和再利用，同时减少和控制污染废物和污染物。

集团希望在这种方式下，其雇员积极致力于减少其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将
其视为实现对我们自然环境的最佳保护的一种手段。员工应熟悉并遵守适用于其
特定业务领域的法律和环境法规，以及在环境政策中已确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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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产、数据保护和信息管理

钢宝利集团将其资产置于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的配置中。这些应该被谨慎保护，而不是用于其他目
的。此外，集团的政策是保持信息的隐私和保护数据。

I 资产

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应充
分和适当地使用设备、装置和资源，
以实现其活动和功能，而不是使用它
们作为任何其他目的，并保护他们免
受损害、损失或盗窃。

未经适当授权，不得挪用集团资产，
不得随意处置或收取费用。

II 信息的隐私和管理

按照其水平的相关性，集团建立了必要的隐私信息的维护机
制和保护他们的员工、供应商、客户、公共机构、业务合作
伙伴、合作伙伴的数据、以及他们的隐私权和文档的管理。

所有雇员、董事、经理和合作者应遵循为他们的工作活动所
建立的文件的产生、处理、归档和销毁所建立的指示。

同样地，他们不应透露和应在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他们在工作
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如果由于其在本组织内的职能，他们必
须与第三方共享信息，他们应确保签署了保密协议。如有疑
问，应通过伦理渠道寻求必要的澄清。

III 电子设备的使用

员工将充分利用公司提供给他们的电子设备(电脑、手机、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如有必要，可对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并始终遵守当地有关该主题的法
律和规定。

只有在互联网上使用一个工作角色是允许的。它不应该用于个人目的。禁止
使用非法、不适当或猥亵的互联网。此外，如果受到保护知识产权或工业产
权的法律的限制，特别是在涉及从互联网下载的计算机程序的案件中，则应
特别注意使用从互联网获得的任何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与安全事项有
关的事件都会被检测到，将使用帮助台应用程序打开事件报告。

集团建立并为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提供信息的规范安全程序，这
些信息是独立于信息的格式和平台(印刷、书面、电子、视频、音频等)。有
关信息的分类和处理的适用政策，以及适用于安全的程序和规范可通过企业
内联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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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部交流

集团认为其形象和声誉是其最宝贵的资产之一，以保持其股东、客
户、专业人士、供应商、当局及其员工的信任。

所有员工、董事、经理和合作者都应该非常小心地将公司信息传递给公司外部，
独立于所使用的手段(新闻稿、对媒体的采访、对社交网站的评论等)。

不能发出可能损害集团形象或声誉的消息或语句 (例如在笔记上写手稿或电子邮
件)，也不允许个人代表集团来表达可能违反集团的建立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
价值观的个人意见。

当任何一个组成这个集团的团体参与了某种外部干预的时候，其出版物可能会在
媒体上

产生重要的反响，因为它的内容或由于处理此事的敏感性，它应该通过伦理渠道
沟通传播，并在传播前修订和获得批准。

14 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集团的财务信息准确反映了其经济、财务和公平状况的真实情况，
遵循国家和国际会计原则和标准，以及下列具体原则:

•	 真实性：它必须忠实地反映集团每个公司的真实情况。

•	 诚信：它必须反映整体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它必须被整合、完成，并且不
存在可能产生被损害或部分财务信息的除外责任。

•	 一致性：必须按照集团每一家公司的相同标准制定、准备和传播。

•	 授权：必须事先得到授权并在集团的财务政策和原则中形成。

没有人被授权隐瞒或发布集团的记录或会计报告；所有经济、财务和世袭信息的
交流都必须由集团的机构和它们所建立的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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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预防洗钱

为了防止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集团的雇员、董事、管理人员及
合作者应特别注意由于交易性质不同寻常的现金支付，持票人支
票或其他货币所支付的款项超出了先前商定的金额。

在存在洗钱风险的业务或活动中，集团有义务根据客户的身份确定合规措施，
并与主管当局合作。

该集团的内部规定必须遵循并明确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支付或接收2500欧元
(€2500)以上的现金。

如果有任何可疑的行动，并且可能存在洗钱的风险，必须通过道德渠道进行沟
通，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

16 反贿赂和腐败斗争

贿赂或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腐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不可贿赂或被
贿赂，不可做出其他不合理的支付给第三方。

在集团《关于奖励、礼物或邀请的行为规则》中规定的限制之外，不接受也不要
求礼物或娱乐活动。

如有疑问，应通过道德渠道咨询遵约委员会

若有任何可疑操作及可能存在腐败或贿赂风险，必须通过道德渠道进行沟通，以
便采取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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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披露、沟通和监控
2 遵约委员会
3 道德渠道(沟通与报告)
4 惩戒制度

企业内联网4.0
发现并使用“道德规

范”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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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雇员、董事、管理人员及合作者必须知道并明确接受该准则
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其中所规定的原则和行为规则。提供强制性培
训以确保对守则的全面了解。

集团的任何员工、董事、经理及合作者、任何客户、供应商或任何一个人，均可
报告该集团或集团中任何一家公司所检测到的违反该准则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集团将通过道德渠道提供必要的程序和机制，使其能够匿名地
通知任何违反本准则所载原则的行为，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包含于“道德渠道”内的告密者通道是通过个人电脑应用程序、电话、电子邮件或
普通邮件接收和管理投诉的机制，由遵约委员会负责管理，负责报告或投诉的初
级管理工作。

投诉管理程序将确保所有阶段的匿名化和非报复。

1 披露、沟通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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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约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 更新、改进和修改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 更新、改进和修改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 管理遵从模式中发现的风险。

• 执行对模式的控制、监督及评估的年度计划，监测实施的控制措施的有效程度。

• 监督、控制和评估监管合规模式的整体运作。

• 确保在钢宝利集团(道德渠道)内的报告违反、依从和质疑的机制的适当管理和可操
作性。

• 在潜在的不合规操作的情况下，支持管理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管理。

• 确保所有公司的人员都恰当了解集团中实施的控制，所有公司的人员都在做适用于
他们的遵从模式的一部分，他们正在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或更新，并保证所有的控
制权所有者都清楚了解他们的责任清单。v

• 确保充分的培训和信息披露给整个组织，集团公司文化中钢宝利集团的遵从战略及
合规模型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 与其他相关领域一起推动法规遵从培训活动。

• 管理和维护在模型中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的报告机制。

• 在准则的完成过程中检测到的偏差，以身作则，并促进在团队中对准则的解释和应
用的一致性。

• 定期(或特别)向执行董事汇报可能会影响公司的风险区域、评估模型评估结果以及
已实施的控制和行动计划。

• 定期(或特别)向总裁、董事会和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汇报主要的遵从问题。

2 遵约委员会
遵约委员会是一个由主动和控制的
力量组成的独立机构，受法律委托
监督该集团内部控制遵从体系的有
效性。

委员会将提供充分的资源，独立执
行其职能，由内部审核和遵从部
支持。

董事会负责制定遵约委员会在所有
情况下需要的安排以确保最恰当的
安排，来保证委员会的恰当代表性
和有效运作。

遵约委员会至少由四名成员组成。

遵约委员会由来自内部审核及遵从
部的一名成员、财务部的一名成
员、人力资源部的一名成员和法律
部的一名成员组成，这些人都是由
GSS的董事会直接任命的。

根据具体情况，委员会可提供额外
资源，或可要求其他部门提供技术
或法律支持或合作，或在必要时由
外部评审员提供。

行为规范的管理结构

遵约委员会是一个内部协商机
构，负责促进集团的价值观和
行为准则，以及监督、沟通、
披露和监督准则。

遵约委员会也负责处理道德渠道，管
理和解决通过到渠道接受的疑问、咨
询和投诉。

作为对透明度的承诺的一部分，委员
会对其活动进行统计登记，并对内部
和外部的资料要求作出答复。一份年
度报告详细说明了员工、董事、经理
及合作者使用该渠道的程度，但这不
会包含敏感或机密信息。

在解决冲突问题上，遵循无罪推定原
则，遵约委员会以客观公正的方式行
事，集团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同
样，它的行为是为了保证那些以善意
沟通的雇员或第三方，任何假定行为
不符合准则所载原则的行为，都不会
受到任何形式的报复。

“遵约委员会条例”界定和管理遵约委
员会的职能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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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渠道（沟通和报告）

保持信任的最佳方式是，在任何情况下，人员都有合法的怀疑，
即不遵守准则的行为已经发生，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安全、保
密和有利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可以不用担心遭到报复而
表达他们的忧虑。

道德渠道的使用者应通过道德渠道向遵约委员会汇报任何不适当的情况或不良
的做法、疑问或疑惑，以引起其注意。

如果一名员工真诚地相信准则中所描述的某一种情况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他
将被要求将这些信息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并提供所有证据。鉴于此，要调查以
匿名方式传达的怀疑会更加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诚意地要求所有工作
人员确认自己的身份，以便开始调查那些将被匿名的投诉，保证整个过程的机
密性。

然而，可能会要求雇员提供进一步资料，尽管不需要直接参与调查过程。

该过程将确保在调查的所有阶段中，用户的匿名化，安全和保密，以及非报
复。

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完全匿名，因为在任何结果的内部或外部程序中都可能
需要提供证词。

表示忧虑的员工将不会对他们的表达负责，也不会对他们之前没有表达过的情
况作出解释，因为人有合法的信念，即先前提到的类型的不恰当的情况存在。
然而，任何恶意或缺乏基础的指控都将被认为是严重的或非常严重的违规行
为，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道德渠道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让所有级别的员工和第三方都能接触到。通过这些渠
道，可以报告任何查询、投诉或事件。这些通道是:PC应用程序、电子邮件(ethics-
channel@gonvarri.com)、平信或电话。

这些渠道将提供给任何雇员或第三方，并将被公开并以有效和永久的方式告知他
们，以确保对任何想使用它们的人都是可访问和透明的。

为了确保向任何潜在使用者正确披露其访问性及知识，关于道德渠道的使用和操作
细节、投诉的最多内容、传达信息的处理、或任何其他相关的信息将由“道德渠道
的内部规定”文件公之于众。

期望那些加入这些交流渠道的人已提前仔细地评估了他们希望提高的事项的重要
性。

遵约委员会通过道德渠道传播：

• 不符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行为;

• 查询与准则及集团道德价值观相关的任何问题。

• 需要通知的事件及必要时的批准请求。

• 未遵守任何内部或外部规定所产生的违规

• 未遵守钢宝利集团遵从模型的任何发展模型政策和协议。

• 检测可能的犯罪或欺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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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惩戒制度
如违反本准则或任何有关钢宝利集团遵
从模式的政策和协议，钢宝利集团可
使用现行法例下认为适当的法律或纪律
措施。

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行为，因此受到纪律系统的
影响，不仅是直接违反准则的人的行为，而且
还是那些通过行动或不作为而进行合作的人的
行为。

没有任何雇员在没有机会提出任何他认为合适
的权利要求时而受到惩罚。

违反劳动法规就是违反本准则，会依照现有条
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La mejor manera de proteger la confianza es que en cualquier situación en la que el per-
sonal tuviera sospechas legítimas de una conducta indebida, sepa que cuenta con un en-
torno seguro, anonimizado y propicio en el que podrá expresarse sin temor a represalias.

El	usuario	deberá	dirigirse	al	Comité	de	Cumplimiento	a	través	del	Canal	Ético	para	poner	en	su	
conocimiento	cualesquiera	de	las	situaciones	indebidas,	dudas,	consultas	o	de	malas	prácticas	ma-
nifestadas.

Si	un	usuario	del	Canal	Ético	creyera	genuinamente	que	ha	ocurrido	o	pudiera	ocurrir	una	de	las	
situaciones	mencionadas	en	este	Código,	deberá	documentar	por	escrito	éstas	y	aportar	las	co-
rrespondientes	evidencias	en	su	caso.		

Dado	que	es	mucho	más	difícil,	y	a	menudo	imposible,	investigar	sospechas	sin	que	se	identifique	
claramente	al	usuario,	se	pide	a	éste	que	tenga	a	bien	identificarse	para	iniciar	la	investigación	del	
asunto	que	es	objeto	de	la	denuncia	para	posteriormente	anonimizarla,	garantizando	la	confiden-
cialidad	durante	todo	el	proceso.

Si	bien	se	 le	podrá	pedir	al	usuario	que	proporcione	mayor	 información	posteriormente,	no	será	
necesario	que	tome	participación	directa	de	la	investigación.	

Se	procederá	asegurando	la	anonimización	del	usuario,	la	seguridad	y	la	confidencialidad	durante	
todas	las	fases	de	la	investigación	de	la	denuncia,	así	como	la	no	represalia.

Sin	embargo,	no	se	pueden	dar	garantías	de	anonimato	total	puesto	que	es	posible	que	sea	nece-
sario	dar	testimonio	del	caso	en	todo	procedimiento	interno	o	externo	emergente.	

No	se	responsabilizará	al	usuario	por	haberse	expresado	o	por	no	haberse	expresado	con	anterio-
ridad	siempre	que	dicha	persona	tenga	una	convicción	legítima	de	la	existencia	de	una	situación	
indebida	respecto	de	cualquiera	de	las	áreas	mencionadas	anteriormente.	Sin	embargo,	las	acusa-
ciones	efectuadas	en	forma	maliciosa	y	sin	fundamentos	serán	consideradas	como	falta	grave	o	
muy	grave,	de	conducta	y	esto	podrá	dar	lugar	a	una	acción	discipli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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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将在工作中心
进行定期审计，以监
测和衡量准则的传
播、扩散和完成情
况。”

每年审核团队和审核计划的更新和定义，目的是验证以下方面:

• 对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和敏感度。

• 所有员工、董事和经理的沟通记录，不论级别或类别。

• 将准则和相关培训介绍给新成员。

•  准则的实用性，在相应的语言中，在生产中心的所有员工都可以访
问的区域。

•  通过内部网和公司网站的相应语言获得准则。

•  进入道德渠道的便捷性。

这些审核的结果与遵约委员会
收到的投诉的相关记录及投诉
跟进报告一起，将显示出现行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遵
守及灌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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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将于2017
年9月25日生效，在董事会不批准更
新、修订或废除之前均有效。
该准则将由遵约委员会定义的周期性来审核和更新。

批准和修订 批准和生效日期

该准则于2017年9月25日由钢宝利
集团董事会批准，并在同一日期生
效。从生效日期起，以前对相同内
容的规定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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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钢宝利

APP中通过在线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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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中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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