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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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尊敬的各位同事：

德莎在发展历程中已经建立了作为一个值得信
赖、可靠和符合道德规范的业务伙伴的良好声
誉。保持并进一步加强这一声誉是我们所有人每
天的责任和机会。

为此，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确保符合所有适用
于德莎的法律法规要求尤为重要。本《行为准
则》的标题 - “坚持诚信原则”- 精确概括了这一
点。它清楚表明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我们需要坚
持的立场：诚信至上。这一点从无妥协。《行为
准则》是我们所有关键商业道德问题的共同参考
框架，也是我们日常工作决策的行为指南。

它是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也是我们对内外部人员
彼此相处方式的期望。我们承诺对我们的客户、
业务伙伴和广大公众负责。

我们共同对公司的声誉和公司的持续成功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仔细阅读本《行为准
则》及其指南，并将之作为我们每天行为的指导
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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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和意识是一种精神状态，法律和规则是一种义务。
对我们而言，诚信行事是业务持续增长的必备前提。
一旦采用本《行为准则》，即表示我们大家都谨遵诚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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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莎是全球粘合剂技术的领导者，其创新和始终如一
的高质量产品闻名于世。这是德莎成功的关键因素。
我们的信誉、诚信、可靠和声誉固然重要，但：我们
业务成功的方式与成功本身同样重要。

本《行为准则》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框架。
它包含了两个核心方面：我们遵守法律的愿望和诚信
行事的要求。与此相关的是作为一家国际公司的德莎
对于认同自由民主国家所接受并赖以生存的价值观的
承诺。

特别是，我们在经营业务时需要遵守以下国际标准和
指南：

 ⊲ 联合国人权宣言    
 ⊲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  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  

本《行为准则》对德莎尤为重要，遵守本《行为准
则》是属于德莎集团或与德莎集团开展业务的前提条
件。

德莎《行为准则》源自《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等文

件，是我们行为的首要并具有约束力的指南。它适用于世界

各地，适用于所有执行董事会成员、董事总经理、管理人员

和员工。

因为无法预见每一种单独的情况或情形，本《行为准则》中

规定的行为标准必然并自然具有广泛的范围和常规的表述。

因此，本《行为准则》没有说明个别立法，也没有给出行为

方式的具体指示，而是列出了适用于德莎的诚信行事原则以

及我们决策和行动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内部指南和综合程

序说明是本《行为准则》的详细补充和充实。

在执行本《行为准则》时，外国业务部门需遵守国家法律，

并需在法律框架内遵守当地文化。已经制定的有关个别活动

领域或个别公司的单独行为准则可作为本《行为准则》的补

充。如有歧义，则须采用两个准则中最严格的一个。

公司管理层应确保本《行为准则》可随时查阅，并应以适当

的方式定期向公司所有员工传达其中所包含的原则和道德价

值观。

但，仅是《行为准则》的制定和发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

实例和榜样。管理人员在这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他们必须

以法律上无懈可击的方式行事，并确保员工了解并理解本《

行为准则》。他们也是你在规则理解方面的第一联系人。

此外，你也可以就任何疑问或不确定的事情随时与行为准则

经理、人力资源经理或全球合规管理组织联系。

前言

我们的《行为准则》

本《行为准则》
是我们诚信行事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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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莎将一如既往，始终作为客户、股东、业务伙伴、员工以及政府
部门、机构和公众的可靠合作伙伴。这就是为什么德莎必须遵守所
有适用法律和法规以及国际公认的公司治理标准。

我们承诺遵守并遵从所有适用国家法规。这一承诺也
延伸到内部指南和程序说明以及德莎业务所在国家和
文化中公认的道德价值观。 

违反法律会严重损害公司的声誉，并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我们不会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也不会让任何需对
此类行为负责的人逃避官方制裁。

我们承诺以最谨慎和最精确的态度编制所有需对外公
布的记录和报告，确保其中所载资料和数据的正确无
误，并就有关事项发表真实和公正的意见。我们的财
务文件是我们管理业务的基础。财务文件准确反映了

我们承诺确保我们的业务战略将加强所有市场参与者
的自由和公平竞争，并提升对于所有反垄断要求和禁
令的遵守。

与竞争对手就价格、条款及条件达成协议；分享市
场、客户或地区；或限制产能或产量达成任何协议或
安排的行为是被禁止的。不得与竞争对手交换有关价

格、即将发生的价格变化或客户与供应商关系的机密
信息。同样，禁止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零售商制定零
售价格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有关上述问题的详细解释和规则，请参阅我们最新版
本的 《反垄断合规指南》。  

我们遵守法律和法规

我们如实报告

我们致力于自由竞争和反垄断法

负责任的公司治理始于遵守
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我们各利益相关方的业务过程和相关事实，并提供了
有关主题的真实和公正的观点。

我们的财务报告符合相关国家法律和会计准则，完
整、正确、及时并与相关制度兼容。

 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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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腐败。所有公司、员工、
代理和代表都必须遵守世界各地的现有反腐败法。任
何违反都可能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并可能对个人和
公司整体造成重大损害。

本集团禁止以获取订单、获得业务或让德莎获得不公
平优势为目的，非法向公职人员或其他公司员工等第
三方提供利益或好处。这一点绝对禁止，它适用于任
何希望给予这些利益或好处的人，无论所要给予的对

象是谁、在哪里或给予的理由是什么。同样，不得要
求或接受与业务活动有关的任何个人利益或好处。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和规则，包括礼物和邀请的
管理规则，请参阅我们最新版本的 《反腐败合规指
南》。

为防止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公司受到损害，我们原则上
不接受任何高价值的礼物、赠与、经济利益或邀请，
也不将之赠与或发放给其他公司的代表。我们只接
受、赠与和发放适当的、不涉及任何交换条件的低价

值礼物或邀请。接受公职人员的礼物或邀请或向公
职人员赠送礼物和发放邀请通常都是被禁止的。原则
上，我们不向私人地址发放礼物或邀请，也不接受私
人发给我们的礼物或邀请。

我们承诺为德莎的最大利益行事并维护德莎的声誉。
人脉关系和个人利益不得影响业务活动或决策。任何
情况下，我们都会毫不拖延向上级披露所有可能影响
我们业务决策的非业务情况。这些情况包括人脉关系
和业务关系以及对供应商、竞争对手或其他业务伙伴
的义务。我们也避免任何可能影响德莎利益的私人行
为。

当员工的私人活动可能给德莎造成影响时，诚信和忠
诚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会将任何可能影响员工
的操作和专业表现、可能会与德莎当前或未来的潜在
业务活动发生冲突或利用员工在德莎的活动信息的兼
职活动或私人活动完整告知上司，并获得上级的批
准。

我们拒绝腐败

我们只接受、给予和发出适当的礼物和邀请

我们公开利益冲突

我们要求公开兼职活动

个人利益和人脉关系不得影
响专业决策。

德莎期望其员工始终以最高水平的个人诚信和公平行事。这包括从不向第三方提供或给予任何与业务活动有关
的非法金钱或其他利益或优势。与专业活动有关的决策不得受个人利益或人脉关系的影响。

 个人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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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员工都应负责任地使用并认真保护公司资源。公司资源包括建筑物、厂房和设
备、车辆和IT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技术、专有技术、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以及其他
必须为德莎加以保护的重要、敏感的信息和数据。这还可能包括来自或有关供应商、
客户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的信息。

所有员工都有责任
保护信息和数据。

 公司资源、

 信息和数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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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诺对未获相关部门明确公开披露授权的所有德
莎内部事务保密。

知悉或接触业务策略、商业秘密、研究成果等机密信
息和其他敏感信息（包括与客户或其他业务伙伴有关
的信息）的员工不得向未经授权的人员（包括家人和
朋友）透露或将其用于业务以外的目的。

若必须向第三方披露保密资料，则必须事先核对是否
必须与第三方签订特别保密协议。

我们以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均不会知道的方式进行保密
讨论。这尤其适用于使用扩音器的电话和视频会议以
及在食堂和公共场所的讨论。

我们承诺遵守内幕交易法，不使用与拜尔斯道夫公司
或其关联公司有关的内幕信息；此外，我们承诺不利
用内部信息为我们自己或他人的账户直接或间接购买
或出售其金融工具（或相关金融工具）。同样，也不
得向第三方非法传递或提供上述信息。

这一禁令在信息不再被归类为内幕信息（例如，该等
信息不再与股价相关或已被公开宣布）之前均为适
用。

德莎认为必须以保密、合乎道德和安全的方式处理其
所获得的信息，并将其用于指定的目的。为此，我们
承诺禁止对文件和文档的擅自访问。沟通系统只能以
允许的方式使用。我们根据安全要求定义密码，定期
更改密码，并且不会向他人透露密码。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消费者、客户、签约伙伴和
员工所委托的个人数据。我们遵守国家和国际数据保
护规定，并仅将数据用于收集时指定的目的。为此，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认真处理该等数据。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和规则，请参阅我们最新版本
的 《数据保护合规指南》。

我们保护公司数据和个人数据

我们保护机密信息

我们遵守内幕交易法

我们承诺以个人诚信和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并遵守《
行为准则》，以避免德莎的声誉因不当行为而受到损
害。我们明白，公司声誉和社会对公司经营活动的认
可也是德莎的重要无形资产。德莎的声誉取决于每一

位无论何种地位的员工的行动、行为和举止。
反过来，仅仅一名员工的行为也会严重损害德莎的声
誉。

我们承诺负责任地对待公司财产，使其免受损失、损
坏、盗窃、滥用和未经授权的使用。公司财产只能用
于业务目的。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访问等IT基础设
施只允许在具有授权和适当的情况下进行私人使用。

所有员工都有责任防止德莎的知识产权（例如，专
利、商标和专有技术）遭到攻击或蒙受损失，并需尽
自己最大所能。我们也尊重其他方的知识产权。

我们代表公司

我们负责任地使用公司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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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责任防止我们的员工在执行任务时遭受风险和
危险，并有责任为他们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
因此，我们定期进行危险评估，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
危险。我们定期审查我们职业安全标准的合规性，并
对员工进行健康和安全问题培训。

我们所有人对提高德莎工作场所和工作环境的安全性
都有贡献：

我们创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  我们遵守健康和安全法规。
 ⊲  我们谨慎周全地行事，避免危险情况。如果发生了
危险事件，我们会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并适时
通知同事和上级。

 ⊲  我们积极就如何改善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提出自己
的建议和想法。 

有关我们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指南》，请参阅此处	

我们都竭力创造一个相互尊敬、支持、公平和尊重，
并且没有各种恐吓、威胁、骚扰（包括性骚扰）和暴
力的工作环境。

我们明白，我们有义务尊重我们所有员工、客户、服
务提供商和供应商的个人尊严、隐私和个人权利

我们明确拒绝公司所有领域和我们所有决策中的任何
形式的直接和间接的歧视。任何人均不应因其种族、
肤色、国籍、民族起源、性别、宗教、哲学或政治信
仰、年龄、体格、性取向、外观或其他个人特征而遭
受歧视（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认为多样性对我们取得长期成功十分重要，因为
在公司内部以及在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打交道时，我们
都可以从员工的社会、文化和语言渊源所产生的广泛
的观点、背景、心态和方法中受益。

我们相互尊重

我们促进多样性和平等机会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同样，我们不容
忍任何形式的童工，也不雇用任何低于法定最低年龄
的人。

德莎认为，与员工代表紧密合作、相互信任的能力非
常重要。我们的合作基于相互信任、公开和建设性的
对话以及彼此尊重。

我们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与员工代表开
展建设性合作我们不容忍使用童工或强迫劳动

德莎的成功尤其取决于员工的能力以及员工积极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意愿。
在这一方面，员工对公司的承诺和情感纽带非常重要，因此，德莎为员工提供了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积极的工作氛围，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德莎的成功取决于员工的承诺。

 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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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诺在公司内部和与业务伙伴的交易中遵守人权
和基本社会标准。禁止违反人权和基本社会标准的经
营活动和工作条件。所有员工都有责任确保在其活动
和影响领域均不存在侵犯人权或违反基本社会标准的
行为。

为了识别出侵犯人权的风险，德莎将定期审查供应
链，作为风险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会根据所识别
的风险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履行我们对公平供应链的
责任。我们评估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确保持续改
进。更多的信息可以在我们关于尊重人权的政策声明
中找到。内部  和外部  皆可获取该声明。

此外，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中的社会责任是德莎公司理
念的一部分，并牢牢扎根于我们的企业价值观之中。
我们注重社会承诺、教育和环境保护。我们在这些方
面的活动包括员工志愿工作和适当捐赠等形式。

我们会在自己的活动和影响范围内负责地处理公司的
资源。我们会用节约成本的思维仔细地检查支出是否
必要与适当。

我们会通过持续创造价值来确保股东的满意度,用负责
任、可靠和符合道德的行为对待合作伙伴、投资者、
客户并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们共同努力塑造公司的未来，并视变革为机遇。技
术、工艺和产品创新将继续是我们增长的基石。

我们维护人权和社会标准，我们为社会
做出贡献

我们要负责地对待财政资源

我们在开发产品和操作生产设备时都十分谨慎，尽量
减少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并确保我们的产品能够为
客户的环境和气候保护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帮助保护环境和气候：我们节俭
和有效使用能源、水和原材料，并以环保的方式处理
废物。 有关我们的《环保指南》，请参阅此处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负责

作为一家国际公司，由于可用于开展业务活动的资源有限，因此德莎所面临的挑战是
确保其业务流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必须协调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才能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挑战或适应人口变化等基本社会发展。

我们业务流程的设计是为了在生态、 
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取得平衡。

 可持续发展 

任何时候，捐赠的目的和用途以及捐赠的方式都必须
透明、可理解和合理。捐赠对象必须为已知的并属于
我们的企业公民战略中所定义领域（社会承诺、促进
教育和环境保护）的对象。我们不向政党或类似机构
或个人捐款。

有关我们的《公司捐赠政策》，请参阅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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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dfgrp.sharepoint.com/teams/LegalDepartment/SitePages/de/Code-of-Conduct.aspx
https://www.tesa.com/en/about-tesa/sustainability/our-guidelines-and-standards
http://intranet.tesagroup.net/international/departments/quality/management_systems_guidelines_certificates_13040795
http://intranet.tesagroup.net/international/aboutus/responsibility/befragung_gesellschaftliches_engagement/projekte_11922104


所有管理人员都有责任在公司内部实施本《行为准
则》，并监督其遵守情况。管理人员的管理职责的一
个方面是防止不可接受行为和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在其
责任范围内对于规则和条例的违反。

故意违反法律、《行为准则》、内部指南或其他适用
标准可能导致采取惩戒措施或其他制裁和行动以及刑
事或民事起诉。在任何情况下均应遵守比例原则。

任何知悉或怀疑有违反行为的员工都必须立即举报。
可通过联系上级、法律或人力资源部门，或所规定的
外部举报渠道进行举报。可以匿名举报。

对于真诚告知德莎指定的联系人有关违反本《行为准
则》或疑似违反本《行为准则》的行为的任意员工 
公司承诺不会进行处罚。 更多详情请参阅我们的《举
报政策》。

我们遵守我们的《行为准则》

我们举报对于《行为准则》的任何违反行为

本《行为准则》融合了适用法律和公司自身的规章制度。遵守本《行为准则》中
所列原则的义务或直接来自相关法律或公司规章和指南（如具有全球约束力的《
治理和合规指南》），或来自员工劳动合同中的次要职责。

所有员工都有义务遵
守本《行为准则》。

遵守我们的原则

问题和担忧
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行为准则》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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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tranet.tesagroup.net/international/departments/compliance/whistleblowing/guideline
http://intranet.tesagroup.net/international/departments/compliance/whistleblowing/guideline
http://intranet.tesagroup.net/international/departments/compliance/corporate_governance/codeof_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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