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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General Business Use 

SABIC 全球采购服务副总裁的简介 

尊敬的供应商： 

SABIC 致力于在每桩交易中和开展业务的每处

场所遵循道德和诚信的最高标准。  我们很高兴

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我们邀请你了解我们的诚

信文化。 

我们一直寻求与认可我们价值的供应商合作。  

我们要求你以同样的道德原则进行经营，并在开展业务时对经济、环境和社会负

责。这份未穷尽的全球供应商行为准则（简称“供应商行为准则”）包括 SABIC 

对其供应商提出的标准。   

供应商行为准则适用于为 SABIC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各

方。我们也希望与你合作的第三方能遵守我们的标准。 

未遵守供应商行为准则可能会导致失去（未来）业务或

者终止现有关系。  如果你怀疑有违反供应商行为准则的

行为，请通过我们的可用渠道告知我们。   所有供应商

有责任及时提出诚信疑虑或者违规行为。  我们严禁对提

出或者帮助处理诚信疑虑的任何人进行任何类型的报

复。 

了解我们对于供应商的更多期望，可登录 SABIC 供应商门户网站。  如果你认同我

们的价值和愿景，我们期待与你合作。 

https://www.sabic.com/en/about/our-compliance-culture
https://www.sabic.com/en/about/our-compliance-culture
https://www.sabic.com/en/about/our-compliance-culture/sabic-codeof-ethics
https://supplier.sab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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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适用于全球范围内向 SABIC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供应商及

其员工、代理人、子公司、关联机构和分包商。本文中，“供应商”是 SABIC 采

购合同/采购订单内指明作为供应方的法人实体，包括但不局限于制造商、加工

商、物流商、废物处理商、咨询公司、独立承包商和人才中介机构。 

目的 

SABIC 处理业务时，守道德、讲诚信、重安

全。我们努力对社会和环境负责。  SABIC 要求

我们的供应商也作出相同承诺，并遵守供应商

行为准则所包含的原则。下面我们会详细描述

我们对供应商的期望。  你的工作至关重要，不

仅反映 SABIC 的状况，还影响利益相关方和我

们经营的社区。  

 

 

 

 

程序 

作为 SABIC 的供应商，你必须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准则和规章，包括相关采购文

件的有关规定，包括但不局限于提案、邀请、标书以及由此产生的合同和采购协

议。  我们想要我们的供应商以最高的诚信标准开展业务。  SABIC 希望你满足以

下每一项领域中的有关要求： 

 

  

 

我们希望你维持道德、社会和可持

续行为的最高标准。 

 

http://sbs.sabic.com/AssetDetails/Index/N8nvvvQ9EfvvOKgr5rK8mw%3d%3d


供应商行为准则   

4 

Classification: General Business Use  

环境、健康、安全条例 

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为工人提供安全、健康的

工作场所，这些场所要符合所有适用的健康和安

全法律、法规。  

 确保你的设施依照法律和政府和行业制定的

环保和安全标准进行设计和安全操作。 

 确保你的设备不会带给环境或者公众不必要的风险。   

 为所有工作场所的所有员工维持安全、卫生、健康的环境。 

 获取、维持并遵守所有环境许可证。 

 以保护环境的方式正确处理有害物质并合理处理废物。 

 监督、控制并负责地处理操作排放物。 

 开展适当的员工常规安全培训和考核，提供充分的安全设备。 

 保留安全培训记录，监督安全操作。 

 履行合约义务，基于社会责任和环保考虑开展你的活动。 

 确保你的员工遵守健康和安全规则、规章，履行他们的职责，在不危害自身

和他人的前提下工作。 

 提供需要的培训，促成健全的公共健康和卫生习惯。 

 

 

 不得有串通投标、价格歧视

或者其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禁止和竞争供应商讨论定价、其他商业条款或者拆分潜在客户或者商域。   

 不得参与限制竞争的任何其他策略。  

 

 

  

 

公平竞争 

SABIC 致力于公平竞争，遵守反垄断法和

反不当竞争法。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也这

么做。不得签订任何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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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地采购 

SABIC 寻求合作的供应商要与我们一样投身社会和经济发展，致力于我们服务的

社区的可持续性。    

 从其他地方采购的商品和/或服务要

符合原产国对于健康和安全、工作时

间、薪资、就业条件和环保的标准。 

 努力维护我们供应链相关人员的福

祉，保护材料采购地和处理地，确

保不会用矿物和其他原材料的销售额资助武装冲突或者人权滥用。 

 

准确的会计和商务记录  

我们依靠我们的账本和记录报告我们的财政结果，进行必要的法律备案，作出商业

决定。作为我们的供应商，你必须保留你和 SABIC 之间所有业务的准确记录。根据

相关会计惯例保留这些记录。  你还必须安全、机密、牢靠地处理 SABIC 的数据。 

 建立、保留并按要求提供你向 SABIC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相关事宜的准

确记录。 

 保护 SABIC 的机密信息，以充分的安全手段防止滥用、盗用、欺诈，或者

不当地披露这些信息，防止泄露给第三方。 

 不得要求 SABIC 现员工或者前员工不当地披露其在 SABIC 就职时获取的任

何机密、专有或受限制的商业信息。  

 不得与 SABIC 员工分享第三方机密信息。 

 

贸易控制 

SABIC 遵守且希望我们的供应商也遵守适用于我们业务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

记住，进出口法律不仅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技术、软件、知识产权和技术信息。  

 遵守所有相关的贸易控制法规，如果你提供的任何产品或者技术受限于出口

管制，请及时告知 SA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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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回扣和欺诈 

贿赂在世界各地均为非法。  你必须遵守适用的反腐败法。不得容忍、允许或者从

事任何形式的腐败、敲诈、贿赂。无论你是和政府官员还是私营部门的个体合作，

都是如此。 

 禁止行贿，提供“回扣”或者其他款项，以图影响 SABIC 或其员工的行为

或使其违背原则。 

 避免出现与 SABIC 现存或者潜在的商务关系相关的即便是表面的不道德行

为。 

 

 

 

 
 

 

 

 

 SABIC 员工每次接受的商务招待不得高于 100 美元/每人。   

o 合法商务招待的示例包括商务会议间隙的餐饮、社交活动、演出票、

体育活动或赛事、机票费用、汽车服务和酒店标间。 

o 商务招待用于建立商誉和良好的工作关系，而非获取特殊优势。 

 请参阅 SABIC 商务馈赠和招待程序了解更多细节。 

 

 

 

  

商务馈赠和招待 

 不得向 SABIC 员工给予无论任何价值

的商务馈赠。 “商务馈赠”包括果

篮、鲜花、饼干、月饼和笔、马克杯

或 T 恤等推广产品。   

 与我们严格的商务馈赠接受政策相

反，SABIC 员工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

给予和接受商务招待。  包括餐饮、住

宿、差旅和娱乐在内的所有商务招待

只是为了正当推进商业利益。 

https://supplier.sabic.com/documents/NewSupplier/Business%20Gifts%20and%20Hospitality%20Procedures-%20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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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就业 

我们的供应商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个人尊严和隐私。  我们致力于建设包容性

的工作环境，认可每个人的贡献，珍惜、尊重所有人，且所有人都有机会完全发挥

其潜力。 

 遵守以下相关法律：组织自由、隐私、禁止强迫劳动、禁止强制劳动和禁止

儿童劳工、当地无歧视；工作条件、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和加班。   

 提供无骚扰的工作环境，不得针对个人进行骚扰。  

 

利益冲突 

作为我们对透明度承诺的一部分，供应商必须避免利益冲突。有时可能并不明确是

否存在冲突。  此时，最好告知 SABIC 潜在的冲突，让我们和你一起努力解决。 

 及时告知当前和潜在的利益冲突、亲密的个人关系和/或不道德或者欺诈性的

行为实例。   

 配合对这类冲突的任何调查。 

 

技术、资产、设施 

作为 SABIC 的供应商，你可能受托一系列 SABIC 的技术工具

和其他资产。 

 保护 SABIC 财产和我们客户的资产。  

 仅为客户授权的本意使用所有资产，包括资金、数据、

系统、设备、材料、场地或者交通工具。  

 防止篡改、曲解、滥用、不当接触、毁坏或者蓄意破坏

资产、文件或者其他财产。  

 防止第三方访问（除非 SABIC 明确同意）并随时维持充分的安全措施，以

此防止盗用、误用、滥用我们的计算设施和/或数据。 

  

 

http://sbs.sabic.com/AssetDetails/Index/HVSmA1vPFnMpec9wyt8fT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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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交易 

 如果你可访问 SABIC 或者其他公司的材料和非公开信息，禁止交易该等公

司的证券或者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可能进行交易的其他人。  

数据隐私 

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依照现行的数据隐私法律、规则和规定处理个人数据。  

 采取合适的技术和组织安全措施，防止丢失、未经授权访问或者非法处理个

人数据。  



供应商行为准则   

9 

Classification: General Business Use  

监督和合规 

执行本供应商行为准则是 SABIC 和供应商的共同责任。 

请定期进行内部审查、检查和审计，确保你和

你的员工（以及协助你向 SABIC 提供服务和产

品的任何一方）满足本供应商行为准则所包含

的要求。如果你发现不合规的地方，请将相关

的不合规之处以及任何补救计划通报 SABIC 全

球采购服务。  我们已准备好和你一起努力解决

已确认的问题。   

SABIC 或者我们的代表可要求定期监督，包括现场审计或者设施检查、使用调查问

卷、审查公开信息或者其他手段，以评估供应商表现和供应商是否遵守供应商行为

准则。这些活动的结果会用于挑选供应商并邀请投标人获取 SABIC 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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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你应对你的员工的行为负责。  比如，请将供应商行为准

则的要求传达给负责 SABIC 事项的人员，包括你的代理

人和分包商。你应当提供充分的培训和监督，确保指派

为 SABIC 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工人遵守本供应商行为准

则所包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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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诚信问疑虑 

你有责任及时提出可能或者实际违反供应商行为准则或者适用法律的诚信疑虑。  

你可通过 integrity@sabic.com 或者通过我们任一区域合规热线提出这些问题。  

你可以匿名上报疑虑，且所有报告都将被严格保密。  我们致力于审查并解决我们

收到的疑虑。我们想要所有的供应商全面合作，确保进行有效彻底的调查。 

禁止报复  

请注意，SABIC 严禁对真诚提出或帮助处理诚信疑虑的任何人实施报复。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帮助阻止报复行为，必要时处理已确定的指控。如果你认

为 SABIC 的某人报复你，请联系 integrity@sabic.com 或者区域合规热线以便

我们进行调查。 

 

 

 

诚信问题联系方式： 

 

integrity@sabic.com 

 

SABIC 合规热线 

mailto:integrity@sabic.com
https://www.sabic.com/en/about/our-compliance-culture/sabic-codeof-ethics
mailto:integrity@sabic.com
https://www.sabic.com/en/about/our-compliance-culture/sabic-codeof-ethics
mailto:integrity@sabic.com
https://www.sabic.com/en/about/our-compliance-culture/sabic-codeof-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