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
前言
該《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適用於 Spirax Sarco 的供應商和承包商（以下簡稱
為“供應商”）。
Spirax Sarco 集團包括 Watson Marlow 集團公司和 Spirax Sarco 的子公司（以
下簡稱為“Spirax Sarco”）。
在 Spirax Sarco 的“全球供應鏈卓越計劃”中，可持續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採購產品和服務時，Spirax Sarco 致力於選擇那些像我們一樣注重品質、創
新、客戶滿意度、性價比和可持續性的供應商。其重點在於 Spirax Sarco 利害
關係人的社會需求和期望，同時預測在環境、社會、法律、經濟等方面有新的發
展。
Spirax Sarco 追求最高的商業行為和道德標準。採購是全球供應鏈卓越計劃的
重要環節之一。因此，Spirax Sarco 要求供應商參與這個計劃，努力恪守該《供
應商可持續性準則》所述的原則。
該《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代表了供應商及其下級供應商與 Spirax Sarco 進行
業務往來時，所必須遵守的最低標準。

適用範圍
該準則適用於與 Spirax Sarco 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包括其母公司、子公司或
附屬公司，其僱員（包括正式員工、臨時員工、約聘員工和移工）、供應商以及
與之有業務往來的其他第三方。供應商有責任向所有相關人宣傳和說明該準則，
盡職審慎檢查其附屬公司、僱員、供應商、代理商、下級供應商及與之有業務往
來的其他所有第三方是否遵守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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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政策
對於以下所列的政策，供應商至少應遵守：
1.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2.

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

3.

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

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CED）指導原則

5.

國際勞工組織（ILO）核心公約

6.

國際商會（ICC）行為準則

7.

英國《2010 反賄賂法》

8.

美國《反海外腐敗法》

9.

英國《2015 現代奴役法案》

10. 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衝突礦產）
11. 適用於其在經營所在國所從事活動相關的其他相關國際公約以及國家
和地方法規
如果 Spirax Sarco 在《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中規定的政策更加嚴格，應以該
準則為準。

1. 人權
供應商尤其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消除童工：供應商不得僱用未達到相關司法管轄區最低工作年齡的人員，
不得支持使用童工，除非是作為政府正式批准的教育性青少年培訓計劃
的一部分



消除在僱用、就業和職業相關的任何歧視



遵守最高工時、最低休息天數及其他任何不安全工作環境相關的法律和
法規



遵守最低工資相關的法律和法規



依照相關法律，尊重員工的結社自由



遵守解雇相關的法律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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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人權問題外，供應商還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英國《反現代奴役法案》
Spirax Sarco 及其供應商、其供應鏈內的所有實體和個人，均須遵守英國《2015
反現代奴役法案》。尤其是在供應鏈內部的勞工實現上，供應商應確保：


消除一切形式的非法、強迫或強制勞動、奴役和勞役



不以強迫、威脅或欺騙手段，誘使任何人向他人提供任何服務或利益，
或令他人得以獲得任何利益



任何個人和團體不參與人口販賣。販賣是指:
○

招募、運輸、轉移、窩藏、接收、轉讓或交換控制或以其他方式
安排或幫助運輸

○

透過任何強迫或強制勞動、奴役或勞役，進行以剝削為目的旅遊
的任何人

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
Spirax Sarco 的美國客戶要求 Spirax Sarco 遵守《多德-弗蘭克法案》，以確保
其產品中使用的礦產不會為侵犯人權的武裝組織直接或間接提供資金或利益。受
該法案管控的礦產包括：
鈮鉭鐵礦（鈳鉭鐵礦）；

黃金；

錫石；

鎢錳鐵礦；

上述礦物的衍生金屬。
如果供應商在其產品或生產過程中使用上述任何礦產，供應商須確定此類礦產的
產地或加工地是否位於下列任何國家：
剛果民主共和國；

盧旺達；

安哥拉；

南蘇丹；

布隆迪；

坦桑尼亞；

中非共和國；

烏干達；或

剛果共和國；

贊比亞。

供應商必須盡最大努力追蹤上述礦產的供貨源，並提交關於追蹤結果的證據。供
應商有責任將上述規定告知自己的供應商，以便監督其供應商遵守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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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和安全
供應商在經營活動中應確保其僱員、承包商、當地社區及其產品用戶的健康。
Spirax Sarco 要求其供應商的經營和管理體系及其僱員，主動積極地防範與工
作相關的傷害和疾病。應當確認、評估、消除或減輕其經營活動中的相關風險。


供應商應制定健康和安全政策，並由其企業主管批准和簽署；



供應商應為其僱員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供應商的經營設施必須依照相關法律和法規中的標準進行建設和維護；



供應商應做好應急準備並定期培訓僱員，以確保有足夠的合格僱員負責
應急計劃和響應，以及醫療工作。



供應商應避免使用危害僱員健康和安全的物質。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歐盟
關於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法規中規定的致癌、誘變和生殖毒
性（CMR）物質；



供應商交付的所有產品和服務須符合相關法律所要求的品質和安全標
準。與 Spirax Sarco 進行業務往來或代表 Spirax Sarco 經營活動時，
供應商必須遵守 Spirax Sarco 的品質要求；



供應商應為產品和服務的開發，制定環境、健康和安全標準，以消除或
減輕其產品在整個使用周期中對環境、健康和安全的負面影響；



供應商應證明其產品符合歐盟指令（2011/65/EU）RoHS Ⅱ和歐盟法規
(1907/2006/EC)；



供應商須遵守所有地方及國家關於健康和安全的法規，最好是已經取得
或正在辦理 OHSAS18001 認證。

Spirax Sarco 正在積極努力，希望不斷改善自己和客戶所有工作場地上工作人
員的健康和安全。在任何場地上進行工作時，供應商都應當遵守當地的場地管理
規定，並隨時維持嚴格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標準，包括但不限於上報所有健康和安
全隱患，針對必須符合場地安全要求的每一項高風險活動，制定風險與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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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可持續性
供應商應採取措施保護環境，減輕對自然資源的影響。Spirax Sarco 要求供應
商遵守所有與環境相關的法律規定，不斷提高其環境績效。供應商應當：


環境許可和報告：確保辦理和更新所有必需的環境許可和登記，遵
守其報告指南，隨時隨地遵守法律；



環境管理：制定並實施相關的環境管理制度（按照 ISO 14001:2004
等國際標準），以便發現、控制和減輕對環境的重大影響，最好是
已經取得或正在辦理 ISO50001 認證；



危險物質：查找供應鏈中存在的危險物質、化學品和材料，確保以
安全方式對其進行處理、搬運、儲存、回收、再利用和丟棄。應當
嚴格遵守與危險物質、化學品和材料相關的法律和法規。供應商應
當遵守相關法律和法規中的物質限制和產品安全要求。供應商應確
保關鍵僱員了解產品安全規則並接受相關培訓；



自然資源：最大限度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包括能源和水源。供
應商應採取健全的預防汙染措施，盡可能減少固體垃圾、廢水和氣
體排放。對廢水和固體垃圾進行排放和棄置之前，供應商應按照相
關法律和法規對其進行適當的處理，同時應制定長遠目標，將運往
垃圾掩埋場的生產營運廢料降為零；



產品：推動環保技術、節能和回收解決方案的開發，並實施能將環
境影響降至最低的物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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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德
供應商應嚴格遵守與其經營活動和商業環境相關的道德貿易法律和法規，並像
Spirax Sarco 一樣努力恪守國際公約。Spirax Sarco 特別要求供應商遵守下列
規定：


競爭：遵守本集團在“競爭法政策”中規定關於公平競爭的法律和
法規；



腐敗/反賄賂：供應商不得直接或通過中間人間接提供或承諾提供
任何個人利益或不當利益，以便從公有或私營的第三方獲得或保有
業務或其他利益。供應商不得支付或收受賄賂，安排或收受回扣，
不得做出違反，或致使其業務夥伴違反任何反賄賂法律和法規的行
為，包括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和英國《反賄賂法》；



洗錢：遵守所有與洗錢相關的法律。Spirax Sarco 的供應商不得
參與或協助洗錢；



利益衝突：供應商應向 Spirax Sarco 報告任何可能存在的利益衝
突，如果 Spirax Sarco 的僱員或者與 Spirax Sarco 簽有合約的專
業人員，可能在供應商的業務中擁有任何利益或與供應商之間存在
任何經濟關係，應向 Spirax Sarco 揭露；



禮品和接待：不得向 Spirax Sarco 的僱員提供禮品和招待。Spirax
Sarco 拒絕接受一切不合理、超出合適範圍和高於象徵價值的禮品
和招待；



衝突礦產：遵守所有與衝突礦產相關的法律。



申訴機制：供應商應當為匿名申訴、檢舉和管理制定相關的制度。
應當指定一名專員對申訴制度持續監督，以保密的方式記錄收到的
問題，並予以妥善處置；



記錄：供應商應保存清晰、最新的帳簿記錄，以證明其遵守相關的
原料、服務、政府和行業法規，並按照 Spirax Sarco 的要求為其
提供此類紀錄；



來源：供應商應當能夠揭露所交付產品的主要來源（原產國）。
Spirax Sarco 有權在某一時間要求供應商說明追溯至源頭的完整
供應鏈，以便評估供應鏈的合規性。



人權：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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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和確認
該《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是 Spirax Sarco 與其供應商簽定的任何合約必要的
一部分。供應商有責任將可能影響本文件的任何變化告知 Spirax Sarco。
Spirax Sarco 要求其供應商在此表述、保證並立約承諾，將向其供應商和承包
商逐級傳達該《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所述的原則，並採用類似持續改進與合規
的方法。
一旦 Spirax Sarco 的供應商同意遵守該《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
，則表明其接受
Spirax Sarco 對其遵守該《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的情況進行評估或審查。
Spirax Sarco 致力於以持續改進的方式與供應商建立長期可持續的關係，為此
將與供應商合作，共同制定和實施旨在改進供應商績效的行動方案。供應商應當
自由確定其改進行動方案，以提高其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績效。
──────────────────────────────────
本人在此確定，本人為下方所述公司的授權代表，已閱讀並理解上述文件的內容，
並確認該公司完全遵守 Spirax Sarco 的《供應商可持續性準則》。

供應商公司名稱：＿＿＿＿＿＿＿＿＿＿＿＿＿＿＿＿＿＿＿＿＿＿＿＿＿＿＿
供應商公司統編：＿＿＿＿＿＿＿＿＿＿＿＿＿＿＿＿＿＿＿＿＿＿＿＿＿＿＿
供應商法定註冊地址：＿＿＿＿＿＿＿＿＿＿＿＿＿＿＿＿＿＿＿＿＿＿＿＿＿
供應商代表姓名（正楷文字）：＿＿＿＿＿＿＿＿＿＿＿＿＿＿＿＿＿＿＿＿＿
供應商代表職稱（正楷文字）：＿＿＿＿＿＿＿＿＿＿＿＿＿＿＿＿＿＿＿＿＿
日期：＿＿＿＿＿＿＿＿＿＿＿＿＿＿＿＿＿＿＿＿＿＿＿＿＿＿＿＿＿＿＿＿
簽名：＿＿＿＿＿＿＿＿＿＿＿＿＿＿＿＿＿＿＿＿＿＿＿＿＿＿＿＿＿＿＿＿
公司印章（如有的話）：＿＿＿＿＿＿＿＿＿＿＿＿＿＿＿＿＿＿＿＿＿＿＿＿
原件簽署後寄回給相關的 Spirax Sarco 採購代表。
本文自簽署後生效，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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