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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爲規範
2015 年 3 月 17 日經董事會審議批准
2017 年 2 月及 2018 年 3 月及 2019 年 3 月修訂

引言
作爲一家專業服務公司，我們一直致力於制定並恪守各種商業行爲準則，以維護本公司長期以來建立的
良好聲譽。我們卓越的專業服務及良好的商業聲譽是維繫客戶信任關係的紐帶，更是在股東、員工及其
他持分者中樹立品牌形象的基石。
我們爲公司的成就而自豪——這些成就並不僅源於我們出色的服務及領導能力，還有賴於客戶對我們的
信任與支持。我們規範自我，全力以赴，並一直以精益求精的精神推動我們達致成功。
我們每一位員工都是 WSP Global Inc.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爲“本公司”)的形象大使，而我們的行爲——
無論在業務、專業或個人層面，都代表著我們的機構。我們誠信的品牌，有賴每一位員工以誠信的態度
工作。
爲維護我們的聲譽，同時堅守客戶和持分者給予我們的信任，我們必須爲自身設立嚴格的行爲標準。爲
此，本公司特制定本《行爲規範》(以下簡稱爲《規範》)，內容涵蓋我們在與客戶、股東、員工和供應
商進行業務往來時，所必須遵循的各項道德準則。制定本規範的宗旨之一，就是爲我們的各項企業義務
及業務活動提供一個規範的指南及框架。本規範適用於全體員工、各級主管和董事會成員。
本公司聲譽與每位員工息息相關。所有員工都須有義務通讀、瞭解並遵守本規範要求。大家都應爲維護
本公司一直奉行的最高道德標準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Alexandre L’Heureux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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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行爲規範》（統稱《規範》）針對 WSP Global Inc.及其子公司（統稱“本公司”），適用於本公司全體
員工，無一例外，包括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各級主管、副總裁、總監、經理、員工、獨立承包商、及其
他受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人士及董事會成員（統稱“員工”）。《規範》制定了一般原則，作爲員工
在判斷道德問題時的指引。《規範》也參考了適用的法律法規要求，旨在提供總體的指引。員工遵守
《規範》各項要求的同時，也遵守了日益複雜的國際及地方法律法規的要求。爲便於參考，各項術語定
義的詞匯表附在本《規範》之後。


本《規範》應與其附屬政策一同閱讀，例如反賄賂政策以及適用的當地補充條款。

作爲一家專業服務公司，而且員工大多來自不同的背景，本公司也受到各類專業操守及機構的道德規範
約束，幷須遵守此類規章之要求。
請注意，本《規範》不能取代或修正任何法律或法規之規定。

遵守《規範》
所有員工都有責任瞭解本《規範》並遵守規範內的各項條款。員工無論在那個工作範疇履行其職務，都
必須遵守 WSP 的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即使《規範》中並未指明的範疇，也須秉承著誠信正直的
處事原則。
依照適用的法律、法規、相關協議及程序，任何員工如涉嫌違反《規範》與其附屬政策都會受到調查，
及如有下列情形也可能面臨本公司的處罰，嚴重違犯者可予以解僱：
-

違反本《規範》或不遵守本《規範》所倡導的行爲原則；

-

唆使其他員工違反本《規範》；

-

對違規行爲故意不報或沒有立即舉報，或隱瞞相關違規資料；

-

在調查已知或疑似違規事件的過程中拒絕合作；

-

騷擾舉報違規行爲的員工。

無論本《規範》中是否有明文規定，都不妨礙本公司嚴肅處理員工違規亂紀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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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規範》的詮釋
本公司董事會的管治、道德與薪酬委員會（以下簡稱爲“管治與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董事組成，連
同首席道德及合規總監負責對本《規範》作最終詮釋。
管治與薪酬委員會有權隨時評審、修改或修訂本《規範》，以適應本公司面臨複雜及不斷變化的營商環
境。委員會負責爲本公司制定最佳的管治標準以及相關程序的審查標準，以確保符合相關適用的法律法
規要求。
本公司的內審部門也有責任確保此類管治的標準受到重視。內審部門需向本公司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
（以下簡稱爲“審計委員會”）匯報。

業務標準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標準包括：
-

承諾對任何形式的腐敗均採取零容忍政策。

-

承諾以道德、誠信、公平、優秀的方式處理所有業務夥伴關係，幷期望業務合作夥伴也能够做出相
同的承諾。

-

期望員工避免從事可能（或看起來可能）與本公司相衝突的個人活動及財務交易。

-

承諾採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欺詐行爲。

-

承諾在本公司運營過程中如實準確記帳及保存記錄。

-

承諾保護本公司的商業機密資料，並期望業務合作夥伴也能够做出同樣的承諾。

每位員工都須作出重要的貢獻…
本公司身處專業服務界別，每位員工都必須專業行事。每位員工都是傳達本公司的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的大使，在遵守《規範》及其附屬政策時必定是擔當著關鍵的角色。
另外，本公司管理層及高級行政人員應發揮領導角色，以身作則，時刻樹立模範作用。

誠信及正直的處事方式是…
本公司期望員工在履行職責時絕不捲入盜竊、欺詐、賄賂、圍標或任何違反誠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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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信譽
概述
本公司一直秉承以誠信正直的宗旨開展所有的業務活動。我們深知，本公司的未來取决於客戶及其他持
分者的信任，以及本公司在專業技術及道德品質方面的良好聲譽。
本公司在所有的業務活動中，都恪守各國法規和國際法的條文規定及法律精神。無論身處哪個國家，員
工都必須竭力維護本公司的誠信準則以及必須遵守各國的法律法規要求。
本公司受到嚴格的反腐敗法規約束，包括 加拿大《外國公職人員反腐敗法案》 (The Canadian Corruption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Act ， CFPOA) 、 美 國 《 海 外 反 腐 敗 法 案 》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 以及英國《反賄賂法案》(United Kingdom Bribery Act, UKBA)。上述法規適用於本公司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員工及其附屬公司，不分任何國家或地區。違反上述法規的個人可能面臨罰款或監禁
的處罰，違規公司也可能面臨巨額罰款的處罰。

零容忍任何的腐敗
本公司對所有形式的腐敗都採取零容忍政策。特此指出，賄賂、回扣及好處費的做法尤其爲本《規範》
及國際反腐敗法例所明令禁止。

賄賂
賄賂是指爲確保可獲得本公司未獲授權的商業利益而付出的代價。賄賂可包括以下形式：金錢利誘、禮
物或其他好處，例如向受賄人親屬提供工作崗位等等。上述任何的賄賂形式均屬嚴令禁止的範疇。

回扣
回扣屬賄賂的一種，指服務供應商把合同的部分費用或其他商業利益贈予合同的審批者，作爲獲得合同
的報酬。

好處費
好處費是指爲加快政府常規辦事進度而向政府官員支付的小額費用。例如爲加快清關速度或確保電力供
應，向政府官員支付的額外小費。此外，當有人以暴力威脅或人身傷害威脅索要好處費，員工應按照本
公司的業務標準作出最佳判斷，以確保其生命或人身自由所受的任何風險降到最低。
如果員工遇到任何形式的腐敗，包括賄賂，回扣或好處費，必須立即向區域道德及合規代表，首席道德
及合規總監或透過本公司的商業行爲舉報熱線直接匯報。一經匯報，相關事宜將會被記錄並評估採取進
一步行動的必要性。
有關本公司反腐敗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公司網站及內聯網上的《反腐敗政策》。

禮物、娛樂和款待
涉及個人或公司的業務往來，如果所給予或收受的利益會産生不成正比的補償義務或是一些看來並不恰
當的行爲，從而不當地影響收受者的判斷，那麽員工就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向其索取、給予或收受相關禮
物、小費、特殊津貼、恩惠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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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在交換商務禮儀時必須提高警惕，一旦察覺任何一方以禮物、娛樂或給予款待而背後需承擔商業義
務，應即予以拒絕。
維護獨立自主性，本公司及其員工可以避免實際、明顯或潜在的利益衝突。員工必須謝絕或退還對方頻
繁提供的或超出常規而感到不安的邀請或禮物，並將相關情况向上級匯報。
登記交換的商務禮儀
本公司在各個地區分別制定了地區的指南，規定地區的適度禮物、娛樂或款待的可接受具體金額， 詳
情可向當地的高級經理或該地區的合規及道德代表查詢。當與第三方進行商務禮儀交換時須經過審批及
登記，則須按照地區指南執行。所有的商務禮儀交換都必須登記在本公司“禮物、娛樂和款待登記册”中，
登記册可從本公司內聯網進入。
如需更多有關交換禮物、娛樂和款待的資料及指引，請參考本公司網站及內聯網上的《禮物、娛樂和款

待政策》。

與第三方的合作
本公司不會參與任何形式的腐敗或賄賂，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此零容忍政策都適用於所有的員工及與
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外部第三方，包括業務合作夥伴、聯合體或合資人、收購對象、服務供應商、供貨
商、銷售商、顧問、分包顧問、承包商、分包商，或其他代表本公司工作的任何人（例如代理、代表或
贊助商）及其員工或代表他們工作的人員。該承諾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因爲如果我們的業務合作夥
伴在代表本公司工作時涉及不道德或非法行爲，則我們的員工個人及整個公司將需承擔法律責任。
如需瞭解有關識別及管理第三方的更多內容，請參考本公司網站及內聯網上的《與第三方合作政策》。
涉及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必須特別謹慎

《英國反賄賂法案》也涵蓋個人之間的賄賂規定，儘管絕大多數國家及國際反腐的立法都主要針對政府
官員（亦稱“公職人員”或“外國官員”）的賄賂。反腐敗的立法經常採用廣義的政府及公職人員來涵蓋的
相關人員，而不只是傳統政府任命的或選舉的聯邦、州級或市級等各級代表。尤其是在美國，執法程序
已經明確規定，政府及公職人員也可能包含各種的公務員，以及國有或國營企業的僱員。
因此，員工在與政府及公職人員之間任何的業務關係或進行商談時應尤爲謹慎。

政治捐款及參與
政治捐款及捐贈可能涉及現金和非現金形式，如利用企業的設備、服務或物品、或者員工的時間，通常
用以支持政府機構，或政治組織、政黨或候選人。本公司的一貫準則是不會提供任何政治捐款或捐贈。
換言之，員工有權以個人名義參與政治活動，並以個人出資做出政治捐款，只要這不會導致他們捲入實
際的、明顯的或潜在的利益衝突。此外，公司不會爲員工的個人活動提供時間、金錢或任何其它形式的
報銷。
但在美國，本公司的營運公司可能會做出政治捐款或捐贈，因爲某些政治捐款和捐贈活動是法律允許的，
並且被公認爲當地的習慣和慣例，以表示對政府和業界參與的尊重。在美國，本公司的營運公司如欲進
行政治捐款或捐贈，必須遵守適用的政策及程序。如需瞭解更多適用於美國的特殊要求，請參考《行爲

規範——美國地區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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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社區
憑藉著爲社區所提供的服務及建立的公共設施，如學校、醫院及其他公共設施和運輸系統等，本公司爲
經營業務活動所在的社區作出積極的貢獻。本公司及員工應時常都尊重業務所在國家或地區的傳統、文
化及法律，幷將社會各界所關心的問題納入考慮範圍，既包括國家利益，也包括地方利益。
本公司從不因在當地的營運方式、給當地人民及環境帶來的影響感到自滿。受本公司項目影響的社區會
獲得定期更新相關進展情况。此外，本公司還將尋求盡可能僱用合適的當地員工。
本公司相信從市場賺取利潤、健康社區及環境限制可以幷存，各個因素相輔相成，達到三嬴的效果。本
公司會通過當地的員工聆聽該社群的關注事項，幷在能力範圍內盡最大努力提出緩解措施。

金融行爲
欺騙或不誠實行爲
本公司嚴禁員工進行與本公司資産相關的欺騙或不誠實行爲。員工必須嚴格仔細、誠實地編制所有報表
及報告，包括費用報告、發票、工資單和員工記錄等。
舉例說明，員工不得參與以下被視爲欺騙或不誠信的行爲：
-

僞造供應商發票或收據；

-

編造工資交易；

-

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故意對本公司、其他員工、主管以及自身或與工作相關的情况發出虛假聲明；

-

對未收到的貨物或未提供的服務確認收款；

-

盜用資金、證券、日常用品或任何其他資産；

-

爲欺騙本公司或客戶而創建或修改硬拷貝文檔或電子文檔；

-

僞造與現金交易相關的財務或會計數據；

-

不正當地使用或僞造本公司信頭作非業務相關之用。

帳簿、會計記錄及內部監管
本公司需要依據各類國家和國際證券法、稅法及其他法律法規，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維
護準確反映整體營運情况的帳簿、記錄及帳目，並合理地建立會計及內部監管制度。本公司記錄在帳簿
內的所有交易、資産和債務必須如實地反映全部的業務操作。因此，本公司必須依據可查證的文檔，確
保有效、完整及準確地維護公司的帳簿、記錄及帳目。在任何情况之下，本公司均不會設立賬外賬。
爲符合會計要求並遵循法律及法規規定，員工須遵守本公司實行的內部監管及程序，確保所有財務交易
均完整、準確地記錄在案。員工須嚴格遵守以下規則：
-

員工不得填寫不恰當或不準確的工時單。

-

員工不得不當地加快或推遲收入和開支記錄，從而製造已完成財務指標或成果的假像；

-

員工不得將資産或資金作爲“儲備待用”而不將其正式記錄在帳簿上；

-

員工不得以不充分、不完整、欺騙或誤導的方式建立或管理帳目及財務記錄；

-

員工不得以不符合單據所述情况的原因開具付款憑證；

-

員工不得提交或批准未實際發生的、不準確的、未準確描述開支或用途、或者不符合開支政策的各
項開支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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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不得在明知或懷疑不準確或不真實的任何文件上簽字；

-

員工不得干擾本公司賬務的內部或外部審計，亦不得直接或間接干擾審計進程；

-

負責監管的員工必須對其負責監管的活動實施內部控制，以維護本公司的資産並確保本公司財務報
告及帳目準確；

-

員工不得向管理層或公司的審計人員隱瞞任何一項交易。

不遵守上述規定的員工可視爲參與了欺騙或不誠信行爲。此外，公司將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收回員工非正
當獲取的資産。
員工如發現與本公司資源相關的交易帳目記錄有任何不當之處，均應即時向其直屬主管、負責內部審計
的副總裁及/或首席道德與合規總監報告。知情者可按照內部相關程序，包括採用本公司的商業行爲舉
報熱線，以保密形式進行舉報。

股市交易及內幕交易
證券法實施限制擁有公衆尚不知情但會影響公司股價的“特殊”資料的人員購買、出售或進行其他證券交
易。
因此，員工在任職期間如果獲得非公開重大資料，不得將此類“情報”透露給其他任何人，在未獲授權下
不得出售或購買本公司證券或與本公司有商業往來的第三方公司證券。此外，員工須小心謹慎以防將機
密資料不經意地透露給配偶、家庭成員或其家中的任何人，或業務夥伴、朋友或熟人，因爲這可能會被
視作“內幕交易”。
“非公開重大資料” 的定義
我們不可能定義“非公開重大資料”的所有類別。但是，如果該資料未曾向公衆公開及公衆無法獲取，而
且該資料很大可能對正在决定是否購買或出售本公司證券的投資者非常重要，則該資料將被視爲“ 非公
開” 及“重大” 的資料。此類非公開重大資料可能因此導致投資者購買、出售或交易本公司證券或與本公
司有業務往來的第三方公司證券。
未公開前被視作“重大”的資料示例包括：
-

公司收購的相關資料

-

季度及年度財務報表

-

策略計劃

-

公司業績

-

營運數據；以及

-

管理層的重大變動

“內幕人員”的定義
內幕人員是指擁有公司非公開重大資料的個人。如果個別人員在該重大資料公開前進行公司證券交易，
則屬參與內幕交易。
例如：一位員工知道本公司正準備進行一項重要的交易以完成收購活動，而且此次收購會對本公司的股
價造成影響。該名員工在此資料公開之前購買或讓他人購買了本公司股票，就構成內幕交易。
如欲獲得更多有關內幕交易的資料，請參考本公司網站及內聯網上的相應政策 - 《 內幕交易政策》
(Insider Trad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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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
概述
爲了不辜負客戶和公衆的信賴，員工在任何時候都應盡忠職守，以維護本公司的利益。
員工必須避免可能損害本公司形象及聲譽的行爲，避免利益衝突及遵守保密要求，以保護本公司機密資
料。
個人利益衝突
員工必須避免置身實際、明顯或潜在的利益衝突之中。舉例來說，如果員工允許或默許其個人或私人利
益，或家人、其他親屬或有關人士（包括其全資擁有或部份持有的公司、生意夥伴等）的利益，影響其
客觀、公正及有效地執行工作，就會出現利益衝突。
員工必須避免實際的、明顯的或潜在的個人利益與本公司利益之間的衝突。當出現這種情况時，必須以
本公司利益爲先。
員工必須遵守所在地區的利益衝突指南（如果適用）。
服務專屬性
員工在受僱期間不能從事本公司以外的工作。此項要求在特定地區及在符合當地法律法規、勞資集體協
議的前提下可能不同。員工可以就此向當地人力資源部門查詢。
員工不得直接或間接地代表第三方開展業務活動或接受任務委派以獲得酬金，或者與公司常規業務活動
競爭，除非事先取得其直屬主管及區域合規與道德代表的同意。
如果本公司管理層人員獲邀成爲某家公司或其他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其在未取得區域總裁及首席執行官
同意之前，不得接受此任命。
利益衝突的例子
要辨別自己是否處於實際的、明顯的或潜在的利益衝突情况之中， 員工可思考以下問題：（i）員工的
行爲是否符合公司所倡導的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ii）員工是否在本著完全客觀公正的態度履
行職責；（iii）員工的行爲或决定是否（或出現讓人以爲）會爲自己、親朋或在本公司/其他公司實體中
擁有所有權利益的其他任何人帶來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iv）如果員工與其主管或同事談論此事是否會
感到羞愧。
以下是一些實際的、明顯的或潜在的利益衝突情况及相應處理方法：
-

與家人及朋友開展業務，員工必須披露，並不得參與涉及此類有關係人士的任何甄選過程。

-

不應向與員工可能存在直接或間接利益關係的第三方披露本公司的業務機會。

-

必須避免直接管理任何與員工有親屬關係的個人，以免出現潜在的偏袒情况。

-

向員工或其家人、親屬或相關人士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讓本公司資産，必須得到合規及道德部或法
務部的批准。

上報及登記利益衝突
如果員工認爲出現實際的、明顯的或潜在的利益衝突情况，必須立即上報，並以書面形式上報其直接上
司。此外，任何實際的、明顯的或潜在的利益衝突必須登記在本公司的利益衝突登記册，該登記册可從
本公司內聯網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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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公司活動相關的利益或優惠
員工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獲得利益或優惠。員工不得將本公司資産或通過職務取得的資料用於個人利益。
員工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利用與本公司現有或建議中有關的業務活動來獲取商業利益及機會。此外，員工
不得將本公司所擁有的財産或資料用於謀取個人利益或與本公司在業務上展開競爭。
此外，對於本公司已與業務夥伴協商或建立的業務關係，在未經書面授權下，員工不得以本公司名義謀
取優惠或其他特殊待遇。

公平交易
概述
在代表本公司進行任何業務交易時，都必須秉承誠實正直的原則，以維護本公司的誠信及聲譽。本公司
政策規定，應避免失實陳述、篡改帳目或隱瞞事實，或濫用機密資料，不參與競爭對手的負面爭論或本
公司股東、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和員工之間進行任何不正當往來。

營銷服務
本公司爲客戶提供創新的方案、管理有效率及交付最佳的項目。本公司還可以根據客戶需求，積極主動
地爲客戶提供專業及具建設性的體驗。
客戶期望本公司能提供優質服務，更期望可以準確描述這些服務可爲其帶來的效益。要維持客戶對我們
的信任，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諾：
-

按照合同規定授權，通過聯盟或代理提供獨家服務；

-

按客戶所求的提供所需服務；

-

以誠實正直的方式宣傳本公司的服務；

-

允許合作夥伴查詢任何有關競爭的問題；

-

待客以禮，並以專業及積極之態度提供服務。

公平競爭
本公司重視公平開放的競爭，不會參與任何用以消除競爭或不利於競爭、或可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的業
務協定，因爲此協定會擾亂商業及自由貿易。此類協定包括限價協議、抵制供應商或客戶、圍標、卡特
爾行爲、獨家經營、濫用市場支配力、控制産量或限量提供産品或服務、不公平行爲、協同行爲、價格
信號、以限價來淘汰競爭對手，以及與競爭對手簽訂協議或進行其他協定來劃分市場等等。員工必須遵
從國際及地方的競爭及反壟斷法，例如《加拿大競爭法案》(Canada's Competition Act)。
競爭對手資料
員工有權隨時掌握本公司所在的市場相關資料，其中包括獲取競爭對手及其産品、服務、技術、價格、
營銷活動的相關資料等等。但是，此類資料必須以合法及符合道德的方式取得，否則本公司將涉嫌非法
獲得資料，並因此引致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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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義務
根據各種不同的證券法規定，本公司需定期公布業務及財務狀况。本公司主要通過季度及年度報告，以
及年度股東大會相關公布的材料，來履行上述披露義務。除此之外，本公司還會在特定場合額外披露一
些的資料，比如與財務分析師的通訊以及季度新聞發布會等。相關準備及傳播或自行提供此類資料的所
有員工，有義務確保披露完整、公平、正確、及時、易於理解的資料。
爲符合上述披露要求，本公司對此採取控制措施及指定程序。如果員工發現本公司公布的資料不準確、
不完整或不及時，或者瞭解到某項進展或事實需要加以披露，則須立即將此事報告給合規及道德部門。
爲了確保所公開公布的資料盡可能保持一致，本公司僅授權特定的部分人員代表本公司與財務界溝通。
他們是：
-

董事會主席；

-

首席執行官；

-

首席財務總監；

-

通訊/投資者關係總監；

-

其他獲首席財務官授權的人員。

如欲獲取更多關於披露義務的資料，請參考公司網站及內聯網上的相應政策 - 《公開披露政策》 (Public
Disclosure Policy)。

媒體關係
本公司鼓勵各地區分公司要及時、迅速及公開地回應當地媒體，以及把握機遇，提升公司的企業形象及
維護公司聲譽。所有媒體關係活動（包括社交媒體，例如但不限於 Twitter、Facebook、LinkedIn 或
YouTube），除上述限制外，均由所在地區的傳訊部/市場部主管予以處理。
作爲一間具規模的國際公司，本公司會經常對外發布例行公告或向公衆披露資料，有關披露須與 《公開

披露政策》(Public Disclosure Policy) 內的所定義禁止披露的資料沒有相抵觸。該些資料一般包括（i）特
定的項目、（ii）客戶、（iii）工作進度、（iv）獎項 或（v）本公司的專家意見。請注意，當公開內容
涉及特定的項目時，必須事先取得客戶同意。
當資料請求涉及披露的內容是/或可能需保密，地區傳訊部/市場部主管在回應之前，應聯繫投資者關係
總監尋求指導，制定回應方案。如請求內容包含機密或專利資料時，投資者關係總監可能要求該地區傳
訊部/市場部主管婉拒回應。
未經本公司或其所在地區公司授權發言的員工，不得擔任發言人代表公司回應媒體查詢或主動與媒體溝
通。地區傳訊部/市場部主管應在前述《公開披露政策》(Public Disclosure Policy)及其它內部政策的披露
限制框架下，如實公開地回應有關查詢。

聘用政策
概述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一個相互尊重、維護尊嚴的工作環境。我們希望員工誠實正直，並且能够公平待人、
不卑不亢及相互尊重。每個人都有權在沒有歧視、倡導公平聘用機會的商業環境中工作。鑒於此，我們
期望在工作場所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始終保持專業，不帶有任何形式的非法歧視或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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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政策規定，應遵守所有適用的聘用及勞工法規，以及任何規定僱傭關係、工作環境及現有勞資集體
協議的其他法規。任何員工均不得干涉或報復其他按照勞工或僱員關係法規維護自身權利的員工。任何
有關勞工及僱員關係或相關公司政策的問題，均應諮詢當地的人力資源部門。

培育人才
本公司對於招聘、僱用、薪酬、發展及晋升的决定，是基於個人能力、技能、經驗、行爲、表現及工作
潜質作考慮。
本公司堅信如果聘請最優秀的人才，提供理想的環境讓員工成長及發展，將會實現業務目標並能留住人
才。培育人才是幫助公司發展的最佳方法。因此，本公司承諾:
-

聘用能够維護高道德標準的人員;

-

讓員工清楚瞭解公司的目標、指標、績效標準及公司對員工行爲的期望；

-

讓員工獲得公平、公正的績效評估；

-

建立讓員工感到受重視的工作環境;

-

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及反饋，以發展員工的工作技能、改善業務操作；

-

鼓勵及支持所有員工發揮其潜能，做到最好;

-

確定及滿足培訓與發展需要，讓員工能够表現及發展其技能;

-

堅持本公司上下以公平的制度來表揚、獎勵及晋升員工;

-

絕不因爲歧視而剝奪員工的晋升機會。

酒精、毒品及其他藥物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一個沒有毒品及酒精的工作環境。嚴禁員工在工作時或在本公司經營場所內飲用酒精
類飲料。嚴禁員工在酒精、毒品或其它受管制藥物影響下工作。任何情况下，一律嚴禁在工作時或在本
公司經營場所內擁有、使用、販賣或提供毒品及其他受管制之藥物。工作場所內禁止吸烟，除非在特別
允許的指定區域內。
如有特殊情况，經理可以批准在正式慶典或活動上適度飲用酒精類飲料。
適用的聘用政策請參見個各地區的員工手册，並可在當地的內聯網上查看或向人力資源部索取。
舉例
有關工作場所飲用酒精類飲料的政策，經理可以批准在慶祝員工服務周年的聯誼會上飲用酒精類飲料。

預防暴力
員工安全對於本公司而言至關重要。本公司絕不容許在工作場所發生任何暴力事件或暴力威脅行爲。若
任何員工在本公司經營場所經歷、目擊或察覺發生暴力或潜在暴力情况、或可能對本公司業務造成不良
影響的類似情况，必須立即上報給主管。

歧視及騷擾
本公司政策規定爲員工提供不帶有任何歧視或騷擾的平等聘用機會，其中涉及：種族、膚色、原屬國籍
或種族、宗教、性別（包括懷孕或分娩）、性取向、年齡（法律規定者除外）、婚姻狀况、家庭狀况、
精神或身體殘疾、或法律保護的其他任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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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禁止針對個人或團體（包括員工、客戶和股東）的所有類型的非法歧視（包括騷擾）。騷擾通常
定義爲任何反覆發生、有損個人尊嚴及缺乏尊重的行爲，通常具有侵略性、令人難堪、具有侮辱性、會
營造恐慌或充滿敵意的工作氛圍。
舉例
騷擾可能以下多種形式：
-

對個人種族、膚色、原屬國籍或種族、宗教、性別、懷孕或分娩、性取向、婚姻狀况、家庭狀况、
年齡、精神或身體殘疾妄加評論或開玩笑。

-

展示帶有歧視或攻擊性的照片、海報、電子郵件或屏幕保護；

-

以電子郵件或其他任何形式收發含有非法、色情、侮辱性、攻擊性、褻瀆性、不受歡迎或有損本公
司聲譽的資料或文件；

-

性騷擾；

-

不當的身體接觸；

-

威脅、恐嚇或辱駡；

-

精神騷擾；或

-

其它任何可合理視作具有攻擊性或侮辱性的行爲。

職業健康及安全
本公司致力於爲員工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公司期望員工能够遵守相關適用的法規、本公司

《全球健康及安全政策》(Glob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y)中的指引，以及其上級主管的指示。
工作相關的事件及意外事故，以及任何與工作環境的健康及安全有關的疑慮，必須立即上報給直接主管、
人力資源部或負責現場健康及安全的人員。
如欲獲取更多資料，請查閱公司網站及內聯網的《全球健康及安全政策》(Glob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y)。

環境保護
本公司致力遵守所有相關適用的環境保護法規。作爲可持續發展願景的一部分，本公司鼓勵員工加入循
環再用及能源節約計劃，並爲客戶制定創新解决方案，以此節約資源、减少廢物及廢氣排放量。員工還
必須遵守本公司制定的其他全球及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政策。

使用公司資産
概述
員工必須合理使用本公司的財産、實物資源、專有資料及其他機密資料。此外，員工應負責保護本公司
的資産， 包括有形資産（材料、建築物、人員、財産、資料、收入來源等等）和無形資産（通訊網絡、
資料系統、知識産權等等）。所有員工的行事方式必須得體恰當，並應採取適當措施預防他人的蓄意行
爲（無論發生在本公司內部或外部）所帶來的損失，並避免以下情况的發生，如受傷、財産損毀、盜竊、
損失以及濫用或未經授權使用本公司的有形資産、無形資産或知識産權（包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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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或其他車輛
在履行工作職責時，員工可能需要使用本公司車輛、個人車輛或其他類型的機動車輛設備。本公司嚴禁
酒後駕車，或在任何毒品或藥物影響下駕車。此外，在駕駛汽車或其他車輛時，員工應遵守所在地區的
現行法律和法規，並對違規行爲或罰款自行承擔責任。員工必須謹慎駕駛，尊重他人，禮讓爲先。

招攬
員工不得使用本公司的工作場所、設施及實物資源從事與其職務非直接相關的招攬、宣傳或游說行爲，
但事先經批准的慈善活動或其他活動除外。不管原因爲何，一律嚴禁員工在本公司範圍內爲第三方利益
進行游說。
例如......
持續不斷地向同事招攬索取捐獻或捐款，使其不勝其擾或感覺不舒服，認爲自己被迫要作出捐獻或捐款，
此種情况跟游說行爲一樣。員工必須避免表述或强加給他人的政治或社會觀點以爭取任何形式的支持。

財産
員工必須知悉，任何與其在受僱期間，無論是單獨或聯合取得的研發成果、專利、版權或任何形式的知
識産權相關的權利、頭銜或利益均屬本公司財産。此外，員工在受僱期間獲得或創建的所有文件、筆記
或報告均屬公司財産。公司業務所産生或存放在設備/網絡的數據均屬本公司財産。
本公司爲員工提供的資料技術 (IT) 設備及工具，主要用於爲本公司業務運作提供便利及支持，並幫助員
工履行其職務。該設備及工具在任何時候均屬本公司財産。未經其主管或該地區的副總裁事先批准，任
何正式員工或合同工均不得將 IT 設備及工具用於本公司業務之外的事項。不得將 IT 設備及工具作非法
或不正當用途。
本公司的名稱及標誌是本公司的商標，員工不得使用，除非出於工作需要且遵從傳訊部所制定的圖形設
計標準。

資金
員工須合理使用並保護現金、支票及郵資，並確保所有費用報表、報銷及發票均準確無誤且按本公司政
策通過審批。對於以本公司名義産生的任何費用，員工必須索取收據（單據或購買證明），述明每筆費
用的來由並遵守本公司既定的報銷程序。員工須將所有費用及交易記入相應帳目。可能情况下，員工應
使用本公司簽約的業務合作夥伴所提供的服務。
本公司信任員工，認爲員工能够像對待自己的資金一樣，正確合理地管理本公司費用。員工應細閱當地
關於費用政策的詳情。

互聯網及電郵
互聯網及電郵對於本公司及員工而言是重要的業務工具。公司鼓勵員工利用互聯網搜索資料、增長知識
及提高工作效率。使用此工具時，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專業工作角度出發，員工都有責任依據本政策及員
工手册中的相關規定，保護本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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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及電郵的個人應用
個人應用互聯網及電郵必須合理得當，及員工不得因使用互聯網而妨礙其履行全部或部分職責、降低工
作效率或對本公司造成不利影響。公司鼓勵員工個人合理應用互聯網，以方便接受特定培訓及專業發展
需求。員工不得使用本公司網絡來徵集及/或傳播其他商業機構、宗教或個人的事項，或用以協助外部
組織或令外部組織獲益。
重要限制
對於互聯網上某類的資料及通訊，員工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參與創建、使用、訪問、下載、散布、打印
或保存。雖然無提供詳細清單，但例如淫穢、色情、性暴露、種族主義、攻擊性、犯罪、誹謗、歧視、
粗俗、暴力、騷擾或令人反感的資料均屬違禁資料及通訊。違反上述限制將受到紀律處分。
如符合本公司公布的通訊指引授權之員工，方可代表本公司在博客或其他社交媒體上分享內容。只有傳
訊部及指定的代表才有權代表本公司發表正式聲明。本公司不會爲任何收到律師信或由於非法、不道德、
違反禁令或不負責任的方式使用互聯網（包括在博客和其他媒體分享或爲其提供內容）而遭到起訴的員
工提供辯護或賠償。

電腦
軟件
根據版權或商標法規定，員工禁止複製本公司購買或擁有的軟件，且不得使用本公司尚未取得必要許可
或尚未支付所需許可費的軟件。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及獲得管理層批准後，方可將個人軟件用作私人用途。
個人設備
未經 IT 部門同意，員工不應把個人設備連接到公司的網絡。
電腦病毒
員工禁止在本公司的電腦系統上安裝未獲本公司明確授權的應用軟件或實用軟件（包括從互聯網下載的
軟件）。
個人使用電話及電腦
員工可在工作場所使用電話及電腦處理個人事務，條件是此類事宜需合情合理且不影響工作進度、使本
公司支付額外費用或對本公司造成不利影響。

機密資料
概述
員工必須注意機密資料及商業機密必須與本公司其他資産一樣得到嚴格保密。在履行職責時，員工僅可
將此類機密資料用於正當目的。員工可能需要將整份或部分文檔原件或複印件帶離辦公室，但前提是必
須獲得其主管授權批准，並確保經常將文檔保存在安全的環境中，及僅作履行工作職責之用，而且一經
要 求 或 與 本 公 司 解 除 僱 傭 關 係 後 ， 便 會 歸 還 予 本 公 司 。 《 資 訊 分 類 及 處 理 政 策 》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Handling Policy) 制定了防止未經授權下以致資料披露所必須遵守的合理措施，及進一步
提供辨別與處理本公司資訊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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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料
許多文檔及大部分的本公司資料均屬專利資料。這表示，當中包含一些對本公司業務至關重要的高度機
密資料。客戶、業務合作夥伴或其他第三方提供給本公司的資料也可能屬專利、機密或秘密資料，因此
在處理此類資料時，必須遵守第三方提供的指引。所有專利資料必須得到嚴格保密，以防止未經授權的
披露或濫用。
無論所涉資料爲何，未經授權而披露或不當處理此類資料都可能對本公司造成嚴重影響。例如，資料披
露後，本公司競爭優勢可能被大大削弱，還可能引致法律訴訟，及可能導致公司聲譽受損。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是指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
本公司致力於保障個人資料，遵守適用的隠私法例，僅在與本公司業務相關的情况下才會收集及處理員
工個人資料。本公司只將獲取的資料用於原定之目的。
本公司《全球隠私政策》 及 《資訊分類及處理政策》 (Global Privac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Handling Policy) 進一步提供有關本公司所奉行的措施詳情及指引，以保障個人資料。

保障資料
本公司的機密資料，包括個人資料，都必須採取適當的保密等級，及只可用於資料採集的原定目的。本
公 司 的 《 全 球 資 訊 安 全 政 策 》 及 《 資 訊 分 類 及 處 理 政 策 》 (Global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Handling Policy)為保障本公司的數據及資訊安全提供框架。
隨着公司的工具及數據儲存位置的持續發展，員工必須盡全力保護本公司資料，防止遺失或免遭被越權
使用。員工必須上報任何可能發生違反安全規定的情况。在負責保障公司資料的同時，員工不得把公司
資料與外部共享。
此外，員工不應該把數據在雲端儲存，除非該服務由 IT 部門建立及提供。
員工不得繞過或停用由本公司實施的安全監察或安全工具，不得使用其他的途徑來取得公司資源、利用
公司網絡或設備冒充他人或執行任何活動，因這些行徑將被認定爲“黑客入侵”。
終止僱傭關係
員工與本公司解除僱傭關係之後，仍需履行相關保密義務。届時員工必須將與公司業務相關的所有資料
及文檔交還本公司，並不能持有任何機密資料，包括具有商業戰略意義的資料。此類材料乃屬公司財産。
網絡監控及尊重私隱
依照適用的法律，基於網絡管理、保安目的、對涉嫌違反本《規範》及其附屬政策、於辦公時間內或對
公司資產所進行的可疑非法活動的調查，本公司有權攔截、跟踪、監控及公開網絡瀏覽紀錄。因此員工
於於工作時使用互聯網，包括電子郵件，並不具有隱私權。

文件保存
本公司可用作儲存打印文件及電子文件的空間不但有限，而且價格昂貴。另外，根據相關適用法規，因製
作或保存目的已達成，而不再需要某些特定的文檔時，必須予以銷毀、删除或變更爲匿名狀態。另一方面，
法律還規定某些記錄必須有一段指定的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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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文檔類型爲何，只要會被要求作爲與法律訴訟或政府調查證據的，都必須予以保存，而涉及訴訟或調
查事件相關的文檔處置或修改操作應立即暫停。
若員工不確定保存或是銷毀特定的文件，應諮詢其直接主管，以確定該文件是否仍然有用，或是否仍有
法定責任而需將文檔保存一段指定的時期。

如何尋求幫助
若對本政策有任何疑問，員工可聯繫區域合規及道德代表。可於本公司內聯網查詢他們的聯繫方式。
員工如欲記錄其有關本規範的查詢，可進一步通過本公司的內部舉報程序或商業行爲舉報熱線。

舉報可疑的違規行爲
概述
員工有責任報告任何已知或懷疑違反本《規範》或任何相關法律或執行規章的行爲。員工可大膽提供此
類資料，無需考慮嫌疑人的身份或職位。
如果員工得知本公司或任何員工可能存在不合規行爲，必須按照以下指引報告相關情况。

員工舉報及調查程序
舉報機制
涉及有可能違反本《規範》的事項，例如可疑的財務報表、已知或可疑的詐騙、腐敗、利益衝突或其他
不誠實行爲，必須進行舉報。
員工應先與上司商量具體情况。如果員工不能向上司討論這一情况，或不接受上司的回應，員工可採取
以下措施：
-

直接向首席道德及合規總監辦公室或內審部副總裁舉報，並可通過電話、電郵或郵件進行舉報。

-

使用本公司提供的商業行爲舉報熱線。

此類資料將由首席道德及合規總監或內審部副總裁處理，並因應某些個案向董事會建議相關委員會的主
席。
調查
對於有可能違反本《規範》的行爲的指控，包括可疑的財務報表、已知或可疑的詐騙、腐敗、利益衝突
或其他不誠實行爲，公司將視情况對其進行審核及調查。員工有責任全力配合任何的調查工作。

保密及匿名
在實屬合理的情形下，涉及保護個人隱私，報告可疑違規行爲或參與調查的任何人員，其身份資料將得
到保密。
此外，如果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您也可以匿名舉報可疑的違規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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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報復
公司力求確保作出善意舉報的舉報者不會受到任何報復。
任何的報復行爲包括針對舉報違反本《規範》、法律或法規行爲的人員或配合違規行爲調查工作的人員，
其本身已嚴重違反本《規範》規定，即使事後確認所舉報不實亦然（前提是基於善意舉報）。如遭報復
或威脅必須立即報告，以便對相關人員採取適當的紀律處罰。

商業行爲舉報熱線
員工可使用本公司的保密舉報服務，舉報任何懷疑違反本規範的行爲；該保密舉報服務由獨立的服務機
構提供。本公司的商業行爲舉報熱線詳情可於本公司網站及內聯網的網頁上找到。

網上保密舉報
商業行爲舉報熱線網站可於以下鏈接進入：
https://wsp.ethicspoint.com/

商業行爲舉報熱線
查找你所在地區的免費熱線電話，請參閱本《規範》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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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術語
賄賂
賄賂指爲謀取過度、無根據或不適當的商業利益而給予對方財物的行爲。賄賂的表現形式有財務誘惑、
實物禮品或者其它好處，例如爲受賄者親戚提供就業。

CFPOA
《外國公職人員腐敗法案》(The Corruption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Act, CFPOA) 是加拿大反腐敗法律，對
向外國政府官員行賄的加拿大公民和外籍人士及企業施以刑事處罰。加拿大通過頒布該法，批准 OECD
反賄賂公約。

勒索
勒索指利用威脅手段引誘或强制他人從事有違其意願的活動或做出有違其意願的行爲，這通常會致使被
勒索方損失錢財或其它利益。例如，在涉及腐敗的情况下，勒索的表現形式可能是：政府官員以利用職
權損害某一公司或個人利益作爲威脅，索要錢財。

通融費
通融費是向政府官員支付的小額賄款，其目的是加快行賄者已獲審批的常規政府交易的進度。

FCPA
1977《海外反腐敗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of 1977, FCPA) 是美國的主要反腐敗法律。FCPA 嚴
禁個人和企業向外國官員行賄（包括提供回扣）。違反該法的個人和企業將遭嚴厲的刑事制裁，並承擔
記錄保存不當的民事責任。

詐騙
詐騙是一種意在確保無根據、不公正和/或非法利益的欺騙行爲。因此，腐敗也可以說是一種詐騙形式，
受賄者或吃回扣者欺騙公衆或私營企業。

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公職人員”或“外國官員”）不僅指傳統的聯邦、州和市級政府代表（任命或選舉），還指各
類公務員以及國有或國營企業員工。政府或外國官員包括外國政府、國際公共組織以及任何部門、機構
或者相關政府或國際公共實體的官員或員工。此外，還包括爲或代表上述主體行使公職權力的任何人員。

回扣
回扣是行賄的一種手段，意即供應商或服務提供商將所獲費用的一部分支付給爲其帶來合同或其它商業
利益的個人。

洗錢
洗錢作爲一種途徑，可隱藏不法資金的真實來源及所有權。腐敗常與洗錢相伴發生，以掩飾所收賄賂或
回扣的違法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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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反賄賂公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反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ECD 反賄賂公約）是一個旨在减少國際交易腐敗問題的國際公約。截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
已有 34 個 OECD 成員國和 7 個非成員國簽署此公約。依照公約規定，各締約國應在其國內實施反腐法
律，以打擊個人和企業腐敗行爲。雖然此公約不具法律效力，但却有力推動了世界各地大多數國內反腐
敗法律的制定，例如 CFPOA、及《英國反賄賂法案》。同時，OECD 還充當監察官，負責評估各國反腐
敗法律的有效性，並倡導尚未頒布此類法律的國家出臺相關法律。

PEPS
政界人士 (Politically-exposed Persons, PEPs) 指在外國曾任或現任高級公職的非在職或在職官員或個人，以
及其直系家屬和親信。身處此類信任和權力職位的人員包括高級政要、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高級司法
或軍事官員、各政黨重要官員以及國企高級主管人員。

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指完全或部分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法律實體。根據大多數反腐敗法律，國有實體員工和代表被
視爲政府或外國官員。

英國反賄賂法案
2010《英國反賄賂法案》(Bribery Act of 2010) 是一項反腐敗法律，嚴禁英國公民和在英國任何地區設有
分支或子公司的企業向外國官員行賄（包括提供回扣）。而違反該法的個人和企業將會受到嚴厲的刑事
制裁。英國通過頒布該法，批准 OECD 反賄賂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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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商業行爲舉報熱線電話
國家/地區

免費熱線號碼 /聯絡資料

澳大利亞

1-800-79-8620

加拿大

877-315-9932

智利

TELMEX: 800-225-288*;
TELEFONICA: 800-800-288*;
ENTEL (西班牙語接線員): 800-360-312*;
ENTEL: 800-360-311*;
複活節島(EASTER ISLAND): 800-800-311*;
複活節島 EASTER ISLAND (西班牙語接線員): 800-800-312*
*聽到英語, 撥打 877-315-9932

中國網通（北方）

4006612639

中國電信（南方）

4006612639

哥倫比亞

01-800-911-0010*
西班牙語接線員: 01-800-911-0011*
*聽到英語, 撥打 877-315-9932

丹麥

撥打 800-100-10,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芬蘭

請瀏覽 HTTPS://WSP.ETHICSPOINT.COM/
詳情請參閱本附錄 B 末段

法國

0800-91-1723

德國

撥打 0-800-225-5288,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印度

撥打 000-117,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韓國（南韓）

DACOM: 00-309-11*
ONSE: 00-369-11*
韓國電信: 00-729-11*
美軍基地- DACOM: 550-2872*
美軍基地-韓國電信: 550-4663*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馬來西亞

撥打 1-800-80-00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墨西哥

01-800-288-2872*
西班牙語接線員: 001-800-658-5454*
PO COBRAR: 01-800-112-2020*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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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請瀏覽 HTTPS://WSP.ETHICSPOINT.COM/
詳情請參閱本附錄 B 末段

挪威

800-190-11*
美軍基地: 800-199-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巴基斯坦

撥打 00-800-01-001 (手機不適用),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巴拿馬

001-877-315-9932

秘魯

TELEPHONICA (西班牙語接線員): 0-800-50-000*
TELEPHONICA: 0-800-50-288*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菲律賓

PLDT -菲律賓語接線員: 1010-5511-00*
GLOBE, PHILCOM, DIGITEL, SMART: 105-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波蘭

撥打 0-0-800-111-11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卡塔爾

請瀏覽 HTTPS://WSP.ETHICSPOINT.COM/
詳情請參閱本附錄 B 末段

羅馬尼亞

撥打 0808-03-4288,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沙特阿拉伯

撥打 1-800-10,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塞內加爾

800-103-072*;
法語接線員: 800-103-073*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新加坡

800-110-2387

南非

請瀏覽 HTTPS://WSP.ETHICSPOINT.COM/
詳情請參閱本附錄 B 末段

西班牙

撥打 900-99-00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瑞典

撥打 020-799-1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瑞士

撥打 0-800-89001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泰國

撥打 1-800-0001-33,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土耳其

DIAL 0811-288-000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英國

0808-234-0085

wsp.com

第 23 頁

UAE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8000-021*;
DU: 8000-555-66*;
MILITARY-USO AND CELLULAR: 8000-061*
*當聽到英語，撥打 877-315-9932

美國

1-877-315-9932

沒有提供免費電話的地區，請採取以下聯繫方式：
您可使用適用于當地的國際撥號方式，致電+1.877.315.9932 聯繫熱線呼叫中心。如果情况許可，
當您瀏覽網站 https://wsp.ethicspoint.com/幷挑選了您所在的地區，即可獲得您所在地區的舉
報電話聯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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