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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本手册对科赛全球所有员工应该熟悉的重要政策、标准和方针作了专门规定。   

本手册最初版本由 HO Sabanci Holding AS 制定并进行了相关更新用于科赛全球集团公司
使用。  

本手册内容包括： 

 

 对员工进行指导，保证其商业行为符合公司道德标准。 

 

 帮助客户、供应商以及公司外其他各方进一步理解公司道德标准。 

 

“科赛全球”“公司”“集团公司”是指科赛全球公司及其分公司、关联公司、以及科赛公

司在其中拥有多数股权或拥有经营权的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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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道德规范 

 

 

I. 商业道德规范 

 

1. 正直诚实  

在科赛全球公司的所有业务过程和交往中，其核心价值观就是正直诚实。因此，科赛全

球的员工在与员工、股东、供应商和客户交往中必须按正直诚实的原则行事。  

2. 机密性 

个人及机密信息是指可能导致科赛全球处于竞争劣势的信息、商业机密、财务信息以及

没有披露的其他信息、员工个人信息、以及公司与第三方达成的机密协议中的相关信息.  

科赛全球员工应该重视并努力保护公司客户、员工、其他相关个人和公司的隐私以及其

相关信息的机密性。 科赛全球员工应该保护集团公司活动相关信息的机密性，并且仅将

此机密信息用于科赛全球之目的，并保证仅与相关被授权方分享此信息。 

科赛全球严厉禁止内部交易或获取任何金融或商业利益，其中包括通过披露科赛全球和

科赛全球集团公司的机密信息而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 一旦科赛全球员工与公司解除工

作合同，该员工不得持有因其工作而获得的机密文件、项目、规范等副本。 

3. 利益冲突 

科赛全球员工有责任避免出现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情况和关系。科赛全球员工不得利用

其职位便利或通过其家庭成员或亲戚从与科赛公司有业务关联的个人或公司中获取任何

个人利益。科赛全球员工不得利用科赛全球的名义或权力以及利用科赛全球/Sabanci 身

份获取个人利益。  

 

如果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并且科赛全球员工认为采用法律和道德方法可以实现相关方利

益的安全保护，那么，该员工可以采用本方法。如果有疑问，科赛全球员工可以咨询其

经理、人力资源部门、地方道德监察长、全球道德监察长或道德委员会。  

4. 科赛全球职责 

除了法定职责以外，科赛全球重视并履行以下与客户、员工、股东、供应商、商业伙

伴、竞争对手、社区、个人相关的以及与科赛全球和 Sabanci 名义相关的职责： 

4.1 法定职责 

科赛全球员工应该在公司业务所在地的法律规范框架内以及国际法律的规定履行

所有相关国内和国际业务和程序；并及时正确地向主管当局和机构提交所有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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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相关活动和程序的过程中，科赛全球员工不得企图从所有公共机构和组

织、管理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党处获取任何利益，并与之保持同样距离；并

以高度责任感履行相关义务。 

4.2 对客户的责任 

科赛全球员工工作中应该采用以客户满意度为中心的方法，并且使用适当的方式

及时积极地响应客户的需求和要求；科赛全球员工应该根据所承诺的条件及时地

提供相关服务，并且根据“尊敬、荣幸、公平、平等和礼貌”的原则与客户交

往。  

4.3 对员工的责任 

科赛全球保证其员工能够正确地充分地行使其权利。科赛全球以诚实和公平的原

则对其员工，保证为员工创造一个无歧视的、安全的、健康的工作环境。科赛全

球鼓励员工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同时支持员工自愿参与相应的社会和团体活动，
培养社会意识；尊重并保证员工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的平衡。   

4.4 对股东的责任 

科赛全球为了保证科赛公司的延续性并为科赛全球伙伴创造价值，科赛全球公司

努力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或无法控制的风险，并为持续利润而努力奋斗。科赛全球

按照财务纪律和职责行事，并且按照高效、节约的原则管理公司资源、资产、以

及安排员工工作时间。科赛全球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并且对具有增长潜力的

业务或者获得高额回报的业务进行投资。科赛全球将及时向公众及其股东披露全

面清晰的财务、战略、投资和风险信息。 

4.5 对供应商/业务伙伴的责任 

我们像客户所期望的一样，将以尊敬和公平的态度行事，并且保证及时履行我方

责任。我们将认真保护个人、组织和我方业务伙伴相关的信息的机密性。 

4.6 对竞争对手的责任 

科赛全球只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业务范围内进行有效竞争，避免不正当竞争。  

科赛全球将努力在社会中构建有针对性的竞争结构。 

4.7 对环境、社区、社会和人类的责任 

科赛全球向其所有股东、员工、客户、以及公众承诺，在经营业务的同时将关注

环境保护。科赛全球将努力实施相关战略，成功实现业务运营，并为所有股东获

取最大利益而努力，同时保证满足后代的需求。 

科赛全球将根据先进技术以及其对安全、健康和环境科学的最新理解对其工作方

法进行持续改善。科赛全球将在全球所有经营场所持续履行本义务并努力取得明

显进展。   

对科赛全球最为重要的是民主和人权保护、教育和慈善活动、消除犯罪和腐败。

科赛全球员工以良好的使命意识和积极态度参与社会事务，并且为了社会和公众

的利益努力在非政府部门或服务部门或活动中发挥作用。科赛全球员工无论在哪

个工作场所都应该在工作中响应及时、动作迅速。科赛全球员工不得收受或提供

贿赂。科赛全球员工在接受和提供产品或服务形式的赠送时不得超过一般认可的
标准限度。 



 

 

 

科赛全球商业道德规范，第二版， 批准日期：2009 年 09 月 15 日  

5 

 

4.8 科赛全球和 SABANCI 的责任 

由于科赛全球的专业能力和正直诚实，其业务伙伴、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信任科赛全球公司。科赛全球将努力保持其最高声誉。  

 

科赛全球在公司政策、职业标准、义务承诺以及道德规范的范围内提供相关服

务，并履行其义务。  

科赛全球只在其专业的领域提供服务，并寻求与正直诚实、遵纪守法的客户、业

务伙伴和员工进行合作。科赛全球拒绝与违反社会道德或破坏社会环境或损害公
众健康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合作。   

科赛全球员工不得在公众场合或代表公司的场合表达个人意见，而应该传达公司

观点。 

当遇到复杂的情况，并可能危害科赛全球或 Sabanci 集团公司时，科赛全球员

工应该根据相应技术和管理咨询程序首先咨询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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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道德规范支持政策  

 

1. 安全、健康和环境(SHE) 

科赛全球一直以来视员工安全和健康为其核心价值，同时，结合相关地方和国家法规创

造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这些法律规范均由公司严格实施。一般情况下，政府主管机关

对任何导致员工严重伤害或死亡的事件均会进行彻底调查。为了加深理解并严格遵守安

全法律，应该提供全面持续的培训和常规安全审查， 

各国各级政府均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而且，执行当局对与严重违反环境法

律的公司和员工实施刑法制裁。环保法涉及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可能导致向空

气中、地面或水中排放物质的行为。对于意外排放或外溢的事故或者新获得的信息表明

化学物质可能引起健康危害，必须向政府机关汇报。同时政府机构要求，公司在生产或

进口新化学品时必须提前通知。另外重要的是，公司应该实施全面持续的员工培训计划

和环境状况审查计划； 

操作规则 

(a) 科赛全球应该遵守最高相关标准，保证工厂安全生产以及保护环境、员工、客户

和营业地社区居民的安全。科赛全球在加强其业务的过程中视安全、健康、和环

境事宜为其业务活动的一部分，并且努力保证其业务与公众期望相统一。 

(b) 科赛全球相信所有人身伤害和职业疾病以及安全和环境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并

努力消除其发生的可能性。科赛全球同时关注员工下班后的安全状况。科赛全球

对于其计划建造的每个工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采用适当方式设计、建造、运

行和维护所有工厂设施和运输设备，保证其安全性符合当地社区和环境的要求。

科赛全球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并且派遣相关领导协助地方社区改善

其应急准备状态。 

(c) 科赛全球保证在源头处做到零废物排放。对材料进行再利用和再循环，最大程度

减少处理工作，并保护资源。如果发生废物排放，应该对其进行安全负责的处

理。科赛全球努力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同时对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最大风险的情

况列为优先级别。如果以前的方法需要纠正，科赛全球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对其进

行纠正。 

(d) 科赛全球擅长有效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矿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科

赛全球将对其占地进行有效管理，改善动植物的栖息地。 

为了达成科赛全球的安全、健康和环境目标，科赛全球制定了 SHE 政策。如果想更多了
解，请参考科赛全球 SHE 政策。如果你对科赛全球的 SHE 要求和活动有疑问或担忧，
请咨询科赛全球 SHE 经理或各工作现场的 SHE 经理。 

2. 员工 

2.1 公平工作环境政策 

科赛全球认为为员工创建并保持公平的工作环境是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个

公平、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相互尊重，并遵守各种相关法律法规，从
而促进和改善员工表现、发展和参与。  

科赛全球是一家机会均等的公司，不会因为年龄、种族、信仰、派别、肤色、性

别、语言、国籍、婚姻状态、性趋向、资格状态、政治观点、军籍、真实的或被

视为的残疾或障碍，宗教或其他法律保护的特征而区别对待。本政策适用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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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中，包括但不限于雇用、工作安排、晋职、解除合同、解雇、召回、调任、

休假、赔偿和培训。科赛全球禁止任何形式的骚扰行为。所有歧视都是违法的，

科赛全球业务中的所有员工均不得参与此种行为。如果怀疑发生违反公平工作环

境政策的行为，应该立刻报告给其主管（管理层成员）、现场道德监察长、全球
道德监察长或道德委员会；  

下列操作规则对如何在科赛全球内创建和保持一个公平的工作环境规定了基本原
则： 

操作规则 

(a) 科赛全球操作方法符合关于就业和工作状况的所有现行法律和规范。科

赛全球员工遵守活动相关的法定要求并按照法律行事。  

(b) 科赛全球人力资源政策和规范保证所有雇用规则包括但不限于雇用、工

作安排、晋升、调任、轮转、解除合同、解雇、召回、调任、请假、赔

偿、报酬、社会福利和培训均不含有任何歧视内容。  

(c) 科赛全球致力于消除所有形式的强制劳动和雇用童工现象。 

2.2 隐私和员工机密性 

应该尊重员工的个人生活和个人空间；在工作场所或以工作为目的聚集在一起的

环境下侵犯员工的隐私是违法和违反道德的行为；科赛全球对此违反行为决不容

忍。其目标就是能够让员工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中安心工作，而不必担心身

体、性、情感隐私遭到侵犯。 

员工对于电脑、电子邮件、以及网络使用的隐私权应该受到良好保护。但是，如

果危及商业道德规范，可以对员工的电子通讯进行监视。公司配备的电脑仅用于

公司业务之目的，而员工在使用公司电脑、语音或电子邮件账户时，不能期望其

具有隐私性。  

操作规则 

(a) 个人之间的通讯不受第三方的干扰； 

(b) 即使可以合法录音，也不得非法散布、给与、或获取个人数据。 

(c) 对于雇佣关系及其延续具有重要作用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除此之目的以

外的其他用途也不得在未经个人许可的情况下与第三方分享。  

(d) 应该尊重员工的个人和家庭生活；  

2.3 无骚扰的文明工作场所 

科赛全球内部应该创建一种积极、和谐的工作环境，促进工作合作。具有不同种

族、性别、宗教信仰、肤色、信条、国籍、信念、残疾、年龄、观点的人可以和

睦相处。禁止工作场所内的员工或主管或工作场所内的其他外来人员包括代理

商、顾问、客人、客户、受邀方、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等实施任何形式的歧视行
为。    

在科赛全球经营业务的过程中，员工应该尊重个人的权利和文化差异。  

由于骚扰行为会给科赛全球以及其员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所有员工、主管、非
员工人员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骚扰行为。  

性骚扰就是歧视的一种形式之一，此种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从广义上来说，

性骚扰包括讨厌的性暗示、性要求以及其他性方面的口头或身体上的行为。这种

骚扰行为有两种形式：交换型骚扰和敌意环境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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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型骚扰 

(i) 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屈服于此种行为作为个人工作的一个条件； 

(ii) 个人对此种骚扰的接受或拒绝构成雇用决定的基本条件，进而影
响此人。  

敌意环境骚扰 

此种行为会造成不合理干扰个人工作表现或创建一种威胁性、敌意的或者攻击性
的工作环境。 

操作规则  

(a) 非法骚扰行为包括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口头或非口头行为。此种行为应

该严格禁止。非法骚扰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就员工的种族、性别、国籍、年龄、宗教、残疾和任何其他受保护的
方面进行口头或书面辱骂； 

 根据员工的种族、性别、国籍、年龄、宗教或残疾以及其他受保护方

面对其身体、外貌或生活方式进行评论； 

 受害者认为讨厌的性暗示、无理由身体接触、调情或抚摸；受害人认

为具有讨厌性行为特征的斜视、凝视等攻击性非口头行为。 

 在工作场所对种族、性别、国籍、年龄、宗教或残疾以及其他受保护

的方面展示明示性或暗示性的图案、卡通、图片、相片或物体等； 

 就种族、性别、国籍、年龄、宗教或残疾以及其他受保护方面传播淫

秽故事、玩笑、影射或评论； 

 就员工的宗教信仰、性行为与雇用状态、晋升潜力、工资待遇或其他

雇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发表暗示性或联系性或可以合理视为具有暗示性

或联系性的声明或威胁； 

同样，对以上受保护特征的骚扰或歧视行为也是违法行为。无论此种骚

扰或歧视是口头上、身体上还是环境上的行为，均应禁止。  

(b) 各主管人员应该向每位员工传达科赛全球关于骚扰行为的基本政策，并

且鼓励员工对违反行为进行举报。当某种违反行为引起主管的注意，其

应该立刻将其汇报给现场道德监察长、全球道德监察长或道德委员会； 

(c) 员工也可以与现场道德监察长进行非正式秘密会面，讨论骚扰事件。现

场道德监察长、全球道德监察长或道德委员会应该对此投诉进行调查，

并通知相关员工关于调查的结果和结论。对投诉进行的一系列措施应该

与员工进行讨论，但是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实施立即有效的补救措施。 

(d) 如果可能，应该对投诉人或被控个人进行保密。然而，科赛全球有责任

对骚扰指控进行调查，包括面见被指控人或证人。  

(e) 对于诚实报告嫌疑骚扰行为或协助提供骚扰行为信息的人员不得实施报

复性行为，否则严重违反商业道德规范。科赛全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

报复性行为。一旦发生，应该立刻报告给经理或道德监察长。应该尽快

合理地处理此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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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员工或非员工人员不得明知情况下故意就骚扰投诉或调查行为提供虚假

事实陈述。任何故意指控虚假骚扰行为的人员将受到包括解雇在内的惩

罚。    

(g) 如果员工没有遵守科赛全球反骚扰政策，将可能受到惩罚，其中包括解

雇。另外，可能要求该员工参加相应的培训或咨询作为惩罚措施的一部

分。如果发现员工从事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应该将此违反行为的记录

放入其个人档案。歧视行为可能导致缺陷表现评估、工资下降（包括罚

没奖金）、无薪停职、或者解雇。如果发现非员工人员从事此种骚扰行

为，应该立刻将其驱逐出科赛全球公司；科赛公司有权决定终止与此人

的合作关系。 

 

3. 公司资产和财务健全 

3.1 内部控制和报告完整性 

科赛全球应该建立内部控制标准和程序，保证资产受到合理保护和使用，同时保

证财务记录和报告可靠准确。公司所有财务报告、会计记录、研究报告、销售报

告、费用账目、时间单以及其他文件必须准确清楚地反映交易的相关事实和真实

性质。员工有责任保持并遵守所要求的内部控制措施。错误作帐和记录以及做虚

假财务报告不仅与科赛全球政策相违背而且违反营业所在地的会计法相关规定。

这些违反行为可能导致个人的民事、刑事责任以及对公司实施制裁。  

操作规则 

(a) 故意对成本或资金金额进行错误分类、故意提前或延迟当期反映的成本

和收入、故意将未售库存作为已售产品或故意作虚假差旅费用均视为违

反会计规范的行为。 

(b) 所有账目和记录应该采用适当方式记录，保证清楚显示和识别业务交

易、资产、债务或权益的真实性质；并且正确及时地分类和记录会计账

册中的条目，并且符合国际财务报告标准（IFRS）的规定； 

(c) 不得对任何记录、条目或文件进行虚假记录、歪曲、误导、或故意不完
整或删减等。 

3.2 科赛全球资源的利用 

在以科赛全球名义利用公司资源的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科赛全球的利益。不得

以任何名义或为了任何他方利益将科赛全球的资产、资源和人力用于公司之外之

目的，除非科赛全球全球的利益受到合理保护和保证。所有人员应该遵守“资源
高效利用”的原则。 

为了公司利益，正确利用公司资源的同时，应该正确合理的利用相应时间。科赛

全球员工应该高效利用其工作时间，不得在工作时间办理个人业务。经理人员不

得给员工安排私人工作。 

原则上，工作时间不得进行客人和个人约会。如果根据拜访主题，需要与重要客

人进行会面，应该掌握好合理时间，不得中断正常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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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科赛全球资产保护 

信息资源是科赛全球实现其远景的重要资产之一。商业机密相关国际法律包括

NAFT 规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 GATT 的规定（关税贸易总协定）；但此区

域的各国法律大不相同。业务经营所在地的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商业机密盗窃行为

均规定了民事和刑事惩罚措施。因此，科赛全球公司及其员工有责任对信息进行

有效利用，适当分享，并且保持其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为了保证科赛全球

获得最大利益，应该保证所创建的管理制度与实施信息及其机密性管理的过程程

序相兼容。  

在收集竞争对手信息过程中，员工应该利用合法、道德的资源，防止不当采用他

人专有信息。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指导方针，防止因误用商业机密而导致公司遭受
严厉的民事或刑事惩罚。 

下列操作规则规定了科赛全球的机密信息范围，并且创建机密信息基本原则，以

便员工遵守。 

操作规则 

机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属于科赛全球的其他知识产权、员工编制、发现、

开发以及制作的数据、其中包括各种创新、工艺、未公布的产品、探索或研究结

果、广告、产品包装、标签、计划（营销、产品和技术）、商业战略、战略合

作、执行中的合同、合作信息、财务信息、人员信息、客户列表、产品设计、专

门技术、规格、潜在或现有客户的身份、供应商信息、以及所有书面、图表、或

可机器阅读的信息。  

机密信息原则如下：  

(a) 未经正式授权，不得将机密信息披露给非公司雇员或不需要了解此信息

的员工； 

(b) 不得对机密信息进行修改、拷贝、或销毁。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储
存此信息。对于此信息做的任何修改都应该进行记录并标明日期。   

(c) 不得将机密文件带离科赛全球公司。如果确实需要将机密文件带离办公

室，应该首先获得负责人或高级管理层的批准。 

(d) 对于用于查阅公司信息的密码、用户编码、类似的识别性数据应该妥善
保管，不得披露给除被授权用户之外的任何其他人员。 

(e) 不得在餐厅、自助餐厅、电梯、运输工具或其他公共场所谈论公司机密
信息；  

(f) 应该根据机密程度对机密信息进行分类，这一点在机密信息中已经明确

规定。公司员工应该了解其根据职责而收取的机密信息的的机密程度，

并根据其要求行事。如果对于机密程度不确定，应该采用更高等级的机
密水平，并且必要时，咨询相关经理人。  

(g) 当为了科赛全球公司利益需要与第三方/个人/组织分享公司信息时，应

该在披露之前，签署一份信息保密协议或者从另一方获取相应的信息保
密承诺书，从而保证参与各方对此资产的安全性和保护承担相应责任。  

(h) 对于个人或组织，不得散布无根据的陈述或谣言； 

(i) 工资、附加利益以及其他反映公司政策的类似人员信息应该属于个人隐

私，具有一定的机密性，不得泄露给除了被授权人之外的任何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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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传递方式应该可以保证个人隐私。 禁止任何人员向他人披露此信

息或者强迫其他员工向其披露此信息。  

正确的保护和使用公司资产包括专有信息，是每位员工的基本职责。 员工必须遵

守现场安全计划，保护有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安全，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或搬离，

并且防止出现犯罪或背信行为造成损失。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公司资产和财务完整性政策，请参考内部控制和信息安全政
策； 

 

4. 商业伙伴和政府机构 

4.1 收送礼品政策 

科赛全球的员工不得为了自身或他人而索取礼品、好处、优惠或娱乐，从而影响

其公正性、决策和行为，同时也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或组织提供礼品、好处、优惠

或娱乐，导致影响第三方的公正性、决策和行为。同样，科赛全球员工不得向业

务合作单位或个人或寻求业务合作的单位或个人或科赛全球的竞争对手处索取或

接受贷款（除了按照市场比率从贷款机构获得的普通贷款）；   

严格遵守本规则可以保护科赛全球及其员工免受批评，诉讼或尴尬，从而避免产

生可能的或现实的利益冲突或不道德行为。 

以下操作规则对公司员工和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第三方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礼品交

换规定了基本框架，并且规定了相关原则以便员工遵守。 

操作规则 

(a) 无论科赛全球员工收受的礼品和好处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只要可能对其

工作公正性、工作表现和决策产生影响，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和好

处。  

(b) 科赛全球员工可以根据以下（C）条规定收送礼品，或者在以下条件下专

门进行：  

 符合公司业务目标； 

 符合现有立法规定； 

 一旦披露，不会给科赛全球造成尴尬；  

(c) 如果满足（b）条规定； 

 根据商业环境许可的标准、公司授权表规定的原则，科赛全球员工

可以提供或接受合理的娱乐、礼品和聚餐。 

 为了纪念代表科赛全球公司出席研讨会或类似组织，而接受的具有
象征意义的不具有金钱价值的奖项和牌匾等； 

(d) 除了金钱之外，如果收送的以上项目以及其他礼品、好处、假期或者折

扣等，只要符合(b)条规定并且每年收受礼品的总价值不超过 250YTL 或
等值，不需要获得公司批准。 

(e) 禁止接受以明示或暗示方式要求回报的礼品或好处；  

(f)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收送或者暗示佣金或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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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科赛全球员工不得收受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如：股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

流通证券）或者向承包商、供应商、顾问、竞争对手或客户处借取款

项；不得要求或接受以上人员或组织支付其差旅费用、活动费用或类似

开支。  

(h) 如果公司需要给具有业务关系的客户、经销商或其他第三方提供礼品和

奖励性材料，必须获得科赛全球高层人员的批准。对已批准的礼品和奖
励性材料的分发不需要公司进一步批准； 

(i) 如果符合（b）条规定，科赛全球可以接受适当产品和服务作为礼品；如

果赠送礼品符合接受方的文化习惯和道德观念，可以在高层管理人员的
批准和知晓下，以礼品的方式向接受方赠送产品和服务。 

(j) 如果根据当地文化习惯进行礼品交换，并且该礼品超过公司政策规定的

价值的特殊情况下，只能在公司高层批准后以科赛全球的名义接受礼

品。在任何情况下，交换礼品都应该根据当地文化习惯进行。 

(k) 对于赠送给别人的礼品、好处和娱乐的会计记录和证明凭证必须清楚准

确地进行记录，并且附带适当清楚的描述文本。公司财务和采购部门的
副总裁应该对以上款项的授权和记录保存制定相关程序。 

(l) 款项支付不应该以促进（i）政府官员作出是否将或者以何种条件将新业

务授予或继续与某方进行合作的决定或（ii）决策参与的政府官员采取行

动鼓励将新业务授予或继续与某方合作。 

4.2 佣金、回扣和折扣 

销售佣金、回扣、折扣、信用以及补贴都是通常的业务促进方式。但应该高度注

意避免非法或不道德的给付报酬，保证遵守各种货币兑换措施和税费规定。用于

促进业务的费用应该价值合理，合理竞争并且正确备案，并提交给原销售合同签

署单位或发票接收单位。 

操作规则 

(a) 对于公司实施的销售，只有对相关销售进行记录的公司负责支付销售佣

金、回扣、折扣、信用和补贴。此费用应： 

 应该与交付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有一定的合理关系； 

 应该通过支票或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给协议一方的业务实体或原销售

发票接收实体而不要给某个主管、员工或其代理商或给相关业务单
位； 

 仅在实体经营场所所在国进行； 

 应该提供相关证明凭证，并清楚地写明交易的性质和目的。 

(b) 如果公司需要或以非普通货币方式向除了经营地所在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的第三方或收款方或其银行支付佣金、信用、回扣或向其履行其他义

务，除了满足以上要求外，还应该遵守下列标准才能进行付款：  

 在与收款人进行的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有税费或外汇管
制法违反行为或其他非法目的。 

 收款方应该从经营单位的被授权官员处获取一份书面请求书，说明

付款的方式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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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供应商或付款人进行付款并不违法。如果此付款的合法性

无法从其他来源（包括银行）进行证实，科赛全球法律部门将根据

请求联系地方律师了解相应的指导性意见。  

(c)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交易文件（包括发票、领事文件、信用证等）中不

得有弄虚作假、错误陈述或故意开高价现象，其中包括文件或文件中信

息的删除和遗漏或故意对文件进行误导； 

(d) 公司同意支付佣金、回扣、信用、折扣或补贴的同意书必须以书面形式

进行。如果不可行，应该有批准部门或机构制定的说明书对支付安排进

行证明。  

(e) 公司应该根据行业标准交易条款支付佣金、回扣、信用、折扣或补贴，

而商品目录价格或其他标准和常规程序应视为已经制定成书面形式，不

需要以书面协议或备忘录的形式进行备案。  

(f) 公司采购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款应该如以上所述对佣金等费用支付方面进

行考虑，但在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所在国支付的款项不需要进

行专门审查或不需要从收款人处获得付款请求书，除非当时情况暗示本
付款方式违法或不道德。 

4.3 竞争和反托拉斯 

本公司在绝大多数业务经营所在国都需要遵守反托拉斯竞争法。反托拉斯法的相

关调查和实施越来越需要各执行当局的国际合作。一般来说，业务经营所在地的

绝大多数现行的反托拉斯法规定，禁止达成或采取可能妨碍贸易或降低竞争的协

议或措施。违反行为包括各竞争者达成协议共同制定或控制价格：抵制某特定供

应商或客户；分配产品、地域和市场或限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应该注意保证与其他公司代表一起实施的活动不得视为，将来也不得视为对反托

拉斯法的违反。 

关于反托拉斯符合性的公司政策在反托拉斯政策中作了详细规定。本政策应该由
市场和其他相关活动人员或者其他接触竞争对手的其他员工进行审查。 

4.4 利益冲突 

科赛全球员工应该避免产生导致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和关系。科

赛全球的员工不得使用科赛全球的资源、名义、身份和权力获取个人利益，并且

避免陷入可能对公司声誉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列操作规则对科赛全球

员工因某种业务关系而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利益冲突的情况和关系进行了

说明，并且制定了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遵守的原则。   

操作规则 

(a) 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活动 

科赛全球所有员工应该充分注意以下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以及以下基本原

则；科赛全球将努力鼓励员工遵守这些原则。 

i.   参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活动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公司员工都不得与家庭成员、朋友或向其提供互惠

式或非互惠式好处的第三方达成任何业务合作。例如，拥有采购权的员

工应该避免向其家庭成员工作的供应商处采购。特殊情况下需要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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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的了解和批准。在这种情况下，科赛全球员工也应该谨慎行事，避

免因家庭成员在竞争对手公司工作而产生可能的利益冲突。  

员工不得从内部交易中获利，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并且不

得向他人提供实施此行为的方法。 

重要的一点就是，员工不得直接或间接管理一家公司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均不得在工作期间或工作时间之外为了获得费用或类似利益而为个人或
组织进行工作。 

然而，科赛全球员工可以在工作时间之外为第三方（家庭成员、朋友和

其他第三方）或组织工作，从而获得报酬或类似好处，但是此活动应

该： 

 不会与其公司中的职责以及其他 Sabanci 集团公司的运营产生

利益冲突 

 遵守其它商业道德规范和支持商业道德的相关政策； 

 不会对员工在公司中的工作表现造成负面影响； 

并且应该获得管理人员的书面批准书。  

批准的出具由（i）根据道德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以及直接报告由 Sabanci 

控股 CEO 做出（ii）根据全球道德规范检查官向承担全球职责的人员提

出的建议，由公司 CEO 做出 (iii) 根据地方道德监察长以及公司人力资
源经理向其他员工提出的建议，由公司现场领导人作出； 

 

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任何员工不得在除了科赛全球或 Sabanci 公司之

外的其他组织内担任董事职位或审查员职位；不得在竞争对手或与公司

有业务关系的公司任职。但是为了社会责任或慈善目的可以在获得管理

层批准的情况下在大学或非政府组织内工作，但应该保证该工作不会妨

碍其在公司履行职责。聘用经理不得招聘员工的配偶、近亲或其他亲

戚。 

公司员工可以就与公司及其经营无关的并且与公司政策无冲突的主题发

表演讲和发表专业文章。如果想在这些活动中使用公司名称，应该获得

CEO 或总经理的批准。 

公司员工可以单独自愿参与某一政党。经理人员不得要求员工参与政治

活动或参加某一政党。如果员工希望参与某一政党，应该满足下列条件

并且获得管理层的书面批准：  

 公司员工参与政治活动不会导致与其在公司内的现有职责产

生利益冲突也不会与其他科赛全球/Sabanci 集团公司的运

营和远景相冲突。 

 任何员工不得在工作时间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因为此活动而占

用同事时间；  

 任何员工不得为了政治活动而使用公司名称，以及其在公司

内的职务和职称以及公司资源。  

批准出具由以下作出(i) 根据道德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以及直接报告由

Sabanci 控股 CEO 做出（ii）根据全球道德规范检查官向承担全球职责

的人员提出的建议，由公司 CEO 做出 (iii) 根据地方道德监察长以及公

司人力资源经理向其他员工提出的建议，由公司现场领导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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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不得利用公司资金、财产或服务资助任何政党或委员会（无论

国内还是国外）或资助任何政府职位候选人或在位者-无论是国家、州、

地方或国外。本政策（a）根据适用法律不得阻止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运行

(b)如果合法，不得妨碍公司支持或反对公众大选或类似投票事宜（c）

如果合法，并且预先由 CEO 和公司总经理进行审查，不得妨碍进行政治

捐助；  

公司员工可以个人名义提供资金或非资金方面的捐助给公司外的第三

人，并且可以积极参与慈善组织。  

ii. 失职  

科赛全球公司禁止任何员工为了个人利益或亲戚利益玩忽职守或渎职给
公司造成危害。  

任何员工不得从采购中或销售活动中或从集团公司作为参与一方的合同
中牟取直接或间接个人利益。  

任何员工不得实施不道德和违法行为，或者与公司纪律相冲突的行为。  

iii. 跟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 

不得与公司客户、承包商、供应商以及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个人或组织

有私人业务关系，同时也不得与其有个人债务关系或与其有产品或服务

的购买关系。任何现金或产品或服务形式的个人债务关系不得转移给与

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其他个人或组织。 

在与客户交往中，应该考虑下列因素；当涉及客户利益时，未经客户了

解和批准，不得进行业务交易。当涉及公司利益时，不得利用客户弱

点。不得通过向客户提供不完整的或者错误的信息，获得利润。 

科赛全球员工不得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个人或

组织索取礼品，不得因接受某种礼品、金钱、支票、财产、免费假期、

特别折扣等而导致公司承担某种义务。不得接受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个

人或组织提供的个人帮助或捐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严格遵守收送礼

品政策规定。 

iv. 与媒体的关系 

在与媒体交往过程中，所有行为都应该符合公司交往协议。  

如果想向媒体组织发表声明或与媒体组织会面，或者以发言人身份出席

研讨会、大会等，均需要管理层的批准。不得从以上活动中获得任何个

人利益。  

v. 代表公司  

因以公司名义在任何协会或雇主工会中或类似非政府组织中工作而获得
的费用均应捐赠给相关组织，或者按照组织指示捐赠给其他渠道。 

公司员工因在研讨会或类似场所发表演讲而从第三方收取的费用应该捐

赠给该组织或按照该组织指示捐赠给其他渠道。这些员工可以接受具有

象征意义的奖项或者牌匾作为纪念。 

4.5 交易限制、出口管制与联合抵制法 

我们业务往来的许多国家定期对出口以及对与某些国家的、实体和个人的交易实

施限制。同时应该高度注意贸易抵制、出口管制、国外腐败和海关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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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违反法律规定，则可能遭到严重处罚，其中包括罚款、撤销出口许可证和监

禁等。 

被禁止的国家列表和限制性规定随时会有变动。因此，从事跨国产品、技术、或

服务销售的科赛全球员工应该保证随时了解最新的适用规范。 

5. 科赛全球集团公司股票交易政策 

科赛全球集团公司员工应该遵守科赛全球集团公司股票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产生

利益冲突的情况出现。科赛全球员工应该在科赛全球公司股票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下列

操作规则规定的原则。 

操作规则 

(a) 有权使用机密信息的员工不得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者第三方利益而利用

此信息。（内部交易）； 

(b) 可能从事内部交易的人员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长和董事成员，以及行政人

员（经理或者以上职位人员）审查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接触信息的其

他人员以及因与以上人员接触而直接或间接获得信息的人员； 

(c) 这些人员仅可以利用公开信息并以投资为目的买卖科赛全球集团公司股

票（在某些管辖权限内，持有股票超过 3 个月将视为投资）； 

(d) 除上述员工以外的科赛全球集团员工可以利用公开信息自由地买卖科赛

全球公司股票，而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e) 上述操作规则同时适用于这些员工的配偶和子女。其配偶和子女所进行

的交易将视为员工本人所进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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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需要执行的法规 

 

科赛全球集团公司在国际市场内经营业务，因此公司的经营活动应该遵守各个国家法律和法规的

相关规定。面对涉及到不同国家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情况或含糊情况时，首先应该遵守经营所在国

的现行法规。如果遵守经营所在国家的规范与科赛全球公司采用的道德价值观相抵触，那么应该
在本规范以及现有程序中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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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员工责任 

 

科赛全球公司道德规范及其相关政策和程序均详细规定了如何行事以及如何进行工作。另外，遵

守这些规范是所有员工的首要责任。因此，作为在科赛全球公司就职条件之一，所有员工应该承
担以下责任： 

(i) 任何情况下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事； 

(ii) 阅读、学习、理解科赛全球公司商业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主观意识；根据规

范、原则和价值观行事； 

(iii) 了解公司现行的一般性和业务有关性政策与程序； 

(iv) 就自身或他人可能的违反行为，向经理或全球道德监察长或地方道德监察长咨
询； 

(v) 本人或其他人应及时报告可能的违反行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经理人、全球

/地方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同时披露或保密其身份； 

(vi) 遵守“做出道德决策的程序和方法”，保证其行为符合规范并有效解决相关问

题。 

(vii) 在道德调查过程中，应配合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工作，

并对调查的相关信息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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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道德决策的程序和方法 

 

科赛全球公司员工应该遵守下列步骤，并且回答下列问题作为制定行动计划的指导方针： 

1. 判定事件、决策或问题 

 是否有人要求您去做您认为错误的事情？ 

 据您所知，科赛全球公司或您的业务是否可能发生非法或违反商业道德的情况？ 

 您是否试图作出决定却不知在商业道德上应该怎样去做？ 

2. 仔细考虑后再作决定 

 设法对难题或问题进行作出清楚的判定和归纳； 

 扪心自问出现困境的原因； 

 考虑选项和结果； 

 考虑谁受到影响； 

 咨询其他人。 

3. 制定行动计划 

 确定您的责任； 

 审查一切相关事实与资料； 

 参考公司的相关政策、程序和专业规范； 

 评定风险并且思考怎样减少风险； 

 设法制定最佳行动方针； 

 咨询其他人； 

4. 检验决策 

 审查询问道德方面的问题； 

 结合公司核心价值观审查您的决策； 

 确保已经考虑公司政策、法律以及专业规范； 

 咨询其他人员并结合制定的行动计划考虑其建议。 

5. 继续解决 

 与相关人员分享您的决策及其理由； 

 分享您的所了解的情况； 

 与他人分享您的成功。 

 

思考四个基本问题 

 

1. 活动/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惯例的有关规定吗？（规范） 

o 与专业规范相矛盾吗？ 

o 合法吗？ 

2. 活动/行为是平衡、公平的吗？如果竞争者（其他人）这样做，我们会感到心烦/不悦吗？

（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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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您认为正确吗？ 

3. 倘若公开活动/行为的详细内容，对于公司和/或股东来说，是否是令人尴尬的？（情感与
道德价值观） 

o 其他人得知您的行为后，您会处于困境或感到尴尬吗？ 

o 是否会给您或者公司带来负面影响？ 

o 谁可能会受其影响（公司的其他员工、您、股东等） 

4. 多少“认知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 

o 报纸有什么反响？ 

o 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会怎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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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违背道德相关的问题或任何关注，您可以通过下列电子邮件地址、邮寄地址和/或电话号码直接与

全球道德监察长和/或您所在地的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取得联系： 

 

全球道德监察长 

e-mail : etik@kordsaglobal.com 

地址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4.Levent 区（34330） Sabancı 中心道德

监察长科赛全球 AS 

电话 : + 90 212 385 82 73 
工作时间: 土耳其时间 (GMT +2) 平日 08:30-12:00 am 与 

01:00-05:30 pm 
 

地方道德监察长/Izmit 

e-mail : etik.tr@kordsaglobal.com 

地址 : İzmit-Kocaeli  Alikahya （ P.K. 196 41001）道德监察长科

赛全球 AS 

电话 : (+90) 262 316 79 99 

地方道德监察长/德国 

e-mail : ethik@kordsaglobal.com 

地址 : Mühlhausen （99974） Am Alten Bahndam 7 号 道德监察

长 Interkordsa GmbH 

电话 : (+49) 3601 884 299 

 

 

mailto:etik@kordsaglobal.com
mailto:etik.tr@kordsaglobal.com
mailto:ethik@kords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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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道德监察长/埃及 

e-mail : nile.ethics@kordsaglobal.com 

地址 : 瑞莫丹市第 10 B1 工业区尼罗河科赛公司工业纱线织物 S.A.E.549 号

邮箱 

电话 : (+20) 15364592-3-4/ext.181 

地方道德监察长/美国/查塔努加 

e-mail : chattethics@kordsaglobal.com 

地址 : 查塔努加（ TN 37415-9990）北交流道 4501 号科赛公司 

电话 : (+1) 866 421 2777 

地方道德监察长/美国/劳雷尔希尔 

e-mail : laurelhillethics@kordsaglobal.com 

地址 : 北卡罗来纳州（28351）劳雷尔希尔阿姆斯壮路 17780 号科赛公司 

电话 : (+1) 866 421 2777 

地方道德监察长/巴西 

e-mail : etica.brasil@kordsaglobal.com 

地址 : BA  Camaçari  Polo Industrial de Camaçari  nº 3832  Rua Eteno 

科赛（巴西）公司 S.A. 

电话 : (+55) 71 2104 4601 

地方道德监察办公室/阿根廷 

e-mail : berazategui.ethics@kordsaglobal.com 

地址 : Esquina Diagonal Obispo Jorge Novak CP 1884  Berazategui  

Buenos Aires 512 号 Calle 144  Kordsa Arjantin S.A. 

 

电话 : (+54) 11 43569199 

地方道德监察长/印度尼西亚 

e-mail : etika@kordsaglobal.com 

地址 : 印度尼西亚 Citeureup Bogor（16810） Desa Karang Asem 

Timur， Jl. Pahlawan， PT Indo Kordsa Tbk 

mailto:ethics@kordsaglobal.com
mailto:chattethics@kordsaglobal.com
mailto:etika@kords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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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62) 21 875 39 36 

地方道德监察长/泰国 

e-mail : etik.th@kordsaglobal.com 

地址 : 大城府（13210）Uthai 区 Khanham 街道 Moo 5 号 1/61Rojana 工

业园科赛（泰国）有限公司 

电话 : (+66) 35 330221-9/ext.331 

地方道德监察长/中国 

e-mail : etik.cin@kordsaglobal.com 

地址 : 山东青岛海岸路 22 号科赛（青岛）尼龙有限公司（266031） 

电话 : (+86) 532 83763282 

道德委员会 

e-mail : etik@sabanci.com 

地址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4.Levent 区 34330,Sabanci 中心道德管理委员 

H.Ö. Sabancı Holding AS, 

电话 : +90 212 385 85 85 

工作时间: 土耳其时间 (GMT +2) 平日 08:30-12:00 am 与 01:00-

05:30 pm 
 

 

mailto:etik.cin@kordsaglobal.com
mailto:etik@saban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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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经理的责任 

 

除了科赛全球公司道德规范所规定的一般员工责任外，经理还应该承担其他责任。具体责任如

下： 

(i) 创造和保持能够发扬道德规范的良好公司文化和工作环境； 

(ii) 遵守道德规范，以身作则；对其员工进行道德教育； 

(iii) 鼓励其员工提出道德规范相关问题以及并提出相关投诉/通报； 

(iv) 当员工咨询时，经理人员应给出行动指导；并积极考虑提出的所有道德问题，并在必要

时尽快将这些问题提交给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 

(v) 有效组织其职责范围内的所有工作程序，减少道德风险，并实施必要的方法保证道德规

范的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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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其他责任 

 

科赛全球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负责实施科赛全球道德规范，并创建一种相应的道德文化。 

按照道德委员会的建议，道德监察长应该对科赛全球商业道德规范以及相关政策进行审查、修
订、整理，并在获得科赛全球董事长批准后向所有公司发布。 

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的责任如下： 

(i) 通知员工关于商业道德规范的信息，进行定期的道德规范培训，保证员工清楚的了解和
理解道德规范和相关政策，并且就此主题与员工保持持续沟通； 

(ii) 确保新员工通读商业道德规范，并向其提供相关信息，保证员工签署《员工声明》； 

(iii) 每年年初，保证员工签署商业道德遵守表并且更新相关声明。 

公司管理人员应与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共同承担责任： 

(i) 保证投诉/通报的保密性控制在道德规范框架范围内；谨防对于投诉人的报复行为； 

(ii) 保证提出投诉/通报的员工的工作稳定性； 

(iii) 保证以公平、可靠和有效的方式及时对投诉和通报进行调查；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

违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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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违反道德规范 

 

违反商业道德规范和/或公司政策与程序的人员将接受纪律处分，包括终止雇用关系。纪律处分措

施同时也适用于那些批准和引导实施违反商业道德规范的不当行为的人员以及那些明知情况下没

有通报的人员。 

6. 道德委员会 

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负责对一切违反科赛全球集团公司商业道德规范（KORDSA 

GLOBAL-ETHICS）和政策的相关投诉与通报进行调查并解决。SABANCI 控股公司道
德委员会应直接向 SABANCI 控股公司董事长报告。 

 

SABANCI 控股公司道德委员会 

主席:内部审计主管  

成员:首席法务官 

成员:劳工关系主任 

 

2.       道德委员会工作原则 

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和道德委员会可以在下述原则框架内实施其活动： 

(i) 对投诉/通报及其投诉方的身份进行保密； 

(ii) 尽可能采用保密方式进行调查； 

(iii) 有权直接向相关部门索取与调查相关的信息、文件和证据；仅在调查主题范围内

对所有信息和文件进行分析； 

(iv) 应该书面记录调查过程并且将相关信息、证据和文件添加到记录中； 

(v) 首席执行官、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员或道德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应在该记录上

签字； 

(vi) 应该尽快完成调查并解决问题； 

(vii) 立即执行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和/或道德委员会的决议； 

(viii) 就调查结果通知相关部门和当局； 

(ix) 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道德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以及道德监察长员应该独立工作，不

受其主管和组织等级的影响。他们因此也不受任何压力和暗示。 

(x) 如果道德委员会或全球/地方道德监察长认为必要，应征询专家意见，从而采取

必要有效措施，防止在调查过程中违反机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