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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对的事 
永远 

不嫌迟。

⸺小马丁 · 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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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合规和诚信是我们西屋电气公司开展业务的关键组成部 

分。我们必须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成功并持续提升，才能获得入场券
以开展业务；总而言之，这些对我们的经营许可至关重要。

每天，在我们开展业务或打算开展业务的每个国家/地区，我们都必须遵循
《全球道德准则》中所述的合乎道德的商业惯例。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请

提醒我们的同事、承包商和合作伙伴要遵守我们合乎道德的商业惯例，
并将其视为一种行为来定义我们是谁。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确保我们
正在采取正确的行动，并保持我们强大的道德文化。在任何时候，在

任何情况下，诚信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公司每位员工的责任。

我很高兴地介绍我们的《道德准则》年度更新。除了配套培训外，我们的 

《道德准则》还帮助我们所有人了解我们的要求以及我们开展业务必须遵
守的法律。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培训还详细说明了在遇到问题或疑虑时可
以为我们提供支持的资源。其中一个关键资源是全球道德与关注协助热线，
你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完全保密，如《道德准则》中所述。请谨记：

西屋电气公司绝不容忍对报告问题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

我们必须始终以最高的诚信准则对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客
户、我们的监管机构以及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并严于

律己，拒绝旁门左道。我很自豪能与你们一起
发扬西屋电气公司的伟大传承和价值观。我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们合作，实现世界级的道

德表现，使我们的业务在未来更加强劲。

谨致

 

 

 

 

Patrick 寄语

Patrick Fragma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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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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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诚信不仅仅包括遵守法律、西屋公司全球道德准则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诚信要求我们坚决承诺尊

重他人，并且诚实公正地对待西屋公司内外的人员。

打造并秉持诚信文化，是西屋公司未来取得成功的基础所在。

西屋的力量、诚信是我们的核心的力量是本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所赋予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对的事。

这是我们的准则。

诚信是我们的核心

Miracle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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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总裁与首席合规官的指导下，西屋公司制定了独立的合规计划。全球合规组织管理着

道德、贸易、数据隐私和数据管理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促进道德决策的制定，防止并发现

不道德的行为。

尽管拥有强大的合规计划对我们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但遵守规定是西屋公司每一位员工的

责任。全球合规组织与业务单位和全球职能部门合作，其中包括人员和公司文化、财务、内

部审计、供应链、全球员工关注计划、安全及其他职能部门，共同维护有效的合规计划。我

们的全球合规联络网旨在帮助解答你的组织内有关道德与合规及贸易的问题。全球道德准则

是我们全球合规计划的关键组成要素，为西屋公司全体员工、承包商及业务合作伙伴设立了

道德行为的书面标准。

•  道德与合规计划确保遵守与反托拉斯、反贿赂和腐败以及举报法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分为几个不同的主题领域：礼物和款待、慈善捐助、中介机构、非美国政治捐款、报告

和内部调查、利益冲突、合资公司合规计划以及全球联络网。

•  贸易合规计划确保遵守管制跨境货物、软件和技术进出口的法律法规，分为几个不同的

主题领域：出口管制、进口合规、禁运和制裁以及反抵制法律和法规。

•  数据隐私计划确保遵守有关保护和处理个人数据的法律和法规。

•  数据管理计划通过创建全局数据分类法并对文档、数据和人员进行数字分类，对受控数

据流进行监控并施加必要的限制，以增强协作并确保合规性。

全球合规计划

•  承诺以合法、合乎道德的方式开展业务往来

•  采用保密程序来调查和解决问题

•  提供道德、数据隐私、贸易和其他合规问题方面的指导

•  必要的合规培训

•  对提出问题的报复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你的协助链

有关道德与合规的问题或疑虑，应通

过西屋协助链解决，你可联系以下任何人员或

部门：

• 你的经理或任何一位管理团队的成员

• 你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代表

• 全球合规组织

• 全球员工关注计划

• 全球道德和关注机密协助热线

• 法律部

• 内部审计部门

• 全球合规联络网

全球合规计划

反垄断

数据管理

礼物和款待

慈善捐助

全球合
规联络网 数据隐私

人权

利益冲突

合资公司合规

贸易

中间人

协助热线
和内部调查

合规计划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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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指即便 
没有要求、 

没有人在看或者
没有人会知道的

情况下也做 
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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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准则

为什么我们要制定全球道德准则？

我们的全球道德准则是日常工作决策的指南，它以我们的企业价值观和简

单的承诺为基础，即：开展业务时始终遵循诚信是我们的核心这一原则。

如果你发现不当行为或道德不端行为，由于这些行为违反了我们的准则，

因此你有责任通过西屋协助链进行上报。被分配本准则或相关合规性主题

培训任务的每个人都必须及时完成培训。

我何时需要使用该准则？

•  了解道德与合规的关键风险领域

•  当面临道德困境时可用作资源

•  查找西屋协助链的相关信息

该准则适用于哪些人？

我们的准则适用于西屋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及其全资或控股关联方、子公司

和合资公司。该准则也适用于我们的高管和董事会。我们希望与西屋公司

共事或代表西屋公司的承包商、顾问、代理商、供应商及其他业务合作伙

伴能够遵守我们的准则。

准则豁免

对于本准则的任何豁免，必须获得副总裁和首席合规官、行政副总裁、

总法律顾问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的批准。

恪守我们的准则

遵守我们的全球道德准则，是对所有员工的强制要求。我们必须遵守所

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我们的道德义务要求我们保持质疑的态

度，这是核安全文化所固有的。

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使用协助链上报所有违反本准则的行为。

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法律、反垄断问题、贿赂、财务欺诈、伪造

记录、骚扰或贸易合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全球道德准则以及相关政策和程序。违反

这些管理原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包括最严重至终止雇佣关系的纪

律处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还有可能会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

员工责任

•  了解并恪守全球道德准则

•  开展业务往来时维持最高的诚信标准，表现出对拥护西屋公司

价值观和文化的承诺

•  了解并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  畅所欲言 ― 使用协助链上报所有违反本准则的行为。

•  在内部调查过程中诚实、合作

领导者责任

除了上述所有员工责任外，还有以下责任：

•  确保你的员工遵守西屋全球道德准则

•  确保向你上报的人员接受过根据准则履行工作所需的培训和信息

•  鼓励开放的交流、反馈和讨论

•  让员工可以提出疑问和疑虑

•  认可并奖励合乎道德的行为

•  认真对待所有疑虑并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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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正确的选择是西屋公司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我们的准则没有涉及我们必须遵守的所

有可能的法律，也不涉及我们可能遇到的每一种道德状况，但它为全体员工设定了对全

球道德行为的期望，并为做出合乎道德的决策提供了框架。使用下面的问题来指导你做

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对下面的任何问题不确定或回答“否”，请立即通过西屋协助链寻求指导：

•  你的经理或任何一位管理团队的成员

•  你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代表

•  全球合规组织

•  全球员工关注计划

•  全球道德和关注机密协助热线

•  法律部

•  内部审计部门

•  全球合规联络网

做出正确的选择

问：如果我发现违反我们的准则的行为，

是否必须致电道德和关注协助热线？

或者我是否能与我的主管和/或人力资源部门讨论这

个问题？

答：道德和关注协助热线只是供你提出疑

问和疑虑的众多途径之一。与你的

主管或人力资源部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样做

会让你感到不自在，可以通过西屋协助链中的另一个

途径来提出你的疑虑，即联系其他管理层成员、全球

合规组织、法律部、内部审计部门、全球员工关注计

划，或是你的合规联络网。如果你的问题仍未解决，

请致电全球道德和关注协助热线。

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使
用西屋协助链寻求帮助?

我是否让适合的人员参
与到决策制定流程中？

同事是否会认为
我的行为恰当？

我的行为是否能让
自己引以为傲？

我的行为是否不
会伤害到其他人？

它合法吗？

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我
们的准则和价值观？

我的行为是否能对企业声
誉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对上述所有问题全部回答是，
你可以继续学习后面的内容。

如果对上述任何问题回答否，则该行为很有可能不
恰当，并且在没有通过协助链寻求其他指导的情况
下不得继续学习后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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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不歧视和平等的就业机会

我们遵守关于机会均等和不歧视的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歧

视。接受多元化是正确的事情。建立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将给我们带来竞争优势，使我们能

够做出更明智的业务决策，并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多元化的全球客户群。

致力于打造不歧视和无骚扰的工作环境

我们努力提供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即没有任何类型和出于任何原因的攻击行为和骚扰。我

们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适用的国际倡议的精神和意图来开展我们的运营。

我们不能容忍以下情况：

•  敌意、无礼或羞辱的行为

•  不必要的身体接触

•  性骚扰

•  基于宗教或政治信仰（或者没有宗教或政治信仰）的骚扰或歧视

•  基于年龄、肤色、种族、族裔、性别、性别认同/表达、性取向、残疾状

况、遗传信息；受保护的退伍军人身份、公民身份或任何其他特征（包

括受法律保护的特征）的骚扰或歧视

•  针对任何员工或员工群体的口头、书面或图片陈述

我们会打造这样一个环境：鼓励各抒己见，不用担心被人报复，所有员工都

能开诚布公地提出疑问和疑虑。

尊重他人

问：我接受了公司的委派到某个国家工

作，那里的某些民族没有受到当地

劳动法对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保护。这对于我

们如何对待这个国家的员工意味着什么呢？

答：西屋公司不能容忍工作场所的任何

歧视或骚扰。所有员工都必须得到

公平对待和尊重。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5 ― 非歧
视和反骚扰政策；BMS-LGL-6 ― 平等就业机会。

Jennifer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蔓越莓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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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

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是实现西屋公司作为全球核能行业安全高效解决方案首选的愿景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道德上尊重并公平地对待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同时履行我们的

承诺。

客户

我们的客户协议应始终采用书面形式并遵守我们的政策及适用的法律。与客户打交道时，我

们应始终遵循以下几点：

•  以我们优质的产品、客户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基础来赢得业务

•  以诚实坦率的方式展示我们的服务和产品

•  始终如一地履行我们的承诺，同时确保建立强大的核安全文化

•  避免不公平或欺骗性的交易做法

•  专注于高品质的客户服务

•  遵循客户的要求、政策和程序

问：我正在监督新合同的投标过程。我

认为在我们考虑范围内的韩国某供应

商将会中标，因为该供应商符合所有的技术规范，并

且给出的价格最低。我的主管要求我挑选另一个供应

商，即便这个供应商给出的价格较高，也不符合所有

的技术标准。

答：你的责任是为西屋公司寻求最佳的价

值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想

询问你的主管，为什么他/她要求你选择另一个供应

商。如果与主管讨论这种情况会令你感到不自在，请

使用西屋协助链中的其他途径来提出你的疑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西屋供应商行为准则以及当
地国内政策。

供应商

我们要求供应商遵守我们自己恪守的以及我们客户要求的诚信标准。 

所有供应商必须遵守我们的西屋供应商行为准则以及适用的客户现场要

求、政策和程序。

我们希望别人以何种方式对待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供应

商。与供应商进行互动时，我们应始终遵循以下几点：

• 寻求公司的最佳价值主张

•  确保与供应商的所有关系都不存在利益冲突

•  对供应商定价保密

•  上报供应商未遵守我们标准或我们客户要求的标准的情况。

 我们不与以下供应商做生意：违反我们的标准，提供不安全的产品或服

务，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这包括确保遵守针对人权和反奴役的国家特定

法律，如《英国现代奴隶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等全球倡议。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霍普金斯

http://george.westinghousenuclear.com/culture/employeeconcernsprogram/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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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丘奇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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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的一个朋友为英国的另一个核技

术供应商工作。当我们外出吃晚餐

的时候，她开始讨论有关其公司竞标项目的价格信

息，而西屋也在竞标这个项目。我应该与西屋公司

的提案团队分享这些信息吗，因为这样我们肯定能

给出打败其公司的价格？

答：不，你不应该分享这些信息，你应

该要求你的朋友不要和你讨论这

类信息。你也不能与提案团队分享这些信息，因为

这可能违反法律并违反我们的准则。我们的准则包

括重视公平竞争。掌握潜在的内幕价格信息以影响

我们的竞标出价，这种做法违反了我们的准则。如

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你应该说自己觉得谈

话不合适，并尽快联系你的主管。如果你的主管没

空，或者你愿意的话，可以使用西屋协助链中的其

他途径来提出你的疑虑。

我们公平公开地竞争，无论对我们的客户还是社区而言都是有益的。我们之所以能在竞争中胜

出，靠的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非不公平的做法。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可能非常复杂，而不遵

守这些法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竞争对手

在决定价格和合同条款等竞争中的敏感因素时，反垄断法促进了每个公司的独立性。你不应参

与以下几件事，甚至不与竞争对手讨论以下内容，因为即便是讨论也可能是非法的：

• 固定或协调价格

•  为串通投标或操纵投标提供便利条件

•  抵制某些客户或供应商

•  与竞争对手分享有关价格、利润或利润空间的信息

•  划分或分配市场、区域或客户

•  与竞争对手交换或分享任何未公布的价格相关信息或任何其他竞争信息

•  同意与合作伙伴或供应商进行互惠交易

竞争对手也可能是供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

在能源行业，一个项目的竞争对手在另一个项目上成为供应商或客户，而在其他项目上成为合

作伙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这种独特的互联互通形式既带来了机会，又带来了风险。我们必须

非常小心，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分享或讨论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或损害机密业务或专有信息的信

息。如果你认为可能会发生任何妨碍竞争的不当行为，请向西屋公司法律部咨询。

公平竞争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BMS-
LGL-34 ― 竞争法合规手册以及当地国内
政策。

Stuart
英国春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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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任职于我们的客户公司（一家国有

公用事业机构）的一名经理想参观

我们位于法国的工厂。他们支付了航班和酒店住宿

的费用，但询问我们是否可以提供行政支持来帮助

安排当地行程并提供交通工具。他们还要求西屋公

司带他们出去吃晚饭并提供当地娱乐服务。允许这

样吗？

答：你可以为公职人员以及政府所有

并控制的实体的雇员的参观访问

活动提供支持，但必须提前得到法律部和全球合规

组织的完全批准。允许向担任决策者或潜在合作伙

伴的政府雇员宣传并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但是

你不能通过提供个人利益来影响他们。餐食、款待

和娱乐活动必须符合我们的公司政策、适用的法律

以及政府、客户或供应商的政策 ― 特别是与公职

人员打交道的时候。

西屋公司对任何及所有形式的贿赂和腐败都采用零容忍的政策。绝不可以提供、给予、招揽或

接受贿赂，甚至要避免出现腐败行为的任何及所有念头。

遵守西屋公司反腐败政策以及我们开展业务所在国家的所有反腐败法律。其中包括美国《反海

外腐败法》(FCPA)、英国《反贿赂法》以及其他国际反腐败法律。

在部分国家，雇用中间人来协助赢得业务或遵守政府法规，是一种普遍做法。然而，使用中间

人会增加发生腐败的风险。中间人是指为了获取、保留或引导业务，或者分销或转售公司的产

品和/或服务，或者协助公司遵守政府法规而代表公司、代表公司行事或与公司共同行事的第三

方。经纪人、委托销售代理、顾问、清关代理、分销商、运输或物流提供商等都属于中间人。

禁止直接或间接贿赂（也就是由或通过中间人行贿）。全球范围内所有新的中间人关系都必须

获得西屋公司法律部以及全球合规组织的批准。所有中间人都将通过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进行

审查，而且需要签署年度反腐败认证，可能还要接受西屋公司反腐政策和程序方面的培训。

我们的政策禁止加速费或通融费。这些费用通常是向公职人员支付的小额费用，目的是鼓励他

们执行原本就该执行的工作，并且更快完成。例如货物清关或发放许可证。

向已知有能力为西屋谋取不当利益的公职人员、其直系亲属或类似个人提供就业机会，可能被

视为贿赂。因此，如果要录用或雇佣公职人员、其直系亲属，或是已知与公职人员有亲密关系

的个人，须获得法律部和全球合规组织的事先批准。

员工必须及时主动地向全球合规组织上报已知或涉嫌贿赂和腐败行为，包括涉及中间人的指

控。西屋公司严禁任何打击报复提出善意指控者的行为。

违反我们的全球道德准则和政策，包括西屋公司反腐败政策和相关法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

果，包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直至并包括终止雇佣关系的纪律处分，还有可能会面临民事或刑事

处罚。

预防贿赂和腐败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BMS-LGL-11 ― 反贿赂和反腐败政
策以及 BMS-LGL-66 ― 全球中间人程序。

什么是贿赂？

贿赂是指为了不当地影响业务决策并创造/或

获得不公平的业务优势而提供、赠予、许诺赠

予或收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鉴于这种情况，

要求行贿的意图可能是隐晦而含蓄的，甚至可

能并未用语言表达出来。贿赂可能包括：

•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或贷款

• 奢侈的礼物、款待、旅游和娱乐活动

•  提供就业机会

•  其他好处，无论是与业务有关的好处还是

个人好处

•  慈善捐款或政治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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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es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蔓越莓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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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代表的联系

我们鼓励员工通过个人捐款或自愿将自己的时间投入自己所选的候选人或组织等形式来

支持其政治进程。应注意以下规定：

•  如果你参加政治进程，则必须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公司代表的身份参加。

•  你不得在工作中从事政治募捐活动或其他竞选活动，也不得出于政治目的使用公司

财产或资源。

•  西屋公司的任何员工均不得要求你捐助、支持或反对任何政治团体或候选人。

•  如果违反此政策，则应通过西屋帮助链进行举报。

如果想要对国外（非美国）候选人或者活动进行政治用途捐款，或是收到此类请求，须

查阅并遵守关于非美国境内政治捐款的全球程序。

此外，公司员工必须就涉及美国政府的问题立即与西屋公司政府和国际事务办公室协

商。因此，打算在公司业务中与政府代表会面的雇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即美

国驻外使馆代表），均应在会议之前通知政府和国际事务人员。

参加政治活动时按所有规定行事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COM-5 ― 关于慈善捐助和志愿者服务
的全球程序和 BMS-LGL-101 ― 关于非美国境内政治捐款的全球程序。

问：我明白，我们不能直接利用西屋公司

的资金进行政治捐款，但是我可以通

过使用公司资金购买政党筹款活动的票券来间接支持

政党候选人吗？

答：不行，我们的政策不仅禁止直接捐赠

公司资金，并且禁止在未经全球合规

组织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候选人或政党间接

捐献公司的时间或资金，例如购买政治筹款活动的门

票，或候选人、政党或委员会的物品、服务、设备或

其他有价物。

我们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包括出于自己的个人选择进行慈善捐助，并自愿贡献自

己的时间。除非你为西屋公司赞助的特定慈善项目提供支持，否则这些活动通常应在工作

之外进行，使用你自己的时间和资源，并通过自己的个人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系统进行。

未经事先批准，员工无权代表公司进行慈善捐助。如果你收到慈善捐助的请求，或者想代

表公司进行慈善捐助，请参阅关于慈善捐助与志愿者服务的全球程序获得适当的批准。在

某些情况下，慈善捐助是一些国家潜在的高风险腐败领域（尤其是在某些国家）。因此，

员工必须遵守西屋的政策和适用的法律。

确保慈善捐助的合理性 问：巴西一家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公司是

我们的一位客户，其总经理询问西屋

公司能否为当地的非营利基金会提供慈善捐助。这是

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并且我们希望与我们的客户保

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为这个

非营利组织提供捐助？

答：也许可以。请你与全球合规组织合

作，确保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律（包括

反腐败法）和西屋公司政策提供捐助。当公职人员直

接要求我们提供慈善捐助时，必须慎之又慎，并且必

须对这些捐助进行仔细审查，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公

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这种渠道来收受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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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由于要召开我们可能有兴趣参加

的贸易展会，我们在法国的供应

商提议要向我们支付经济舱机票、酒店和会议费

用。我可以接受该提议吗？

答：供应商支付你的会议费用可能合

适，也可能不合适，具体取决于

供应商是谁、业务需求以及是否有授予该供应商

的任何待定合同。联系全球合规组织提供指导。

问：我在西班牙参加会议时，向一位

客户提供了两张足球赛门票。我

能提供球赛门票吗？

答：根据球赛的参赛者以及门票价

值，你可能需要获得批准才能提

供门票。在进行任何此类赠送之前，请查看全球

礼品、招待和旅行政策以及你所在区域的流程，

确保获得适当的批准。

赠予或收受礼物、款待和旅游时负
责任地行事

赠予和收受适度的礼物、款待和旅游，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如果

过于奢侈，可能会造成商业决策不公平的现象，并可能被指控贿赂。如果你要赠予或收受

礼物、款待或旅游，则你有责任确保遵守西屋全球礼品、招待和旅行政策以及相关的国家

特定政策，并获得所需的预先批准。确保礼物、款待和旅游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

仅可以保护你自己，也可以保护西屋公司。

由于世界各地人们对礼物的看法有所不同，西屋严禁向任何人赠予任何形式的礼物。在赠

送或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之前，请先阅读 BMS-LGL-22“全球礼品、招待和旅行政策”。

严禁赠送或接受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例如礼品卡）。

如果你接受礼物或是招待时感觉不对，请拒绝，并咨询你的经理或全球合规组织。

允许的招待（包括用餐和娱乐）包括具有以下行为的招待：

• 符合提供招待地国家内的法律法规

•  符合西屋的政策

•  符合收受方的内部政策

•   价值合理

•  不被认为有可能影响你的判断

•  不向收受方强加义务感

•  根据西屋公司政策进行上报或获得批准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22 ― 全球礼
品、招待和旅行政策。

防止洗钱

无论我们在哪里开展业务，都会遵守反洗钱法律的规定。我们确保在运营业务时，我们的员

工、设施、产品和服务仅用于合法目的并符合西屋公司的政策和程序，以及所有反洗钱法

律、法规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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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可以在自己的个人时间内为西

屋公司的客户工作吗？我只是想

节省客户的资金，而且客户将获得与西屋公司所

提供服务相同的服务质量。

答：不行，这构成了直接利益冲突。

你利用对于西屋公司客户的了解

及其需求来给自己创造额外的收入。你也可以通

过抓住潜在的西屋公司商机，直接与本公司进行

竞争。

问：某外部组织的盈利性董事会邀请我

担任董事。这样是否会构成冲突？

答：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总是会构成冲

突，但员工应该慎之又慎。如果

外部组织是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或与西屋公

司存在其他现有关系，则更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在

任何情况下，你必须与全球合规组织讨论任何董事

会的潜在服务，然后才能接受该董事职位。

当员工的外部活动、个人经济利益或其他个人利益影响或看似影响西屋公司的决策时，

会发生利益冲突。

我们在行事时应始终为西屋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这就意味着：

•  避免造成利益冲突的行为，甚至避免利益冲突的出现

•  遵守个人利益冲突政策 

所有员工均应向其经理、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或通过 coi@westinghouse.com 向

全球合规部门披露利益冲突。

为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24 ― 个人利
益冲突政策以及当地国内政策。

利益冲突
存在利益冲突并不总会违反我们的准则，但未能遵守披露要求肯定会违反我们的准则。
以下列出了一些利益冲突的例子：

• 与亲密好友或家庭成员开展业务往来
•  从事与西屋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副业
•  管理自己的业务时会妨碍你在西屋公司所担任的角色
•  为亲密好友或家庭成员工作，或让他们为你工作
•  与我们的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或与我们开展业务的其他第三方有直接或间接的

重大利益关系
•  将西屋公司的商机转移给另一家公司
•  在某些营利性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在核电集团的西屋女员工
Cherie、Cheryl、Lauren、Whitney、Lori、Erica、

Monica、Sarah、Maddie、Ashley、Nicole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蔓越莓乡 

这是我们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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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屋公司的贸易合规计划确保遵守管制跨境进出口货物、软件和技术的法律法规。我们的员工应遵守全球贸易合规公司指令以及我们开展业务所在国家

的区域和当地政策和法律。贸易合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主题领域：

合法贸易

上报不合规交易

联系全球贸易合规部门寻求指导或上报不合规的交易做法，例如：

• 实际或有可能无意发布或滥用西屋技术。

• 客户或采购代理不愿意提供有关最终用户的信息。

• 货运代理人被列为最终用户。

• 说明的最终用途与产品规格不一致。

• 交易涉及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73 ― 全球贸易合
规公司指令以及区域和当地国内政策。

出口管制

员工必须遵守我们开展业务所在的

所有国家的出口管制法律。由于美

国的出口管制法律继续适用于出口

的美国商品和技术，所以，全球所

有的西屋公司所都必须遵守当地和

适用的美国出口法规。

进口合规

西屋公司遵守所有我们开展业务

所在的国家/地区的进口法律，

包括分类和标记要求。利用优惠

税计划为我们的业务和客户最大

限度地节约成本。

禁运和制裁

在任何时候，某个国家/地区可能

决定限制与某些国家、实体或个人

的贸易。违反这些限制所面临的处

罚可能非常严重。西屋公司遵守所

有合法授权的禁运和制裁措施。

反抵制法律和法规

西屋公司及其非美国子公司、办事

处和关联方不得参与任何违反美国

反抵制法的经济抵制活动。西屋公

司会根据法律要求向美国政府上报

此类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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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正在与来自中东某国的客户谈判合同，他们

要求我提供有关西屋公司与以色列的关系的信

息。我是否应该遵从此要求？

答：这是一个潜在问题，根据其他事实情况，由于

美国的反抵制法律，公司提供此类信息可能构

成违法行为。你应咨询全球贸易合规小组，然后再继续处理。

问：我在西班牙的客户拒绝在我们的合同中列入出

口管制条款。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个项

目不需要获得所提议交易的许可证。鉴于许可证不是必需的，

我是否还需要在本合同中包括出口语言？

答：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具体案例进行审查。尽管本

合同下的初始转让可能不需要许可证，但随后

再次转让产品或技术可能需要许可证。西屋公司的标准出口管

制语言不允许在事先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再次转让，以便西

屋公司可以审查新的交易，以确定是否需要出口许可证。

问：我是英国公司的一名经理，与一家可能受到美

国政府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有潜在的商机。由于

美国将不会参与此次交易，我是否有必要考虑美国的关于制裁

的规定？

答：是的。除了当地的出口法律之外，全球所有的

西屋公司都必须遵守美国的制裁和禁运规定。

需要时联系全球贸易合规小组提供指导。

中国三门AP1000® 核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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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qiang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丘奇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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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即项目状态、

成本和进度的报告似乎不能准确反

映项目的实际表现。我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你愿意，可以和你的主管讨论

一下具体情况。如果你的疑虑没有

打消，也可以与组织中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交谈，

或者使用其他协助链渠道。如果项目的财务报告不

准确，它严重违反了我们的准则，甚至可能存在违

规情况时，始终应当上报并解决问题。

行事准确、透明

我们对任何类型的欺诈行为都零容忍。在西屋公司开展业务和记录业务交易时， 

必须准确、透明。我们还必须在财务和非财务报告中践行最高的道德标准。

这就意味着：

•  确保所有财务交易得到适当的授权

•  符合我们运营业务所在国家的所有会计、财务、税务及其他相关的监管要求，

包括遵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  确保准确、透明的财务报告

•  确保准确报告项目状态、成本和进度

•  完成准确的产品质量检查和检测日志

•  透明地报告环境、质量和安全

•  确保所有外部陈述以及对西屋公司相关询问的答复是完整、公正、准确、 

及时且容易理解的

 我们不得出现以下行为：

•  歪曲或伪造财务账目、记录或报告

•  维护账外账户，以方便进行有问题或非法的付款

•  伪造非财务记录，如产品质量检测结果

•  逃税或协助其他方逃税

•  操纵、强迫或误导员工、审计师和业务合作伙伴，目的是

为了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制造误导性条目

 如果你认为有人要求你使用可疑的会计技巧、伪造信息或在我

们的账簿和记录中提供任何不准确的条目，或者如果你知道其

他人正在这样做，应立即通过西屋协助链提交你的疑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FIN-12 ― 
财务政策治理―附录 A：全球财务政策以
及当地的国内政策。

Rickard 
瑞典韦斯特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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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机密性，保护专有信息、知识产权和个人数据

保密性
信息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西屋公司信息

的机密性。

• 会计和财务信息

•  业务和战略发展计划

•  客户和供应商信息

•  即将进行的兼并和收购的相关信息

•  个人数据

专有信息
专有信息包括技术和商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知识、数据、文档、

设计、贸易机密、会计和财务信息、业务和战略发展计划、客户和供应

商信息以及有关即将进行的兼并和收购的相关信息，或属于西屋公司财

产的任何其他项目。专有信息和人工制品（如文档、计算机文件和图

纸）可能会被视为保密和机密信息（例如可能作为西屋公司 1 类专有信

息、西屋公司 2 类专有信息或西屋公司 3 类非专有信息）处理，也可能

不会，但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和运营安全，需要保护它们。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可提升西屋公司竞争力的任何技能、知识或知识产物。知

识产权包括上述定义的专有信息，还包括尽管对公众可用但仍受法律或

法规保护的信息，例如专利商标和版权。

个人数据
个人数据是指与个人相关的，或者是能够以此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个

人数据不仅包括身份资料、联系详情和人口统计信息，还包括网络识别

信息，以及有关个人的物理、文化和数字身份等相关因素信息。

个人数据的丢失或误用，可能会对个人造成伤害，例如导致尴尬、不

便，以及欺诈性数据使用。保持机密性和保护个人数据的完整性，是西

屋公司的重要职责。公司高度重视这方面的保护，也期望员工能够合法

和公平地处理个人数据，并且做好保密措施。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处理个人数据时需遵循的原则和准则信息，请参阅个

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非欧盟），以及个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欧洲经

济区内）的政策。

通讯和社交媒体
当我们使用社交媒体和所有其他通讯方法时，必须保护商业和个人数据

的机密性。发布信息时，请遵守所有适用的西屋公司政策和程序。只发

布真实、准确和适当的内容。

如果你发现任何可能的社交媒体滥用，应将其上报给全球通讯小组。

请参阅西屋社交媒体政策，以帮助你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做出负责任的

决定。

公众和媒体问询
如果员工收到外部组织（特别是新闻媒体）采访西屋公司或获得公司信

息的请求，必须将此类请求提交给全球公关部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28 ― 西屋公司专

有信息的分类、重新分类和发布；BMS-LGL-32 ― 标记和

处理专有信息的过程；BMS-LGL-36 ― 计算机软件知识产

权管理；BMS-LGL-37 ― 根据政府合同处理和使用西屋专

有信息；BMS-LGL-41 ― 专利、发明、披露批准以及当地

的国内政策。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41 ― 专利、发明、

披露批准; BMS-LGL-48 ― 商标和服务商标指南; BMS-

LGL-29 ― 版权指南以及当地的国内政策。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9 ― 个人信息的隐私和 

BMS-LGL-105 ―个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欧洲经济区内）。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COM-4 ― 社交媒体政策以

及当地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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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正在从事中国的某个项目，还不完全清楚应

在文档上进行哪些标记，以及哪些信息我能与

我们的合作伙伴或潜在客户分享，哪些不能。我如何获得帮助

以确保能正确地标记并保护西屋公司的信息？

答：答案可能是复杂的，因此寻求指导总没错。你

还可以参阅 BMS-LGL-28“西屋专有信息的分 

类、重新分类和发布”、BMS-LGL-32“标记和处理专有信息

的过程”，或者从我们的专有信息协调员那里或通过协助链寻

求指导。

问：加入西屋公司之前，我在某竞争对手公司工

作。我手头拥有为该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时所开

发的机密信息。与我在西屋公司的新同事分享其中一些信息，

可以在即将进行的某大型项目的竞标中切实帮到我们。我能否

分享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由我开发的？

答：不能，这样会违反你对前雇主的义务，还可能

违反法律以及我们的道德准则。你有义务保护

前雇主的机密或专有信息，就像你有义务保护西屋公司的机密

或专有信息一样。你可以使用在之前的岗位中获得的一般知识

和技能，但是不能分享受保护的信息或机密信息。如果你不确

定的话，请咨询法律部寻求更多指导。

问：我正在从事台湾某公用事业客户的项目，并希

望将标有供应商专有通知的供应商信息作为可

交付成果提供给客户。我可以在提供给公用事业客户的可交付

成果中包含供应商专有信息吗？

答：这取决于西屋公司获得供应商专有信息的协议

的语言。你应该咨询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代

表，看看合同上是否允许你将供应商专有信息转给该公用事业

客户。

如何保护机密的商业信息
•  必须按照适用的政策处理包含机密商业信息的电子邮件。
•  应尽可能采用无纸化方法 - 仅在需要时才打印机密业务信息，而不应将其留在清

楚可见之处或打印机中。

•  最大限度地减少笔记本电脑本地存储的机密数据，使用密码保护，并在离开时始
终锁定屏幕。

•  机密信息应予锁定（如果需要保留）、切碎或丢弃在受到保护的切碎垃圾箱中。

•  带有机密信息的文件和笔记本电脑仅当在履行工作职责所必需时才可带出办公场
所，并且要始终保持安全。

 当你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出差时，请联系西屋企业服务台或全球贸易合规小组， 

了解笔记本电脑的任何限制，或者你是否需要借用笔记本电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BMS-IS-46 ―西屋全球信息安

全政策。

比利时尼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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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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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在客户现场工作，他们的安全标

准与我们不同。我担心这可能会使

我们的员工处于危险之中。我应该怎么做？

答：你必须确保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

如果即将出现安全风险，你应该停

止工作，并通知工作现场的西屋公司高层领导，以

便他或她可以向你提供进一步的建议并通知客户。

与客户合作时，你的主管将与西屋公司的领导层、

环境、健康和安全组织以及核安全组织进行协调，

制定出一个解决方案，使我们能够在安全地满足客

户需求的同时遵守西屋公司的政策。

我们致力于成为行业内最安全、最具环保责任感的公司。当出现任何安全和环境问题时，我

们鼓励员工畅所欲言。

保证安全

我们的零伤害目标适用于安全、安全性和质量的方方面面，以及道德和诚信。每个人都必须

接受保证自己和工作场所安全的责任。为了保证安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尊重他人

•  遵守规定

•  不确定时停止

•  立即上报问题

• 我的签名即我的保证

安全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为我们的全球业务提供安全、具有高性价比和可靠的

解决方案。我们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  确保无暴力的工作场所

•  防止丢失或损害敏感信息或知识产权以及公司财产和资产

•  提供危机管理和应急缓解措施

•  提供差旅和威胁风险管理

•  不允许被禁止的物品进入工作场所

•  确保无毒品、无酒精的工作场所

•  确保实施适当的核能材料控制措施和问责制

•  实施并确保人员进出控制 

 

 

环境责任

我们以保护环境和公众的方式开展业务。我们致力于在维持和经营业务时遵守适用的法律和

西屋公司政策。

品质

我们满足或超越品质要求和客户期望，同时注重持续改进和实现卓越。我们在努力实现零缺

陷和零错误的同时，实现质量检查和检测的准确性，保持质量认证并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

保证安全，保护环境，铸就品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NSC-1 ― 保持积极的核安全文化 (NSC) 及有

安全意识的工作环境 (SCWE) 和 BMS-ECP-1 ― 员工关注计划程序以及当地国

内政策。

我们将健康的核安全文化的以下特征列为我们的

重中之重。

健康的核安全文化 (NSC)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安

全意识工作环境 (SCWE)。安全意识工作环境是

这样一种环境：人员可以随意提出安全问题，而

不必担心受到报复、恐吓、骚扰或歧视，应及时

审查提出的问题，根据潜在的安全重要性分配优

先级，适当解决并及时反馈。

健康的核安全文化的特征是：

1. 个人责任

2. 质疑的态度

3. 有效的安全沟通

4. 领导安全价值观和行动

5. 决策制定

6. 尊重工作环境

7. 不断学习

8. 发现和解决问题

9. 鼓励提出问题的环境

10. 工作流程

可直接使用全球员工关注计划提出有关核安全以

及遵守核监管要求的问题。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SEC-1 ― 安全和资

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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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性适用于
物理学， 

而不适用于 
道德范畴。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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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为西屋公司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工作之外的私人生活中，我们都要做出改变。

做出改变

“如果有一天他们这样 

评价我，我的工作为 

同胞的福利和幸福 

做出了一些贡献， 

我会感到很欣慰。”

―George 
Westinghouse

社区

西屋公司通过进行慈善捐助为我们开展业务所

在的社区提供支持。通过西屋慈善捐赠计划，

我们能够在以下一个或多个战略性捐赠领域为

社区提供财务支持：教育，重点放在科学、技

术、工程设计和数学上面；环境可持续性；社

区安全和活力。

可持续性

我们努力在开展业务的方式中采用可持续性

原则。在西屋公司，这意味着用更少的资源

创造价值，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给运营和技

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力求通过技术创

新、运营效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个人责

任来创造可持续的商业价值。

保护人权

我们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适用

的国际倡议的精神和意图来开展我们的业务。

西屋公司员工 
德国 

巴登-符腾堡州霍根 
海姆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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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我致电全球道德和关注协助热线

时，会发生什么？

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匿名

也可以实名联系全球道德和关注

协助热线。所有协助热线电话都由独立的第三方接

听。接听电话专家将收集有关你的疑虑的信息，并

将报告发送给西屋全球道德与合规人员进行保密审

查。由全球合规组织指定的独立、合格、客观的调

查人员将调查你的疑虑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报告者

的个人身份信息会受到保护。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按我们的全球道德准则行事。

这是我们的准则。

在西屋公司，我们以畅所欲言文化为傲，鼓励讨论道德问题。畅所欲言文化意味着通过西屋

协助链积极主动地上报违反法律、我们的全球道德准则以及我们的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当你看到错误行为或道德不当行为时大胆说出来。

我们的经理和主管是提供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指导或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源：众多公司和工作相

关的政策及程序、工作责任、同事问题、纪律争议、晋升机会以及工作环境相关问题。

在西屋，你有很多种提出疑虑的方式，包括匿名联系西屋的全球道德和关注协助热线。

我们对报复采取的零容忍政策与我们的信念相辅相成，即畅所欲言始终是对的事。

立即上报潜在或可疑的报复行为。

遵守准则 -  
寻求帮助和提出意见

联系协助链，寻求帮助并畅所欲言

在发现不遵守我们的准则的行为时，
大胆说出来
•  联系协助链中的任何人或通过全球道德和关注协助

热线提交电话/网络报告    

•  当你联系协助热线时，全球合规组织将接收你的报
告并分配给相应人员进行调查   

•  根据当地法律开展专业、客观和保密的调查 

•  你将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收到最新进展信息 

•  调查完成后，在适当的情况下，全球合规组织将与
你分享调查结果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BMS-LGL-16 ― 道德和关注报告及调
查政策。

全球员工关注计划
(ECP)

人力资源部门

全球道德和关注
协助热线

首席合规官

主管

法律部

内部审计部门

其他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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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纽灵顿

通过全球道德和关注协助热线电话号码，你可以提出问题、
上报疑虑或上报潜在的违规行为。

比利时 
第 1 步：致电 0-800-100-10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加拿大 
1-844-238-4380

中国 
400-120-8512

法国 
第 1 步：致电 
      Telecom ― 0-800-99-0011 

仅限巴黎 ― 0-800-99-0111 
0-800-99-1011 
0-800-99-1111 
0-800-99-1211 
Telecom Development ― 0805-701-288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德国 
第 1 步：致电 0-800-225-5288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意大利 
第 1 步：致电 800-172-444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日本 
第 1 步：致电 
      NTT ― 0034-811-001  

KDDI ― 00-539-111  
Softbank Telecom ― 00-663-5111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11

南韩 
第 1 步：致电 
      Dacom ― 00-309-11 

ONSE ― 00-369-11 
Korea Telecom ― 00-729-11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西班牙 
第 1 步：致电 900-99-0011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瑞典 
第 1 步：致电 020-799-111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乌克兰 
第 1 步：致电 0-800-502-886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英国 
第 1 步：致电 0-800-89-0011 
第 2 步：在提示时输入 8442384380

美国 
1-844-238-4380 

通过以下方式提交网络报告： 
www.wecconcerns.com

ethicsandcompliance@westinghouse.com

Global Compliance Organization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 LLC 
1000 Westinghouse Drive 
Cranberry Township, PA 16066-5528

协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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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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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报复：报复是对善意提出投诉、提交疑虑、提供信息或协助调查

的员工采取的负面行动。报复行为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终止雇佣关

系；裁员；降级；纪律处分；拒绝福利；加班或晋升；恐吓；未

能雇用或再雇用；重新分配；或减少工资和工作时间。

财务欺诈：通过有意误报或遗漏财务报表中的金额或披露内容或

故意错误陈述本公司的财务状况来欺骗财务报表使用者。财务报

表欺诈通常涉及高估资产、收入和利润，低估负债、费用和损失。

出口：出口包括：(a) 以实物或电子形式跨越国际边界发送商品

或技术或向其他国家的接收方提供服务；或 (b) 向其他国籍的

人员披露信息，无论此人身处何地，此行为均被视为面向接收方

国籍所在国的出口活动。实物交付、电子邮件、传真、工厂参

观、演示、在职或其他技术培训、简报、电话会议、提供技术援

助，或以用户或管理员身份进行计算机访问权限（远程、WAN/

LAN），无论位置如何，均被视同出口。

出口许可/授权：出口代理机构授权进行受监管的活动（如出

口、再出口）。

抵制：拒绝与其他方进行业务往来。

反海外腐败法 (FCPA)：于 1977 年颁布的美国法律，后经修

正，它将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了影响官员决策以获得商业利益而贿

赂外国官员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

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禁止各种限制贸易的做法的法律，例如固定

价格，可能会降低特定市场的竞争力的企业合并，以及旨在实现

或保持垄断力量的掠夺性行为。

腐败：在与其他人的义务和/或权利相抵触的情况下，为了帮

助行为者或其他人获得利益而在商业活动中错误地使用影响力

的行为。腐败以各种形式发生，包括贿赂、回扣、非法小费、

经济勒索、勾结和利益冲突。

个人数据：个人数据是指与个人相关的，或者是能够与所拥有的

数据结合起来，可方便识别出（直接或间接）个人身份的信息。

个人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包括个

人和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与电话号码）、出生日期、任何身份

编号、位置数据、网络身份识别信息，一个或多个有关数据主

体的特定物理、生理、遗传、经济、文化或数字身份的因素信

息。

回扣：回扣是一种腐败形式，即双方同意将一部分销售额或利

润以不当方式赠予、返还给买家或作为回扣提供，以换取交易

的进行。

贿赂：向任何公职人员或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包括商业部门

的个人或实体）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支付或从他们那里收受任何

有价物品的提议、请求、承诺或授权，旨在诱使收受方滥用其

职权以帮助获得不正当的业务优势。

加速费：向公职人员支付的小额费用，目的是鼓励他们执行原

本就该执行的工作，例如货物清关或发放许可证。

进口：进口是指向一个国家带入另一个国家的商品和技术。开

展进口业务时，所有公司员工必须遵从适用法律和法规，这些

法律法规对商品分类、商品标志和标签、商品价值、缴纳税

款、数据归档和记录保留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2020 年 11 月 35

禁运：禁运是指部分或完全禁止与某个特定国家或一组国家进行商

业和贸易往来。禁运意味着限制或禁止出口或进口；创建数量配

额；征收特殊的通行费或税款；禁止货运或运输车辆；冻结或扣押

货物、资产或银行账户；或限制特定技术或产品的运输。

礼物：礼物是指自愿赠予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物品。如果赠予

或收受礼物的意图是影响某人行为不当，或者作为不正当行为的奖

励，则该礼物可被视为贿赂。

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指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利益或其他利益，而这

些利益可能会影响或合理地被他人认为会影响员工在涉及西屋公司

事务方面的判断或行为。

贸易机密：贸易机密是一种信息，包括配方、模式、编译、程序、

设备、方法、技术、流程或技术诀窍等信息，由于它是公众所不知

道的，因此具有经济价值。

舞弊：通过故意滥用或误用公司的资源和资产，利用自己的职权谋

取个人财富。三种主要的欺诈行为包括：腐败、资产挪用和财务报

表欺诈。

歧视：歧视是指基于个人被认为属于的群体、阶级或类别，而不是

基于个人属性，来对待、考虑或区分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某个人。

各种类型的歧视包括但不限于对年龄、肤色、残疾、种族或民族、

宗教、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

任何有价物：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慈善捐助，免费

商品、礼物、旅游、餐饮、娱乐，公司资产的使用，以及亲朋好友

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贷款等。

骚扰：骚扰包括各种令人不安或看似威胁的重复性冒犯行为。

性骚扰包括持久和不必要的性要求。

洗钱：洗钱是指公司或个人通过隐藏金钱来源并使其看起来合

法的方式将其进行转移，以试图隐藏或伪装非法活动的收益。

英国反贿赂法：2010 年《反贿赂法》(c.23) 是英国议会颁发的

一项法律，涵盖与贿赂相关的刑法。

政府/公职人员：政府定义为包括政府的所有级别和分部（即地

方、市政、省、州、地区或国家，以及行政、立法、司法和执

行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全部或部分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准政

府组织。公职人员是指各级政府（地方、州或国家）或分支机

构（立法、行政或司法机关）选举或任命的任何政府官员或雇

员；代表公职人员、机关、部门或履行政府职能的企业行事的

任何人；为政府控股超过 50% 的任何实体办事或代表其行事

的任何雇员或其他人员；政府所有或控股的任何公司；任何政

党、政治候选人，或为政党办事或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人；任何

公职候选人；或为公共国际组织办事或代表其行事的任何雇员

或人员。

知识产权：专利和专利申请、工业设计、商标、服务标志、品

牌、徽标、贸易和商业名称、版权、著作权作品、贸易机密、

技术诀窍、发明、改进、技术、商业和技术信息、数据库、数

据汇编、方法、流程和技术以及所有其他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

中且由此产生的任何及所有权利，以及所有权或其他法律上可

执行的权利（无论注册与否），以及此类权利的任何注册。

制裁：制裁或贸易制裁是指对某些人员、实体或行业或某些活

动施加的贸易限制。

（定义，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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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中介是指为了获取、保留或引导业务，以及分销或转售

公司的产品和/或服务而代表公司、代表公司行事或与公司共

同行事的第三方，包括委托销售代理、分销商、销售代表、顾

问、说客、运输或物流提供商、清关代理、经纪人、合资伙伴

以及根据本公司授予的授权书运营的任何非公司第三方。

专有信息：与本公司业务有关的信息、数据、软件、图纸、设

计、规格、硬件、事项，或有秘密、专有或私有性质的事物，包

括技术性质的事项（如技术诀窍、流程、数据和技术），商业性

质的事项（例如时间表、成本、利润、市场、销售额和客户的相

关信息），专有性质的事项（例如专利、专利申请、版权、贸易

机密和商标的相关信息）或其他类似性质的信息，使公司在市场

上具有竞争优势。

最终用户：接收并最终使用出口或再出口物品的实体。最终用户

并非授权代理或中介。

（定义，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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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策和程序

章节 
BMS 政策或
程序编号 政策或程序名称/链接 

尊重他人 BMS-LGL-5 反歧视和反骚扰政策 

BMS-LGL-6 平等就业机会

尊重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 不适用 西屋供应商行为准则 

公平竞争 BMS-LGL-34 竞争法合规手册 

预防腐败 BMS-LGL-11 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 

BMS-LGL-66 全球中介程序

BMS-AMER-2 西屋门票政策 

参加政治活动时按所有规定行事 BMS-LGL-101 

BMS-COM-5 

BMS-LGL-22

关于非美国境内政治捐款的全球程序 

关于慈善捐助和志愿者服务的全球程序 

全球礼品、招待和旅行政策 

为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 BMS-LGL-24 个人利益冲突

合法贸易 BMS-LGL-73 

BMS-LGL-87 

BMS-LGL-65 

BMS-LGL-96 

BMS-LGL-70 

BMS-LGL-90 

BMS-LGL-91 

BMS-LGL-31 

全球贸易合规公司指令 

美国出口手册 

美国进口手册 

欧盟出口手册 

中国技术管制计划 

中国进口合规手册 

反抵制程序 

被拒方和禁运筛选程序

行事准确、透明 BMS-FIN-12 管制方手册治理政策

除了西屋公司全球政策和程序外，还应遵守地区和国家的特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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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BMS 政策或
程序编号 政策或程序名称/链接 

尊重他人 BMS-LGL-5 反歧视和反骚扰政策 

BMS-LGL-6 平等就业机会

尊重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 不适用 西屋供应商行为准则 

公平竞争 BMS-LGL-34 竞争法合规手册 

预防腐败 BMS-LGL-11 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 

BMS-LGL-66 全球中介程序

BMS-AMER-2 西屋门票政策 

参加政治活动时按所有规定行事 BMS-LGL-101 

BMS-COM-5 

BMS-LGL-22

关于非美国境内政治捐款的全球程序 

关于慈善捐助和志愿者服务的全球程序 

全球礼品、招待和旅行政策 

为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 BMS-LGL-24 个人利益冲突

合法贸易 BMS-LGL-73 

BMS-LGL-87 

BMS-LGL-65 

BMS-LGL-96 

BMS-LGL-70 

BMS-LGL-90 

BMS-LGL-91 

BMS-LGL-31 

全球贸易合规公司指令 

美国出口手册 

美国进口手册 

欧盟出口手册 

中国技术管制计划 

中国进口合规手册 

反抵制程序 

被拒方和禁运筛选程序

行事准确、透明 BMS-FIN-12 管制方手册治理政策

章节 
BMS 政策或
程序编号 政策或程序名称/链接 

保持机密性 BMS-LGL-8 电子信息的隐私

BMS-LGL-9

BMS-LGL-105

个人信息的隐私

个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欧盟经济区）

BMS-LGL-28 西屋专有信息的分类、重新分类和发布  

BMS-LGL-29 版权指导

BMS-LGL-32 专有信息处理程序  

BMS-LGL-36 电脑软件知识产权管理 

BMS-LGL-37 根据政府合同处理和使用西屋专有信息

BMS-LGL-41 专利、发明、披露

BMS-LGL-48 商标和服务标记指南

BMS-IS-46 西屋全球信息安全政策

BMS-SEC-1 安全和资产保护

BMS-COM-4 社交媒体政策

保证安全，保护环境，铸就品质 BMS-ECP-1 员工关注计划程序

BMS-NSC-1 保持积极的核安全文化及有安全意识的规则环境

不适用 对核安全文化的承诺

不适用 质量管理系统-A (QMS)

BMS-SUS-1 产品的可持续性

在 george 中搜索“EHS”以获取公司范围内的 EHS 政策、程

序和指南 

按准则行事 ― 寻求帮助，畅所欲言 BMS-LGL-92 道德和关注报告及调查政策

（全球政策和程序，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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