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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致函

HAYFORD
团队各位成员，

138 年来，NCR 在诚信和创新方面声誉显赫。我们致力于按照
最高的道德标准诚信经营并遵守所有适用法律、规则和法规。

本守则概述了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使我们作为一家公司所做
的一切都符合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我们对客户的关注。我们对
自己和彼此负责，以最高的诚信度开展 NCR 业务。

声誉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我们永远不能视其为理所当
然，它从始至终都必须是我们立足和成长的基础。

Mike Hayford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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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

导航条
您可随时点击导航条中的任何标题，由此导览各
个主题。

您此刻正浏览的主题
以粗体显示。

图标

这些图标超链接到具体的政策和文档，但您必须连接到我们的	
公司网络才能查阅它们。

Word 云将引导您在整篇文档中找到更相关的内容或一些重要	
信息。

云

焦
点

“焦点”汇聚您不想忽略的重要信息！

此云告诉您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主题的信息，
并附有一个或两个文档图标。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在导航决策路径时需要帮助，	
或者我们需要指引，而此云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此云纳入了快捷实情、最佳范例和核验清单，	
在您需要快速参考或确认时非常适用。

向左和向右箭头将带您进
入上一页/下一页。

探索
更多

要怎么办
倘若？

快速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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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共同的价值观

何事、何人及为何
政策

如何报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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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NCR 始终专注于我们的客户、员工、创新和制胜。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不仅停留在字面上，还指导我们的行为、推动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并影响我们彼此之
间、与我们的客户、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与我们的供应商及与我们运营所在社区互动的方式。100 多年来，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引领我们取得成功。

我们引领世界如何与企业建立联系、互动和交易，因为我们说到做到且勇于担责。
作为 OneNCR，我们在为现实世界带来大胆的新想法时借鉴了广泛的见解，确保我们创造的所有产品都能惠及与我们共事的每个人。我们绝不会停
止询问原因、绝不会停止改进、在面临严峻挑战时也绝不退缩，哪怕这意味着变革。我们重新构想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相适地称之为 Customer 
F.I.R.S.T.。

资源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

客户

我们对待每位	
客户就好像他们是我们
唯一的客户 - 也是我们
的头号优先要务。

F乐趣

我们在工作中充满乐趣 - 
我们有趣、有效率、	
有明确目标，并相互	

称赞。

I创新

我们学习，大胆求新，并
通过简单的解决方案解
决复杂的问题。

R尊重

我们相互尊重，	
包容每个人，	

我们以同理心为引导，	
让我们的社区	
变得更好。

S成功

我们尽最大努力，从	
头到尾尽职尽	
责，确保 NCR 	
的成功。

T团队合作

我们作为一个	
团队工作，运营	
无界限，并且	
以全球化的思维	
模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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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意识

何事？
NCR 行为守则（“守则”）是我们用于维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指南和参考依据。它设定了我们在开展
业务时表达共同价值观的最低基准。我们的内部政策提供了其他详细信息，进一步提高了本守则中概
述的期望。

何人？

为何？

所有 NCR 董事、高级职员、员工、承包商、代理以及代表 NCR 行事的任何其他人均须阅读、理解并遵
守本守则。不遵守本守则的员工将受到纪律处分，严重者将予以开除。任何人均不得指示您违反或您
不得指示任何人违反本守则，就算这样做看似对我们有利。如果本守则的规定与适用法律相冲突，您
必须向我们的道德与合规办公室报告该冲突并遵守适用法律。此外，违反法律的员工可能需要承担
个人责任。对本守则任何条文的任何豁免均需要获得首席法务官的批准，如果豁免是由执行官级别
或董事所请，则需要获得董事会的批准。

道德行为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给
我们的业务带来重大利益。

例如：
	- 吸引客户购买公司的产品，这
样可以提高销售额和利润。

	- 激励员工留在我们这里，减少
人员流动并提高生产力。

	-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 吸引越来越重视诚信、社会责
任和道德行为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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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公平 社区问责制所有权意识内容

政策名词 (1)

1)	 一个深思熟虑的原则体系，用以指导决策并实现理智	
的结果。政策是一种对意图的陈述，作为程序或协议	
来实施。

公司管理政策 (CMP) 定义了我们的经营方式，并按职能进行
归类，例如：就业（如调职）、薪酬（如假期）和法务（如版权）。

公司财务和会计政策 (CFAP)	支持对 NCR 会计和财务运营的
协调应用和控制。

当地、部门和职能政策、程序和标准适用于某些办事处或部
门，一般受到法律、法规或特例的推进。

政策支持我们的行为守则，并为实现公司的目标提供更详细
的信息和框架。

它们还：
	- 陈述 NCR 的期望，
	- 促进对法律法规的遵守，
	- 在 NCR 上下保持一致，以及
	- 为决策提供指导。

所有员工必须遵守公司确立的公司政策，包括支持当地的政
策和程序。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Finance-and-Accounting-Polici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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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内容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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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问责制 公平

焦
点

道德与合规
与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样重要，那些我们不做的事情也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我们绝不会停止询问原因、绝不会停止改进、在面临严峻挑战时也绝不退缩，
哪怕这意味着变革。

最终，我们以行为而非话语表明了 NCR 如何开展业务。我们的道德与合规	
部门致力于帮助支持公司年复一年地遵守这些重要政策。

道德与合规团队负责监察我们对本守则、共同价值	
观和内部政策的遵守情况。
道德与合规部独立于公司的业务和所有其他职能	
部门，直接隶属于我们的首席法务官。



10

资源问责制 公平 社区所有权意识内容

要怎么办
倘若？

您已阅读政策，但您不确定它是否完全适用于您的情况，或者您仍
不确定该怎么做？ 以下是帮助您找到正确答案的一些步骤：

1.	 由于 NCR 政策旨在帮助您做出决策，所以，您的第一步是仔细
查阅和读透相关政策。

2.	 如果研究该政策没能帮到您，并且您仍无法根据自己的情况应
用/解释该政策，请与您的经理讨论该政策。

3.	 仍然有问题？ 联系道德与合规办公室。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mailto:CE230007%40ncr.com?subject=Policy%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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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意识

如何报告问题
如果您面临两难困境，并且不确定该采取何种行动，您应该向您的经理或道德与合规办
公室提出您的疑虑。如果您怀疑或知悉了可能有违本守则的行为，您必须立即向道德与
合规办公室提出您的疑虑。

我们绝不容忍对善意举报的任何人进行报复。善意举报是出于诚实和善意而做出的举
报，无论所报之事最终是否属实，均无关紧要。

如果您不愿意向道德与合规办公室表明自己的
身份，您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匿名提出问
题和疑虑。任何人试图对善意举报人士实施打
击报复，将面临纪律处分，严重者将予以开除。

焦
点

您可以在 Bridge 右上角找到本行为守则、AlertLine 
和政策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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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意识

我们希望您在开展业务时遵守本守则。如果您知道或怀疑存在有违守则的
行为，我们希望您向我们的道德与合规办公室举报冲突。

我们的道德与合规办公室会针对指控有违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行为守则和
政策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您不得对涉嫌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为确保每件
事都得到机密和一致的处理，道德与合规办公室将对所有事项进行调查。

如有疑问，请考虑：
	- 这是否有违公司政策或者法律？
	-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 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 利益相关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调查

要怎么办
倘若？

如果您看到某事，请勇于直言！
以您感觉舒适的任何方式：

与您的直属经理交谈，尝试解决该问题。

咨询您当地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通过 HR Central 查找您的 HRBP 是谁。

向 E&C 团队发送电邮，并直接向 E&C 办
公室提出问题。

通过第三方工具向 AlertLine 匿名举报。

通过 HR Central 就该问题开 case，他们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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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 资源

所有权
IT 基础设施

技术标准
资金和财产

知识产权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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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所有权意识 问责制

14

公平 社区 资源

IT 基础设施
我们的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器、网络、工作站、笔记本电
脑、移动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媒体和存储设备，它们均由公司直接运营
并由公司的签约服务提供商运营。其通常应仅用于开展业务，但偶尔允
许个人私用。

您不能使用个人的电邮帐户（如 Gmail）来开展业务，也不能将敏感信
息或文件发送到您个人的电邮帐户。
除非适用法律禁止，否则我们保留搜索和审查使用 NCR 的 IT 基础设
施来发送、接收、查看、调取或存储任何信息的所有权利。

焦
点

我们如何使用个人设备是自己的事，但当我们
将其用在工作或连上 NCR 的 IT 基础设施时，本
守则和我们的政策适用。

有关信息安全或未经授权访问 IT  
基础设施的问题或疑虑，请联系信息安全部。

如果您收到可疑电邮或遭遇网上钓鱼，请将其作为附
件发送至 reports.spam@ncr.com。

有关数据隐私或数据保护的疑问或顾虑，请联系
隐私办公室。

如果您怀疑设备感染了病毒/恶意软件，请直接从任何 
NCR 办公室致电 808-7448 或从任何外部电话致电 

+1 678 808-7448 联系网络防御中心。

快速
检查

mailto:Reports.SPAM%40ncr.com?subject=SPAM%20report
mailto:Office.Privacy%40ncr.com?subject=Data%20Privacy%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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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意识 所有权

不要使用点对点或 torrenting 软件、安装游戏或匿名代理软件。

这些程序和活动除了加重网络负载外，还经常会安装恶意代码，例如有可能
损坏 NCR 的 IT 基础设施的间谍软件。

CMP #1404 是我
们的 IT 基础设施
政策。

探索
更多

以往曾导致恶意软件问题的软件示例包括：
 - Tor 浏览器
 - Utorrent
 - Bittorrent
	- 迅雷 - 也称为 Thunder
 - FDM 或免费下载管理器。

您通常还应避免下载游戏和电影——这些文件通常包含恶意软件。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1404.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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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技术标准

开
源码

有许多组织在制定或推广技术标准。

如果您希望与任何技术标准机构或工作组
接洽，特别是在提交任何技术标准之前，您
必须首先获得法务部的书面批准。

开源码通常指利用开放开发流程	
并许可包含源代码的软件代码。

NCR 可选择将开源组件用于各种目的。	
此源代码免费提供，并可能允许用户	

使用、修改和分发任何由此生成的软件。

NCR 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必须严格遵守分发	
开源码软件所依据的许可要求。

在任何 NCR 产品、服务或内部项目中使用开源码软
件组件之前，您须事前获得首席技术官组织团队和

法务部的书面许可。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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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所有权

公司资金
和财产
我们所有人均须保护公司资产免遭丢失、盗窃、损坏或
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披露。

这些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如电脑设备和家具）和无形资
产（如机密信息和数据）。

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 商标和服务标志；
	- 源代码、商业秘密、个人数据、
	- 机密信息、现金和签账卡；
	- 土地和建筑物；
	- 记录；
	- 车辆；
	- 钥匙和身份牌、技术设备包括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和
电话；

	- 计算设备和软件；
	- 互联网、内联网和其他网络；
	- 报废和过时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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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所有权

版权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IP) 法保护知识产权免遭未经授权的使用、复制、分发、展示和表现。侵犯知识产权可能导致法律处罚，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损	
及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并尊重第三方的知识产权。NCR 商标已在 70 多个国家/地区注册。

商标通常保护商品和服务中使用的品牌名称和徽标。
版权保护的是原创的书、画或文学作品。
专利则是保护发明。

NCR AlohaTM

NCR SelfServ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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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
利益冲突
公司记录
机密信息

合规

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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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所有权内容 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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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

利益冲突
在代表我们与外部各方开展业务时，您必须始终以正常商业关系为基础，并符合
公司的最佳利益。当个人利益会影响或看似会影响我们这样做的能力时，就会产
生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可能由于多种原因产生，包括个人活动、利益和关系。如果
您存在或看似存在利益冲突而可能影响到您以我们的最佳利益行事之能力，您
不得开展业务。

如果您有利益冲突，或出现看似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您必须向您的经理披
露该情况。您的经理将与道德与合规办公室讨论此事，以便评估该冲突并采取适
当措施。必须强制披露所有实际或潜在冲突情形。

焦
点

请记住，详尽列出所有潜在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的。
如果您不确定某种情况是否构成冲突，请咨询您的
经理、HRBP 或道德与合规办公室。

CMP#901 提供了有
关利益冲突的	
详细信息。

探索
更多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901.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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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公平 社区内容 问责制

您应该通知您的经理以审查这一情况，并接受关于您是否适
宜接任该职位的指导。而后，向道德与合规部报告此职位的事
宜。我们需要充分了解该职位，然后才能确认它不会与您在 
NCR 的职位发生利益冲突。

您获邀担任另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有下列情况时会发生利益冲突：

	- 您有第二职业，使您不再专注于您在 NCR 的职责。很可
能做不到完全、忠实地做好两边的工作。

	- 您管理与您有密切私人关系之人或与其开展业务，或您
和某家庭成员均受雇于同一 NCR 组织。这可能导致实际
或明显的利益冲突，因为无论是否存在，人们都可能假定
会发生偏袒裙带关系的事。

	- 您投资于我们的供应商、客户、业务合作伙伴或竞争对	
手之一。

	- 未经批准，您使用 NCR 的名称或财产或信息来支持慈
善、专业或社区组织。

	- 您把本属于 NCR 的商机留归自己。

要怎么办
倘若？

快速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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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公平 社区内容 问责制

准确性和保管公司记录
我们必须拥有准确而完整的业务记录以履行财务、法律及管理义务。我们使用此类信息向客户、供应商、股东、员工及政府机构履行义务。所有人均须
遵守我们的内部控制及程序，以确保所有交易均得到适当授权；防止我们的资产被用于未授权或不正当用途；及所有交易均按照我们的内部政策及适
用法律得到合理记录及报告。

我们的财务报告必须及时准确，并得到适当原始记录和文件的支持。

如果您知悉任何会影响到公司的重大非财务信息或任何财务信息，或
有可能导致公司收益或损失的任何信息，您必须通知我们的公司财务
总监或您所在区域的财务总监。道德与合规办公室可以协助您做出报
告。该信息必须妥为记录、处理、总结并报告高级管理层允许就所需的
披露做出及时决定。

为确保记录得到有条理地维护，满足公司、政府
和其他查阅的需要，务请合理保管记录。

CFAP #111 是我	
们的记录	
保留政策。

探索
更多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FAPpolicies/CFAP0111.rtf&sourceid=2288&utm_campaign=228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Finance-and-Accounting-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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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公平 社区内容 问责制

机密信息 

如果您有正当的业务目的而需披露任何机密信息，请在披露前咨询法务部以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

CMP#926 提供	
了有关机密	
信息的其他	
详情。

探索
更多

机密信息包括所有非公开信息，以及任何一旦披露则会对其所有者或其客户有害的信息。除非
法律要求披露或我们的政策允许披露，否则不得在公司内部披露机密信息，包括我们自己的机
密信息及托付给我们的机密信息。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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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公平 社区内容 问责制

机密信息的部分范例包括：

	- 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
	- 研究及开发，包括发明、专利应用、工程及实验室笔记
	- 客户、股东及供应商名单和信息
	- 网络管理信息
	- 机密制造过程或程序
	- 源代码
	- 商业战略和结果，产品计划、关于未宣布产品或服务、概念和设计、市场推广
计划、定价和财务数据的信息

	- 机密组织信息，包括组织图在内
 - NCR 自第三方获得的机密信息。
	- 有关潜在收购或剥离的信息
	- 公司财务前景及规划

快速
检查

焦
点

在 NCR 内部维护机密性非
常重要。

有时，您可能持有不可在公
司内部共享的机密信息，例
如人事数据和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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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

遵守法律、本守则和政策

在开展 NCR 业务时，您必须遵守本守则、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我们的所有内部
政策以及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在开展 NCR 业务时，您不得指示任何人或协
助任何人违反本守则、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我们的所有内部政策和/或所有适用
的法律法规。	

以忽略了本守则或特定政策的要求为借口并不能逃过违规认定。

焦
点

您的经理不能指示您违反 NCR 政策。如果您担心 
NCR 政策与法律规定相冲突，请将您的疑虑上报至
道德与合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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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反贿赂/反腐败

竞争
投资规定及“内幕人士交易”

贸易合规

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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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反贿赂/反腐败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受许多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的约束，包括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的《反贿赂法》。这些法
律禁止直接或间接向第三方提供、许诺提供或收受第三方的任何有价物，以图影响其判断或行为。

焦
点

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任何
理由向任何人行贿。

违反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可能导致巨额罚款和处罚，并可能严
重损害我们的声誉。除了损害我们的声誉外，违反反腐败法律还
可能导致您和公司受到严重的民事和刑事处罚。

CMP#904 设定	
了我们对对	
商业行为的	
期望。

探索
更多

您不得向任何人许诺提供或实际提供贿赂或收受任何人的贿
赂。您必须立即向道德与合规办公室报告任何行贿或受贿的企
图。疏通费是为了确保或加快常规合法行动而支付的款项，也受
到禁止。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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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社区内容 公平

案例 1 – LM Ericsson
2019 年，国际电信公司爱立信同意向美国证交会和美国司法部
支付超过 10 亿美元，以解决其因从事大规模行贿计划而违反美
国反腐败法律的指控。

案例 2 – 高盛集团
与“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1MDB）行贿计划相关，
高盛集团同意在 2018 年支付超过 10 亿美元以和解美国证交
会对其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规定的指控。

案例 3 – Novartis AG 
2020 年，为了解决美国证交会和美国司法部因多个司法管辖区
的行贿行为而提起的指控，瑞士公司 Novartis AG 及其一家前
子公司同意支付超过 3.4 亿美元的刑事和监管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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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

与私营机构客户合作时的正当行为，在与政府职员合
作时可能被视为不正当甚至非法。

竞争
我们公平对待我们的客户、供应商、战略合作伙伴、员工和竞争对手。我们
积极参与竞争，但始终以公平且合乎道德的方式竞争。我们的成功来自于
我们的员工、产品和服务的实力，而非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您不得在代表公
司进行交易时使用欺骗或虚假陈述，也不得滥用机密信息。此外，与政府客
户进行业务往来时应特别加以注意。

我们在择优选择供应商时会考虑若干因素，如价格、品质、交付能力、技术、
设计及其服务与诚信声誉。

焦
点



30

资源社区公平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 无互惠协议 – 如果一方要从另一方购买，则以另一
方从第一方购买为条件。

	- 无市场分配 – 与第三方“划分”或分配市场的协议。
	- 不轮标 – 与竞争对手合作，让他们有赢的机会，以换
取他们的合作来赢得另一个机会。

	- 不限定价格 – 同意第三方将价格设定在一定水平，
或维持一定的市场条件。

	- 不拒绝交易 – 同意第三方拒绝与违法的任何特定客
户、供应商或一组客户或供应商进行业务往来。

	- 不滥用规模 – 利用市场支配力给较小的竞争对手造
成不当不利。

	- 不滥用数据 – 将数据分析用于不当或非法目的。

快速
检查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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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内容

投资规定及“内幕人士交易”
在掌握有关公司的“重大非公开信息”时，您不得直接或间接买卖我们
的证券。

重大非公开信息通常指未向公众广泛披
露并可能对买卖或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
者产生影响的任何信息。

其可能是收购或剥离计划、实际或计划（
但未公开）的财务信息、新合同、产品或发
明、重大组织变动或其他商业计划。

焦
点

您亦被禁止根据重大非公开信息直接或间接地交易其他上市公司
（如客户和供应商）的证券。您就与 NCR 或其他公司有关的重大
非公开信息与朋友、家人或其他第三方进行共享，亦属违法行为且
违反政策（这称为“提示”）。您不得从事从我们的证券价值的短期
投机波动中获益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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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得通过您在 NCR 的工作提供您了解的有关 NCR 或其他公司的重
大非公开信息

	- 确保只有因工作关系“须知情”的员工才能访问有关 NCR 或其他公
司的重大非公开信息（此类人士可通过保密协议予以识别）

	- 如果拥有有关某公司的重大非公开信息，不得建议或鼓励他人交易
该公司的股票

	- 当拥有重大信息时（无论管制期是否结束），不得交易 NCR 证券或另
一公司的公开交易股票。

快速
检查

CMP#922 是我
们的内	
幕交易	
政策。

探索
更多

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 资源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922.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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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

贸易合规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必须了解监管我们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的国际贸易法
律。进口法律通常规限哪些商品可以进口到某国；必须如何标记商品；必须如何
对进口商品衡价；以及应付关税等。
出口法律通常管辖是否允许出口某项商品或服务，以及如何出口该项商品或服
务。贸易法律管辖贸易的各个方面，包括准入、采购要求、经济制裁和禁运事项，
以及反抵制要求。

您只能使用贸易合规部批准的流程来进口或出口产品和服务。

如果法律、习俗或当地实践之间看似存在冲突，请向
贸易合规部求助 – Brokers.ImportNCR@ncr.com

焦
点

快速
检查

出口法律通常要求考虑以下问题：
	- 待出口的商品、软件或技术信息是什么？
	- 向谁提供商品、软件或
	- 信息，及是否允许其取用或收取？
	- 产品将出口至何处？
	- 将如何使用产品？

mailto:Brokers.ImportNCR%40ncr.com?subject=Trade%20Compliance%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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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你正在为你的差	
旅做好准备，一位同	
事要求你携带一件物品	
到我们在另一个国家的办	
公室进行检测。您该怎么做？

虽然在行李中打包物品并前往其他国家/地区很简
单，但法律对此有特定要求。出差期间随身携带商
业物品、专业设备或其他 NCR 相关商品须遵守美
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进口法律。
虽然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可能允许随身携
带个人物品（即笔记本电脑、手机、数字存储设备和
商业加密产品），但使用个人行李运输商业物品需
要获得事先批准。如需获得关于如何合法行事的批
准和建议，请联系法务部的贸易合规处。

要怎么办
倘若？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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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反歧视和公平

安全的工作环境
礼品和捐赠

人权
社交媒体

内容 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 社区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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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内容 社区

反歧视、骚扰与平等工作机会

我们不允许基于种族、肤色、血统、宗教、信仰、国籍、性别、社会性别
认同或表达、生理性别、年龄、残疾（身体或精神）、性取向、婚姻状况、
怀孕、医疗状况、遗传信息、退伍军人身份，或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其他
特征，而施以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
 
所有与雇佣相关的决定必须以合法的工作相关因素为依据，包括资
质、经验、技能和绩效。

快速
检查

NCR 绝不容忍歧视或骚扰。这对每个人皆适用 - 不仅包	
括我们的员工，还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

尊重是道德行为	
的基础，而相互尊重可加强良好的关系。
相互尊重是指在两人可能不同意彼此的	

情况下尊重对方而接受差异。允许彼此拥有被	
倾听的权利，并拥有与其他所有人相同的机会，	
无论他们有何不同。相互尊重包括识别差异、	
理解其重要性，并有意地做出礼貌和关怀的回应。
缺乏相互尊重有可能导致欺凌或骚扰等不道德行为。	
所有员工都应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个人都感到	
受人欢迎、得到公平对待并得到充分	
支持的环境，以做到人尽其能。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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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意识 所有权 问责制 公平内容 社区

“我们公司的特性在我们 136 年的历史中得以巩固，	
这要归功于我们业务的全球性质，它在许多国家、	

文化和各行各业都有很强的代表性。
我们将继续巩固这一传统，同时大力倡导	

更加公平和多元的社会，并继续与所有和平抗议	
任何地方发生的仇恨、不公正和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Mike Hayford，2020 年 9 月

我们的 CMP #701  
针对反歧视和	
平等就业机	
会的问题。

探索
更多

CMP#702 是我们	
有关骚扰的政策。

焦
点

我们不容忍在工作环境中
有威胁或骚扰性的行为。
我们禁止所有类型的骚扰
和欺凌，包括身体、口头和
视觉上骚扰。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702.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701.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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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

安全的工作环境
在 NCR，我们对暴力行为或威胁采取零容忍政策。每个人都必须举报任何可疑活动，
包括在我们的经营场所内外开展业务时发生的威胁和实际暴力行为。我们禁止携武
器进入工作场所。

我们禁止在我们的经营场所、车辆中，及在开展业务或代表公司时非法使用、持有、分
发或销售管制物品。

在开展业务时，您不得使用酒精或大麻或受其影响，即使身处可合法使用这些物质的
地方。如果社交活动期间允许饮酒，您应该做出良好的判断及有所节制。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人力资源部和全球安全部制定的健康和安全实践，并且必
须报告事故、伤害以及已知或疑似的不安全状况、程序或行为。

快速
检查

请记住，公司假日聚会、客
户活动和办公室欢乐时光
等社交活动是本守则适用
的工作活动。

CMP#219 是我
们的无毒	
品工作场	
所政策

探索
更多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219.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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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公平

礼品和捐赠
允许偶尔赠送不会造成实际或明显利益冲突或违反反贿赂或反腐败法律的礼品。一
般而言，您只能收受和赠送不频繁、价值适中、符合当地商业惯例的礼品，并且要在我
们的账簿和记录中准确报告。

您不得索要礼品、给予或收受礼品以换取任何回报，或给予或收受奢华或奢侈的礼
品。所有礼品都必须符合我们的利益冲突政策、商业行为守则政策以及礼品和娱乐款
待政策。

焦
点

这些政策和规则适用于“任何有价物”，这个术语比我们通
常认为的礼品要广义得多。这当中可能包括贷款、向钟爱的
慈善机构捐赠、获取机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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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慈善组织提供的所有礼品和	
捐赠必须事先获得 NCR 基金	
会的书面批准。您可以通过电	
邮联系 NCR 基金会，	
或在此处下载慈善	
赞助审批表。

社区

向政府官员和员工赠予礼品和收受其赠送的礼品时，须遵
守其他规定。在提供或收受任何此类礼品之前，以及使用公
司资金或其他财产向任何政党、活动或计划提供或捐赠之
前，您必须事先获得法务部和政府关系部的书面批准。

快速
检查

我们的 CMP #912 介绍了如何在工	
作场所中处理礼品和娱乐款待相	
关情况。

探索
更多

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912.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https://intranet.ncr.com/index.php?option=com_assetuploader&task=download&id=3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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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我们严格禁止任何类型的人口贩卖及强迫劳动，包括但不限于性交易、
债役、监狱强制劳动及童工。

我们不允许：
	- 雇用低于法定工作年龄的人士，
 - 18 岁以下的工人从事危险工作，
	- 体罚和威胁进行体罚，
	- 要求员工押金、扣留员工身份或移民文件，以及可能	
限制员工自由终止其雇佣关系的任何其他行为。

CMP#927 是我们	
的人权	
政策。

探索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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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SitePages/trackemail.aspx?refferal=https://iis.ncrnet.ncr.com/cfo/cfo/documents/CorpPolicies/CMPPolicies/cmp0927.rtf&sourceid=638&utm_campaign=638&utm_source=https://ncr.sharepoint.com/sites/intranet/CommunicationStaging/Pages/Corporate-Management-Policies.aspx&utm_mediu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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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努力：

	- 向符合或超过适用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所有员工、高级职员和
董事提供公平薪酬，包括支付加班工资；

	- 将每日和每周工作时间限定在适用法律规定的限额或以下，确保
所有加班均为合理必需，并实现作息平衡；

	- 在法律规定的最大范围内尊重员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 使用经过充分培训的内部和外部招聘人员来支持遵守本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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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当您的帐户与 NCR 关联时，不论是为了专业或个人目的，使用社交媒体时均应特别小心。	
虽然 NCR 员工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但请记住，您的活动会影响 NCR 及其	
声誉。若您的社交媒体活动违反了您的保密义务或对 NCR 声誉造成负面影响，您可能	
会受到纪律处分。请发贴！我们鼓励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传播有关 NCR 的美誉，	
并参与 #NCRLife 主题标签。

披露隶属关系：
如果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谈论 NCR，
他们必须在个人档案中或在帖子
中披露自己与 NCR 的关系——这
是法律要求的。

快速
检查

焦
点

使用良好的判断力：无论您将隐私设置成怎样，任何信息都
做不到真正私密，因此请勿发布您不希望雇主看到的内容，
包括有关 NCR 的任何机密内容。

点击右侧的绿色徽标，查看我们	
官方频道的最新帖文！

https://www.facebook.com/ncrcorp/
https://www.instagram.com/ncrcorporation/
https://twitter.com/NCRCorpor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cr-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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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守则是我们用于维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指南和参考依据。它设定了我们在开展业务时要如何表达共同价值观的最低基准。	
它不是一份雇佣合同。它并不涵盖我们的内部政策、法律和监管义务，或当地规定或程序的所有要求。
如果您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任何疑问，请向道德与合规办公室提出。

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 NCR 道德与合规办公室。
所有方法均全天候可用：
1.	 进行基于 Web 的 Alert Line 举报。点击 Bridge 主页上的 Alert Line 链接或扫描
右侧的二维码，以访问我们的第三方 Alert Line 提供商 Navex Global, Inc. 的网
站。该网站将指导您如何进行基于网络的举报，并允许您随举报一起提交附件。

2.	 拨打 Alert Line。您可以通过电话联系 NCR 的第三方 Alert Line 提供商。可用多
种语言向 Alert Line 举报。
	- 美国：拨打免费电话 1-888-256-5678
	- 所有其他国家/地区：拨打您所在国家适用的 AT&T USADirect（美国直拨）	
号码。接入 AT&T Direct 后，请拨打 1-888-256-5678。

3.	 直接发送电邮至道德与合规部邮箱	CE230007@ncr.com。此法通常适用于有关
如何应用 NCR 政策的问题。

快速
检查

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plianceOffice.Ethics@NCR.com 
或使用 Alert Line 来联系 E&C – 

NCR CORPORATION | 行为守则 | 2022 年

mailto:CE230007%40ncr.com?subject=Policy%20Question
mailto:ComplianceOffice.Ethics%40NCR.com?subject=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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