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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供应商：

SGS 在整个供应链中都提倡可持续发展，并定期发布有关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真实
报告。对 SGS 来说，供应商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我们致力于通过持续对话来实现社
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高标准。

本《SGS 供应商行为准则》（准则）描述了我们进行负责任采购的基本原则。它不仅
为供应商明确了在与 SGS 开展业务时需要遵守的、不容商议的最低标准，还描述了 
SGS、其各业务部门及附属机构共享的、同时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供应商遵守的价值观。

作为行业领导者，我们秉持最高的专业标准。我们相信本准则有助于我们落实可持续发
展议程，让我们采用透明合理的方式行事，同时提高 SGS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领
导方面的口碑。

首席
执行官寄语

Frankie Ng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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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范围和实施 

本准则依据 SGS 的六大商业原则和十
大可持续商业指导原则而设立。它由四
大可持续发展原则组成专业卓越、人员、
环境和社区）。这些可持续发展原则可夯
实那些塑造了SGS文化的价值观。一如
140多年前 SGS 成立之际，信任、诚实
透明、负责、公平和尊重在今天仍然起着
重要作用。

准则中所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由我们在
咨询整个业务部门经理和外部利益相关
方后制定。同时，它们也以国际认可

的最佳实践框架为标准。我们的人权政
策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基础，其中包括
《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与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工作权利的基本公约。我们
拥护《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最后，这些可持续发展原则反映了 SGS 
在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正如

我们在深入的物质性流程中所分析、并在
最终重要性矩阵中所显示的那样。每个可
持续发展原则都受到我们SGS行为准则
的支持，

并将受到正式监控，以确保符合SGS的
严格标准。 

本准则适用于所有 SGS 供应商（即为 
SGS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亦适用于 SGS 采购的所
有产品和服务。我们强烈建议我们的供应
商在其供应链中提倡本准则的要求，并将
对按此行事的供应商进行认可。

我们如何与供应商合作 

我们拥有广泛而多元化的供应商，并制定
了全面而灵活的三步式流程，用以识别、
评估并管理供应链中的风险（描述于四大
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它使我们将注意力
放在具有最大风险和最大潜在利益的领
域，同时让我们与供应商一起配合，降低
风险，并将利益最大化。

第一步 - 筛选

在对供应商进行初期筛选时，我们会考虑
以下标准：

• 原产地，以考量潜在的人权或劳工措
施风险

• 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子分类

• 供应商年度支出

第二步 - 资格预审

我们的全球标准采购

资格预审流程”包括一项自我评估问卷调
查。该问卷涉及众多有关 SGS 在其四大
可持续发展原则中针对供应商的要求的
重要问题。我们

定期针对现有供应商及潜在新供应商进
行此项问卷调查。

第三步 - 审核

随后，根据SEDEX规定的标准，

对具有最高潜在风险的供应商（根据前两
步进行认定） 进行审核。

持续改进和监测 

满足本准则中所订标准是一个动态过
程，SGS鼓励供应商持续改进业务。如
有改进需要，SGS 将提出建议，以便建
立里程碑

和系统，实现必要和优先实践行为。

SGS 将通过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信息、
第三方全面审核及 SGS 员工访问进行持
续监测，以了解供应商是否遵守本行为准
则中所述标准。

对于任何不遵守本准则的供应商，SGS 
保留中止与其之间协议的权利。

提出关注 

SGS 要求其自身、附属公司、管理人员 
及员工遵守《SGS 诚信守则》中 的最高
道德

标准。 如因任何原因，供应商 担心 SGS 
代表人员有违反 《SGS 诚信守则》的潜
在行为，可向 SGS 首席合规官 提出关
注，地址为：

SGS SA /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SGS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 1 
Place des

Alpes, P.O. Box 2152, CH – 1211 
Geneva 1

或者联系我们的诚信热线：

integrityhelpline.sgs.com

电话 +1 (800) 461-9330

（全天24小时免费号码专线）

+41 (0)22 739 91 00

传真 +41 (0)22 739 98 81

（日内瓦工作时段内应答）

对于真诚举报违反《SGS 诚信守则》的
供应商，SGS将确保其不会面临 任何形
式的报复 或招致任何不良的 后果。

目标

http://integrityhelpline.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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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供应商行为准则
专业卓越 - 确保诚信
SGS 秉持最高水平的诚信度。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遵守我们的
价值观。

供应商应遵守其开展业务所在地方的所有
适用法律法规。这包括供应商开展业务所
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和环保法规要求及国
际法（包括有关国际贸易、数据保护和反
垄断/反竞争法）。

此外，SGS 鼓励其供应商努力遵守国际
和行业标准及最佳实践。

对于任何拥有合理授权的内部或外部调
查，供应商应充分配合，不得隐瞒、干涉
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如某一主题在法律与本准则中均有规定，
则应采用保护程度更高的那项规定。

贿赂和腐败
严禁任何形式的腐败、勒索和贪污。不得
通过贿赂或其他方式提供或接受非法或不
当利益。

如违反此类原则，将导致 SGS 立即停止
与其之间的商业关系，并被举报至主管
部门。

利益冲突  在与 SGS 合作过程中，供应
商应避免产生任何利益冲突。

保护 SGS 资产、信息和知识产权 

供应商应承担保护并妥当使用受其控制的 
SGS 资产和资金，供应商

SGS 提供的所有信息仅用于其预期专门
目的。供应商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并保护 
SGS 的专属信息，在转让技术时必须保
护知识产权。

代表 
具体的指南要求供应商：

您的行为应与 SGS 商业原则保持一致

商业道德行为 

供应商应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行为开展
业务，

供应商不得通过非法或不道德的方法获取
竞争对手的保密信息。

如未能遵守此原则，将导致 SGS 立即中
止与其之间的商业关系。

人员

SGS 支持并尊重保护人权。我们主张合
乎道德的行事方式，并尊重人格尊严。

人权
我们确保我们的员工受到必要培训，并拥
有必要的设备以安全履行其职责。

为此，SGS 强烈建议其供应商遵守 
ISO26000 标准。

所有工作均必须为自愿性工作，且员工可
在提供合理通知后自由地离开工作或终止
雇佣关系。

供应商应确保提供工人的第三方机构遵守
准则规定。

提倡多元化，避免歧视 
供应商应尊重并拥有计划以在其整个网络
内提倡多元化。

且在招聘或雇佣期间（包括晋升、奖励、
提供培训等情况）不得因种族、肤色、年
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残疾、怀孕情
况、宗教、政治关系、工会成员或婚姻状
况产生歧视。

严禁使用童工。供应商不得雇佣儿童。

公平工资 
供应商必须为所有工人支付适用法律法规
规定的最低工资，并提供所有法定福利。

公平对待 
严禁任何身体虐待或处罚，严禁威胁进行
身体虐待、性骚扰或其他骚扰，严禁辱骂
或其他形式的恐吓等行为。

所有纪律措施应记录下来

工作时间 
任何情况下，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适用
法律法规的最大限额。所有加班均应由工
人自愿参加，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如法律禁止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的权
利，供应商应允许工人自由推选出他们自
己的代表。

预防职业危害 
在可能的情况下，供应商应消除物理危
害。供应商应识别潜在危害，了解可能受
到危害的人员，评估风险并制订减缓措
施。在任何情况下，供应商都应免费为工
人提供合理的个人保护设备。

员工不应因提出安全问题而受到处罚，且
有权在管理层充分解决问题前拒绝不安全
的工作条件，无须害怕因此受到报复。

工作条件 
应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牢记行业和
行业危险的基本知识。

工作环境中应提供充分的照明、供暖和通
风系统。 

厕所必须干净、数量充分且分配合理。

如提供住宿，则住宿应干净、安全并满足
工人的基本需求。

防止接触有害材料和产品
在可能的情况下，供应商应消除化学危
害。

供应商应明确危害材料、化学品和物质。

职业安全程序和系统 
供应商应制订有关职业危害和疾病的管
理、跟踪和报告的程序和系统。此类程序
和系统应鼓励工人报告、分类并记录伤害
和疾病案例，对案例进行调查，并采取纠
正措施以消除产生的根源，提供必要的医
疗处理，并帮助工人回归工作。

环境
SGS 致力于 在控制其业务影响的同时 
实现可持续增长。 我们充分使用 自然资
源， 将浪费降至最低。 我们相信 公司成
长与 改善环境影响应该 并行不悖。 我们
对适应气候变化 所做的准备可确保 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尽量降低 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 同时为新的技术 
和补偿方案投资。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
位供应商 通过提高环境绩效 控制其业务
影响， 同时实现可持续 发展。 我们还鼓
励 同样的改进措施能深入到 供应链中。

以少做多 

我们希望供应商 能通过商业措施来防范 
污染，减少废物、 废水及废气的排放。 
此外， 供应商应制订废物管理体系， 借
助高效的技术 将环境影响 降至最低。 在 
排放或处理前，供应商 应根据适用法律
法规 对废水、固体废物和有害废物 进行
定性 和妥当处理。 

为无碳未来而投资 

供应商应尽量降低 能源消耗、温室气体 
和碳排放强度， 同时为新的技术 和补偿
方案投资。 供应商应 优化其自然资源 使
用情况。 我们鼓励供应商 参加碳披露项
目（CDP） 并获得优秀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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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
通过为当地提供工作机会并鼓励我们的员
工参与当地项目，SGS 有助于创建可持
续发展的社区。我们致力于满足蒙受自然
灾害和人为灾害的人们的迫切需求。并

通过投资，我们为我们运营的当地社区做
出贡献。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不仅应为当
地提供就业，还应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合
作，改善其生活和服务社区的教育、文
件、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

当地社会授权和发展 

供应商应吸引当地人才并建立关系，为当
地经济做出贡献。

改善社区生活条件 

我们鼓励供应商吸引社区，以帮助社会经
济发展，为其运营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供应商应支持员工参与当地提供人民生活
质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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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特此声明，我接受《SGS  供应商行为准则》 （2019年7月2.0版本）的条款和条
件，并同意遵守 这些规定。

供应商

签名

标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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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在制订本准则时，SGS 参考了以下内容： 

电子行业行为准则

www.eicc.info/eicc_code.shtml 

国际劳工组织安全健康实践准则

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 
download/e000013.pdf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norm/whatare/fundam/index.
htm 

ISO 26000 
ISO 14001 

www.iso.org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www.oecd.org 

OHSAS 18001:2007 - ISO 45001:2018
www.bsi-global.com/index.xalter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corruption/index.html?ref=menuside8 

联合国全球契约 

www.unglobalcompact.org 

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
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SGS 可持续发展政策

http://www.sgs.com/en/Our-Company/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s-
and-Policies.aspx

SGS 诚信守则

http://www.sgs.com/en/Our-Company/Compliance-and-Integrity/Code-
of-Integrity.aspx

http://www.eicc.info/eicc_code.shtml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 download/e000013.pdf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 download/e000013.pdf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norm/whatare/fundam/index.htm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norm/whatare/fundam/index.htm 
http://www.iso.org 
http://www.oecd.org 
http://www.bsi-global.com/index.xalter 
http://www.unodc.org/unodc/en/corruption/index.html?ref=menuside8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http://http://www.sgs.com/en/Our-Company/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s-and-Policies.aspx
http://http://www.sgs.com/en/Our-Company/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s-and-Policies.aspx
http://http://www.sgs.com/en/Our-Company/Compliance-and-Integrity/Code-of-Integrity.aspx
http://http://www.sgs.com/en/Our-Company/Compliance-and-Integrity/Code-of-Integri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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