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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行為守則



目錄

導言／說明

行為守則宗旨

NCR 對供應商的期望

工作場所問題

工作場所暴力

反歧視

平等工作機會／平權行動

騷擾

販賣人口、童工及強迫勞工

無毒品工作場所

資訊科技的可接受用途

資源

資料私隱

保護本公司資訊

專有資訊

投資規則及「內幕交易」

市場行為

與競爭者互動

版權

反賄賂／反腐敗法

禮品及款待

全球商務

出口管制

進口法律

國際經濟聯合抵制

環境／職業健康及安全／產品安全

環境

衝突礦物

職業健康及安全

產品安全



行為守則宗旨 

NCR 供應商行為守則（「守則」）是 NCR 

Corporation 及其聯屬公司（統稱「NCR」或「本公

司」）開展業務的指南及基準點。本守則申明 NCR 在

與客戶、供應商、策略合作夥伴及股東的關係中恪守

最高誠信標準的承諾。我們希望供應商遵守有關價值

觀及標準。

NCR 對供應商的期望 

NCR 希望供應商閱讀、理解並遵循本守則。即使是在

他人的指示下，任何人也絕不能做出不誠實、破壞性

或違法的舉動。任何人均不得指示他人不當行事，即

使這樣做看似符合 NCR 或供應商的利益。如果適用

法律與本守則的條文相衝突，供應商必須遵守適用法

律，並立即就衝突一事告知 NCR。對於不遵守本守則

的供應商，NCR 保留終止與其合作關係的權利。

如發現疑似違反本守則、NCR 政策及適用法律的行為

且在任何方面涉及供應商與 NCR 的往來者，供應商 

須向 NCR 報告。供應商亦需提供 NCR 索要的資訊或

採取 NCR 要求的行動，以利 NCR 遵守本守則及適用

法律。

導言／說明

工作場所暴力 

NCR 希望供應商為其員工及到訪者提供一個安全的工

作環境。NCR 處所內的所有人員均應互相尊重，以禮

待人，我們希望供應商能夠在工作場所採納類似標

準。NCR 不會容忍任何暴力或恐嚇行徑。為了支持 NCR 

對工作場所暴力「零容忍」的立場，供應商及 NCR 設

施到訪者均須報告在 NCR 處所內發生的暴力或恐嚇行

徑，並須提供報告在其處所內發生之有關事件的機制。

NCR 禁止在工作場所內持有武器。禁止供應商在開展涉

及與 NCR 往來的業務時，攜帶任何武器進入 NCR 設施

及從其到訪的任何設施帶走任何武器。

反歧視 

NCR 希望供應商提供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消除任何非

法歧視，包括基於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國家出身、

性別、年齡、殘疾、性取向、婚姻狀況，或基於當地法

律所要求的任何其他非法因素的歧視。須僅根據法律允

許的因素（如員工資質、技能及成就）做出有關聘用、

績效評估及晉升的決定。我們希望供應商不會容忍在僱

傭的任何方面（包括僱傭條款及條件、招募、招聘、薪

酬、晉升或解僱）存在非法歧視。

平等工作機會／平權行動 

NCR 希望供應商按照管轄機構及機關的所有適用法律、

指令及法規向所有員工及應聘者提供平等機會。供應商

須尊重他們的員工，並且在做出任何與僱傭有關的決 

定時僅考慮相關的表現因素。具體而言，我們希望供 

應商：

• 遵守所有適用勞動法律及法規的字面意義及精神實質

• 向所有供應商及應聘者提供平等機會

• 採取適當的平權行動實現機會平等

• 為合資格的殘疾供應商或應聘者提供合理便利設施

• 確保為少數族裔及女性擁有的企業提供作為 NCR 的

供應商、承包商及分包商進行參與的最大機會；及

• 遵守聯邦、州及地方採購法規及計劃

騷擾 

供應商須提供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消除基於個人特點

的騷擾，包括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國家出身、性

別、年齡、殘疾、性取向、婚姻狀況或任何其他受適用

法律保護的特點。NCR 希望供應商不會容忍使工作環境

存在威脅性或敵對性的行為，包括：

• 與種族、宗教信仰、性別或民族有關的言語或玩笑；

• 不受歡迎的性親近或不恰當的身體接觸；及

工作場所問題



• 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動作、圖片、書面或口頭玩笑

或言論。

販賣人口、童工及強迫勞工 

NCR 不會容忍任何類型的販賣人口或強迫勞工，包括但

不限於性奴役、債奴、強迫監獄勞工或童工。NCR 不會

聘用低於法定工作年齡的人員，並且低於 18 歲的合法

工人不得從事危險工作。NCR 不允許體罰或威脅體罰，

我們亦不禁止員工從 NCR 辭職。NCR 希望供應商對其

員工及供應商採納類似要求。

無毒品工作場所 

NCR 致力於營造無毒品工作場所。禁止在公司處所內或

開展公司業務期間濫用毒品（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

。NCR 禁止在其處所內、車輛中以及開展 NCR 業務期

間使用、持有、分配或銷售非法毒品。此外，供應商人

員不得在飲酒或服用毒品後開展 NCR 業務。從事美國

政府合約工作的供應商如其人員曾因某些毒品相關罪行

而被定罪，則有特別義務通知 NCR。

資訊科技資源的可接受用途 

NCR 的電子資訊科技 (IT) 基礎設施旨在被供應商用於 

NCR 業務用途，不得被用於支持個人、政治或宗教觀

點，或用於為任何非業務原因或事件爭取支持。供應商

人員須以負責任、合乎道德及合法的方式使用 NCR 的 

IT 基礎設施資源，禁止使用 NCR 電子郵件或 NCR 提

供的其他電子訊息或通訊工具創作或交換攻擊性、騷擾

性、淫穢或威脅性訊息，或創作或交換連鎖信及其他與

業務無關的垃圾郵件。除適用法律禁止者外，NCR 保留

搜尋及審查使用其 IT 基礎設施發送、接收或存儲的任

何資訊的所有權利。

資料私隱 

NCR 供應商須遵守適用的資料保護法律，並負責在適用

的情況下就 NCR 處理其個人資訊獲得其員工的同意或

批准。個人資訊指與自然人相關的資訊。NCR 政策規定

僅以公平及合法的方式收集個人資訊，並僅出於合法

業務、法律或合約原因保存該等資訊。NCR 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提供有關資料處理的選擇，僅限出於合法目的

需要個人資訊的人士查閱個人資訊，並僅限將個人資訊

用於與最初收集該資料相一致的目的或法律另行許可的

目的。在為支持上述用途而需要時，NCR 可向其聯屬公

司、獨立服務提供商、分包商或非關聯第三方披露該等

資訊。作為一家全球公司，NCR 可能將個人資訊傳輸到

收集所在國境外，但如適用法律禁止或限制這麼做，則

不在此限。除非作為業務出售的一部分，否則 NCR 不

會出售、出租或租賃此類資訊列表。

專有資訊 

專有資訊指不得向他人透露的 NCR 知識（法律要求或

公司政策允許者除外）。專有資訊包括所有對 NCR 競

爭者有用的非公開資訊，或者一旦披露將對公司或其客

戶不利的任何資訊，如：

• 商業秘密及訣竅。

• 研發，包括發明、專利申請、工程及實驗室筆記。

• 客戶、股東及供應商名單及資訊。

• 網絡管理資訊。

• 機密製造流程或程序。

• 源碼。

• 商業策略及業績、產品計劃、關於未宣佈產品或服務

的資訊、概念及設計、市場推廣計劃、定價及財務資

料。

• 機密組織資訊，包括組織圖。

• NCR 從第三方處獲得的機密資訊。

• 有關潛在收購或剝離的資訊。

• 本公司財務前景及預測。

洩露 NCR 專有資訊可能給 NCR 造成競爭力或財務上

的損失。亦可能僅因資訊屬於他人而 NCR 同意為其保

保護本公司資訊



與競爭者互動 

許多國家都定有反壟斷或競爭法律，旨在透過推動競爭

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雖然在範圍上有所不同，但這些

法律都禁止競爭者之間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及非法協

議。NCR 政策要求遵守我們開展業務所在所有國家旨在

保護知識產權及商業秘密的法律以及反壟斷及競爭法。

違反這些法律後果嚴重，會令 NCR 及從事非法行為的

個人面臨刑事處罰。

版權 

版權法旨在對原始創作（如書面材料、藝術及音樂作

品）等進行保護。軟體亦受版權保護。版權法禁止不經

授權對受保護的創作進行複製、分發、展示及表演。侵

犯版權可能導致我們公司及個人受到法律懲處。供應商

應尊重 NCR 及他人的版權作品，不准使用未經許可的

軟體或在其許可授予的權利以外使用獲許可軟體。所有

供應商均必須向 NCR 報告疑似不當使用該等版權材料

的行為。

反賄賂／反腐敗法 

世界各地的反賄賂及反腐敗法（包括美國《反海外腐敗

法》（「FCPA」）、英國《反賄賂法》，以及其他反賄

賂及反腐敗法）（統稱「反腐敗法」）都把賄賂列為犯

罪。FCPA 禁止 NCR 直接或間接向國外（非美國）政府

官員提供或許諾錢財或任何有價值物品，以期獲得或保

留業務優勢。在 FCPA 規定中，外國官員包括美國境外

全部或部分歸政府所有的公司、大學、公共國際組織以

及其他實體的高管及員工。FCPA 亦禁止透過中間人（

如代理或轉銷商）向外國政府官員提供或許諾任何該等

付款或有價值物品。部分反腐敗法不僅禁止賄賂政府官

員，亦禁止賄賂商業客戶，並且其中部分法律還禁止受

賄，包括純商業業務交易中的受賄。除禁止賄賂外，一

些反腐敗法及其他法律亦要求 NCR 保存完整、準確的

賬簿及記錄，並且制定充分的內部會計控制措施，以防

止及發現非正常支出。觸犯反腐敗法不僅會對 NCR 誠

信經營的聲譽造成惡劣的影響，還可能令本公司及其供

應商以及他們的高級職員及員工面臨嚴厲的民事及刑事

處罰。

禮品及款待 

在世界各地，贈送禮品的習慣各不相同。一般而言，贈

送禮品意在傳達善意，在某些地區，拒絕收禮會冒犯送

禮者。另一方面，送禮或收禮又可能造成利益衝突或利

益衝突的表象，亦可能違反適用反腐敗法。

簡而言之，NCR 希望供應商：

• 始終遵守反腐敗法。

• 避免利益衝突或利益衝突的表象。

• 在提交給 NCR 的所有單據（包括合約、訂貨單及發

票）中準確記錄交易詳情。

• 不得向任何人提議或提供或接受任何人的付款、貸

款、恩惠、賄賂、回扣、特權或服務，作為與供應商

開展業務或享受 NCR 任何其他優惠待遇的回報。

市場行為

密而禁止披露。當供應商因合法業務需要披露 NCR 專

有資訊時，NCR 及供應商將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保密

協議。

投資規則及「內幕交易」 

證券法及 NCR 政策禁止供應商及供應商人員在掌握關

於本公司的「重大非公開資訊」的情況下直接或間接交

易 NCR 證券。重大非公開資訊通常被界定為未向公眾

廣泛披露並可能影響投資者買賣或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

決定的任何資訊。重大非公開資訊可能具有多種形式。

示例包括收購或剝離計劃；尚未公開的實際或預測財務

資訊；新合約、產品或發現；重大組織變動；或其他商

業計劃。

禁止供應商及供應商人員根據重大非公開資訊直接或間

接交易 NCR 客戶及供應商等其他上市公司的證券。供

應商及供應商人員與朋友、家人或其他第三方分享有關 

NCR 或其他公司的重大非公開資訊（這被稱為「洩漏內

幕訊息」）亦屬違法，並違反本公司政策。



出口管制 

NCR 希望供應商遵守出口法律。像 NCR 這樣的高科技

公司必須關注規範公司產品出口及再出口的出口管制法

律。作為一家美國公司，NCR 尤須注意美國出口管制措

施。根據出口管制法律，從一國向另一國運輸、運載或

傳輸的硬體、軟體及技術資訊，甚至在一國內向他國公

民發佈的硬體、軟體及技術資訊，可能受到管制。當發

送到另一國家，或者向非美國國家公民提供時，所有包

含技術資訊的通訊形式（如電話通話、傳真、電子郵件

等）亦有可能被視為受管制出口項目。

出口管制法律對銷售、工程、支持、專業服務、採購及

人力資源部；購買我們產品的組織；或接收我們產品及

服務相關技術資訊的個人尤為重要。

出口法律通常要求考慮以下問題：

• 待出口的商品、軟體或技術資訊是什麼？

• 商品、軟體或資訊將被提供給誰，以及他們是否獲准

存取或接收該等商品、軟體或資訊？

• 產品將出口至何處？

• 將如何使用產品？

除了管制技術出口的法律及法規以外，有些出口限制的

適用範圍更寬，有效構成禁止與某些指定政府、組織、

實體及個人開展任何業務的禁令。美國可能會根據其對

外政策及國土安全目標實施經濟及貿易制裁，其他國家

或實體（如聯合國）亦會實施此類制裁。

進口法律 

NCR 希望供應商亦遵守進口法律。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

數國家都制訂有進口法律，對進口到本國的商品實行進

口管制並規定進口關稅。這些法律通常管轄哪些商品可

以進口到該國；必須如何標記商品；必須如何對進口商

品衡價；以及應付關稅等。

國際經濟聯合抵制 

作為一家美國公司，NCR 必須遵守禁止參與美國政府不

容許的經濟聯合抵制（如阿拉伯聯盟對以色列的聯合抵

制）的美國法規。NCR 不會遵從任何與聯合抵制有關的

要求，並須向美國政府報告其收到的任何相關要求，無

論該等要求是以口頭抑或書面方式（例如在投標邀請、

投標書、採購訂單、合約、信用證、貨運單據或其他書

面通信中收到）收到。

全球商務

環境 

NCR 政策要求遵守關於保護環境及在業務運營中盡量減

少不良環境影響的適用法律及法規。

衝突礦物 

NCR 希望供應商將採取措施確定其貨品是否含有「衝突

礦物」（錫、鉭、金及鎢）；如果有，希望他們將：

• 執行程序來確定這些礦物的來源；及

• 支持杜絕使用直接或間接資助或惠及剛果民主共和國

或毗鄰國家武裝團體的衝突礦物的工作。

職業安全及健康 

NCR 的政策要求遵守與以下各項相關的適用健康及安全

法規：保護人體健康，以及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消除

任何可能造成死亡、人身傷害或疾病的公認危害。

產品安全 

NCR 致力於提供可供客戶安全使用且符合適用法律及公

認行業及政府標準的產品。

NCR 希望供應商遵守 NCR 關於這些重要主題的政策。

環境／職業安全及健康／產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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