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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要領聲明與落實 

2018 年，普利司通制定並推出了《行為準則》。在普利司通

的使命和我們的服務方式的啟發下，《普利司通行為準則》為

處理作為普利司通員工可能面臨的許多道德問題提供了實用指

南。 

本要領的目的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重申了普利司通在《行為準則》中描

述的在賄賂和腐敗問題上的立場。本要領還提供了實用指南，

並介紹了普利司通在防止賄賂和如何處理賄賂風險方面的準則。 

作為一家國際化企業，普利司通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反賄賂法

律。這些法律通常包括禁止賄賂政府官員和任何其他合作廠商、

真實記錄及報告的要求，以及對違法行為的刑事和民事處罰。 

本要領的落實 

本要領適用於全球所有普利司通公司的員工，包括我們控制的

關係企業，以及代表普利司通行事的任何合作廠商。如果我們

參與，但無法控制關係企業，我們將鼓勵我們的合作夥伴為關

係企業採取類似的要求，並在他們自己的營運過程中遵守本要

領的原則。 

各普利司通分子公司現行的要領可能具有與本要領重複的內容。

如果現行要領的要求低於本要領，則應採用本要領。當然，本

要領無法涵蓋所有情況。它不能取代良好的判斷和常識。如果

您對此部分的的法規遵循有任何疑問，或者只想瞭解所涉及的

法律風險，我們鼓勵您與法務課的同仁聯繫。 

我們作為員工的責任 

作為普利司通的員工，我們所有人均必須： 

• 在我們的所有工作中展示誠信。

• 熟悉並遵守《行為準則》、所有普利司通的員工都須遵守本

要領與其他公司相似的要領，以確保遵守所有適用的反賄賂

法律，並保護普利司通的資產和聲譽。

• 聯繫BridgeLine 或在《行為準則》中“尋求協助”中列出的任

何人聯繫，瞭解可能違反規範或要領的行為或其他道德問題。

我們與供應商的往來 

本要領中規定的規則和期望也是對我們供應商的期望。此外，

普利司通有具體的採購要領，包括《全球永續採購政策》，該

政策為供應商運營提出了要求。請謹記，我們供應商的聲譽和

行為會直接影響普利司通。我們只與遵守法律、瞭解和運作符

合我們法律遵循和道德承諾的公司開展業務。 

不遵守規範的後果 

違反反賄賂法律可能會給普利司通及其相關個人帶來嚴重後果，

包括刑事和民事處罰，甚至牢獄之災。普利司通承諾遵守本要

領，並認真對待違反本要領的行為。任何員工如不遵守本要領，

都可能引起紀律處分，最嚴重包括解雇。此外，與任何不遵守

本要領的合作夥伴之業務關係亦將終止。 

本要領將定期或不定期更新。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 

要領聲明 我們的用語 

普利司通嚴格禁止一切形式的賄賂。在任何情況下，普利

司通員工或代表普利司通行事的任何合作廠商不得向任何

人（包括政府官員）給予、提供、接收或接受任何有價值

的東西，以取得或保留業務或任何其他不正當利益。 

“員工”一詞還包括普利司通公司的董事和主管。 

“合作廠商(夥伴)”包括任何代理、顧問、經銷商、遊說人

員、運輸或物流商、關代理商、經紀人和關係企業夥伴，

或代表普利司通行事或與普利司通共同行事的任何其他合

作廠商代表。 

https://www.bridgestone.com/responsibilities/code/
https://www.bridgestone.com/responsibilities/procurement/pdf/Policy_Traditional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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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賄賂？ 

賄賂是一種腐敗的行為，它嚴重影響了民眾和我們客戶的信任，

威脅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悖於普利司通的價值觀和文化。儘

管您絕不能向任何人行賄或收受賄賂，但在很多國家，您必須

特別警惕，不要與政府官員進行任何形式的賄賂。 

請謹記，您有責任瞭解您的朋友是否是是否是政府官員。如果您

不確定，您應該向法務課尋求協助。 

“賄賂”是直接或間接向任何人給予或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以誘使收受方濫用其職權或獲取或保留任何不正當利益。 

“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定義非常廣泛。它幾乎包括任何形式的

利益，如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如禮品卡或禮券）、禮品、傭

金、餐飲和娛樂、差旅費、奢華的度假的使用、為親朋好友

提供教育或就業機會等優惠、向指定慈善機構捐款、折扣、

貸款、政治捐款、政府政策的有利結果以及獎勵或繼續營業

的決定。 

“政府官員”的定義非常廣泛。它包括政府員工（包括法規機構、

部門和其他公共機構如大學的員工）、政黨候選人或員工、

國有或受控企業員工、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或世

界貿易組織）的員工、皇室成員以及代表國民以官方身份行

事的任何人或地方政府。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 



禮品、餐飲、娛樂和旅行

招待 

對禮品、餐飲和娛樂招待的

一般要求 

旅遊招待的一般要求

與客戶、供應商和其他合作夥伴交換禮品、餐飲、娛樂和旅行

招待可能是建立商譽和發展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許多國家，

它也可能是一種公認的和合理的商業習慣。但是，這種做法有

時會造成法律遵循風險，如果行為不當，可能會違反適用法律

和公司要領。 

在普利司通，我們不允許交換禮品、餐飲、娛樂或旅行招待，

以不當地影響或似乎不當地影響我們的獨立業務判斷或接收方

的獨立業務判斷。如果您從事任何此類活動，您應該知道公司

設有必須遵守的規範和應完成程序。 

如果您對這些活動是否適當或是否符合公司要領或適用法律有

疑問，您應該向法務課尋求協助。 

 核心要求 

由於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存在特殊風險，您必須在向政府官員給

予或提供任何禮品、餐飲、娛樂招待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之前，

取得法律部門的書面核准。 

請謹記，其他公司也有禮品、餐飲和娛樂款待要領。請注意這

些要領，並在提供此類禮品和娛樂招待之前詢問這樣做是否會

違反任何接收人的公司政策或要領。 

在某些情況下，普利司通可以為客戶、供應商或其他業務合作

夥伴提供旅行和住宿服務。 

 核心要求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 

無論您何時考慮給予、接受或提供任何禮品、餐飲或娛樂

招待，您都必須確保滿足以下條件： 

• 與合法的商業目的有關；

• 在這種情況下，其次數不頻繁且在合理範圍

內；

• 不期望以好處或不正當的商業優勢換取此等利益；

• 符合我們的《行為準則》、適用法律和您所在地的任

何其他要領或合法程序；

• 如果將細節公開，普利司通或收受方的聲譽不會因此而

受影響；以及

• 在公司的文件中正確的報告及記錄。

如果您正在考慮提供或支付任何與客戶、供應商或業務合作夥

伴的旅行相關費用，您必須確保滿足以下條件： 

• 與合法的業務目的有關，例如普利司通產品或服務的推

廣、演示或解釋、參觀我們的設施或履行合約；

• 在這種情況下，其次數不頻繁且在合理範圍內；

• 不以藉此換取利益或不正當的商業優勢；

• 符合我們的《行為準則》、適用法律和您所在地的任何其

他要領或合法程序；

• 如果細節得到公開，普利司通或收受方的聲譽不會因此而

受影響；

• 商務活動（如促銷活動、產品展示和設施參觀）的參加有

必要性；

• 不提供現金；

• 不提供與業務無關的周邊行程；以及

• 在公司的文件中正確的報告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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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廠商的往來 

普利司通不僅應對員工提供或收受的賄賂負責，而且在合作夥

伴提供賄賂時也負有責任。在招募和與任何對象合作時，請特

別小心。與普利司通員工一樣，禁止中間方向任何人（包括政

府官員）給予、提供、接收或接受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以取得

或維持業務或任何其他不正當利益。 

為防止賄賂，您必須始終瞭解合作夥伴代表普利司通所進行的

活動，並時刻警惕可能表明潛在不當行為的警告信號。為了降

低合作夥伴行賄的風險，您必須在挑選和評估合作夥伴時仔細

選擇，並事前確認此合作可能產生的任何潛在的賄賂問題。這

種“反賄賂盡職調查”是我們反賄賂遵循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盡職調查 在整個反賄賂盡職調查過程中以及在合約履行過程中，重要的

是要注意“危險信號”，這些“危險信號”可能表明在選擇或與合作

夥伴合作時需要進行進一步調查。 

“危險信號”的例子 

應取得合作夥伴適當的承諾和有的合約拘束來幫助減少已發現

的風險，包括對合作夥伴背景調查結果中發現的任何風險或其

他相關資訊，並且應定期審視合約之規定，以確保合作夥伴按

照合約履行義務。還可採用其他措施，包括教育訓練。選擇了

合作夥伴後，您的盡職調查義務並未終止。您應該仔細解釋我

們的法律遵循之期望，持續觀察合作夥伴的活動，並時刻警惕

“危險信號”，以確保在整個合作過程中持續符合法規及要領要

求。 

盡職調查對於新的合作對象（如併購其他公司）也至關重要。

在進行任何此類工作之前，請諮詢法務課，以尋求適當的盡職

調查和保障措施，以降低賄賂風險。 

要了解有關普利司通反賄賂盡職調查流程的資訊，請訪問您公

司內網或聯繫法務課。如果您對本要領和我們的反賄賂盡職調

查計畫如何適用於特定業務活動或任何特定合作廠商的參與有

任何疑問，或者如果您對潛在或現有的合作夥伴有任何疑問，

請聯繫法務課尋求幫助。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 

普利司通採用風險評估的方式進行反賄賂盡職調查。雖然

完成該過程所需的時間和精力取決於各種因素，但反賄賂

盡職調查流程通常包括以下內容： 

• 對擬議參與的業務理由、服務和薪酬結構進行評估；

• 收集和評估有關合作夥伴及其所有權和管理的資訊，包

括業務背景、聲譽、資格和財務資訊；

• 評估任何與政府官員的關係；

• 持續追蹤可能風險或違法行為；以及

• 在從事商業活動前獲得任何必要的核准。

“危險信號”的例子包括： 

• 合作夥伴是或與政府官員有密切的家庭或業務關係；

• 合作夥伴由政府官員推薦，特別是對業務擁有權力的

人；

• 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推薦的廠商在其工作領域缺乏專業

知識或經驗；

• 中間方要求收取過高或以現金支付的費用/傭金；

• 合作夥伴要求異於常規付款條款，例如預付款、以另一

方的名義向帳戶付款、以與交易沒有關係的貨幣付款，

或在第三國付款，特別是如果該國是缺乏銀行透明度的

國家；

• 合作夥伴建議，為了獲得業務或“達成交易”，可能需要

一定數額的資金；

• 合作夥伴要求報銷特辦、錯誤記錄或最終緊急付款；以

及

• 盡職調查應注意合作夥伴提議保留的的分包商或供應

商，以協助與政府進行溝通。



12 Bridgestone Global Anti-Bribery Policy 

 
 

 

 

 

 

 

利益輸送 政治捐款 慈善捐贈 

 
   

 

普利司通禁止透過賄賂進行所有不當的利益輸送，包括“疏通

費”。由於此類利益輸送是一種腐敗行為，普利司通禁止利益輸

送，即使此類行為是當地慣例。 

 

 
 

很多國家的法律對公司向政黨捐款有嚴格的限制，在某些情況

下也會禁止。普利司通禁止公司資金、資源或設施直接或間接

用於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除非事先得到法務課和政府的核

准，並且前提是符合您的當地法規。 

作為我們企業社會責任承諾的一部分，以行動貢獻社會，普利

司通積極支持我們在世界各地經營的所在社區的慈善事業。 

 

提供慈善捐贈有可能會給普利司通帶來腐敗風險。風險可能以

各種方式產生，包括慈善組織實際上不存在、是前實體或空殼

實體或與政府官員關聯的情況。因此，在選擇慈善組織時必須

盡職調查，仔細盡責，並得到保證捐贈將用於預期目的，不會

轉用於不當受益人。 

 核心要求  

 

 

 

 

 

 

政府官員請求、向與政府官員有關的組織或向政府實體提供的

任何慈善捐贈必須事先得到法務課的核准。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 

用語定義 

 
 

 

“疏通費”是向政府官員支付少量款項，用於加快或便利例

行的服務，如處理簽證、許可證或其他申請、提供水電費

或裝卸貨物。普利司通禁止利益輸送情形發生。 

 

如果您正在考慮給予或提供慈善捐款，您必須確保滿足

以下條件： 

• 不給予、承諾或提供用於獲取或保留業務或任何其他

不正當利益； 

• 符合普利司通的政策、適用法律以及任何當地要領或

程序； 

• 不是向政府官員提供，也沒有跡象表明捐贈將轉用

於個別政府官員的個人用途；以及 

• 在公司的文件記錄中正確報告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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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記錄及報告 
報告問題或潛在 

違規行為 
 

  

 

為防止試圖通過不完整或虛假的報告或報表隱瞞不當付款，反

賄賂法律規定記錄和適當的內部控制的要求。根據這些法律，

普利司通要求其報表和記錄必須公平、準確地反映公司真實的

交易和資產。 

 

普利司通的所有員工都有責任確保他們遵守所扮演的角色和應

誠實記錄和報告的義務並記錄和符合內部控制要求。這包括保

留本要領要求的所有盡職調查和相關核決的記錄，並確保所有

付款和支出均公平、準確地記錄在公司的檔案中。 

如果您知道或懷疑可能發生或即將發生違反本要領的行為，您

必須及時向法務課報告此事。或者，您可以向BridgeLine報告此

事。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匿名向BridgeLine報告。 

 
| BridgeLine 

對商業行為或道德問題進行善意舉報時，普利司通禁止對此進

行報復。使用以下連結訪問您所在地區的BridgeLine： 

https://www.bridgestone.com/responsibilities/bridgeline/ 

 

 

稽核 
 

普利司通定期對相關的普利司通營運情況進行稽核，以確保繼

續遵守本政策和適用的反賄賂法律。您必須配合此類稽核活動，

不得干擾或阻礙此類稽核。 

 

 

 

 

 

 

 

 
 

 

 
 

普利司通全球反賄賂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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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解答 
 

 

 

 

常見問題 
 

 

問：我理解公司政策禁止“利益輸送”（為加快日常交易而向

政府官員支付小額款項）。官方費用（如加快護照處理或簽

證申請的費用）是否被視為“利益輸送”？ 

 

答：向政府機構（而不是個人）支付正式款項（如政府機構列

出的加急費用，以加快護照處理或簽證申請的處理），並由政

府開出正式收據，這不屬於“利益輸送”，因此，一般是允許的。

如果您不確定此付款是否適當且合法，請聯繫法務課。 

 

問：我知道賄賂是被禁止的，但如果政府官員（如警官或

移民官員）威脅要扣押或傷害我，除非我給他/她象徵性

的現金賄絡，那會怎麼樣？ 

 

答：普利司通意識到，在極少數情況下，如果員工未能遵守此

類要求，其健康或安全可能會受到威脅。如果您覺得您的健康

或安全處於迫在眉睫的危險之中，而且根據您的判斷，保護自

己的最佳方式是付款賄絡，公司不會禁止您支付此類款項。這

些類型的行為不是賄賂。一旦您到達安全的地方，立即向您的

經理、法務課以及（如適用）向相關部門報告此事件。且必須

報告並記錄在公司的文件中。 

 

問：我知道向政府官員賄賂是違反法律的，但每個人

都告訴我，這是在這個國家辦事的唯一辦法。我是否

可以通過雇用一名代理來進行規避，讓他付給官員傭

金嗎？ 

 

答：否。向政府官員行賄違反法律，無論賄賂是通過合作廠商

直接或間接支付。賄絡對您和公司的影響可能非常嚴重。您不

得通過雇用代理人來履行您或公司的法律責任，以從事您禁止

進行的活動。因此，在考慮雇用代理人時，必須進行適當的盡

職調查，以仔細評估雇用的理由、提議的服務是否適合支付費

用，以及代理人的背景、聲譽和資格。請諮詢法務課，瞭解有

關普利司通盡職調查流程的更多資訊。 

 

問：一名政府官員正計畫訪問我們的工廠，對產品品質進

行例行稽核。是否允許在訪問期間為官員提供餐飲招待？ 

 

答：通常允許為訪問公司設施的政府官員提供餐飲款待，只要不

頻繁，餐費合理，並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報。根據我們的《行為

準則》，未經法務課事先書面核准，不得向政府官員贈送或給予

任何禮品、娛樂招待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您還必須確保遵守所

有其他公司要領和程序，包括您所在地的法律。 

 

問：客戶要求的款項似乎屬於賄賂，但不清楚當地法律是

否禁止支付此款項。我可以進行付款嗎？ 

 

答：在進行任何此類付款之前，您應聯繫法務課，以確定此付款

是否適當，以及此類付款是否可能違反公司要領、當地法律或適

用於公司的任何其他法律。 

 

問：普利司通的反賄賂政策是否只涉及政府官員的賄賂行

為，還是也涉及任何其他人員的賄賂行為？ 

 

問：普利司通的反賄賂要領規定，所有賄賂行為均絕對禁止。

這包括政府官員未參與的商業賄賂。在任何情況下，普利司通

員工或代表普利司通行事的合作廠商不得向任何廠商（包括政

府和非政府客戶）及其代表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以獲得或

保有業務或任何其他商業利益。如果您需要更多資訊或進一步

的諮詢，請聯繫法務課。 

  

 
 

| BridgeLine 要查找您位置的 BridgeLine 資訊，請訪問：https://www.bridgestone.com/responsibilities/bridg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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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KAZU KIMIZU 

集團全球總法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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