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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诣专注于将人员、技术和空间联系起来，打造未来的工作方式。我认为，我们的成功取决于
每位员工的道德和诚信行为。

我们的行为准则反映了我们的领导原则，并指导我们所有人始终都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
事情。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要求，我们的员工之间协作时以及我们在与业务合作伙伴、供应商、
投资者和竞争对手合作时，必须秉持诚实、负责、诚信和公平四大原则。我们行为准则的相关
规定对于我们能否依照这些价值观来开展业务至关重要。	

我希望大家仔细阅读行为准则，在平时经常翻阅一下，以确保你和你的团队在工作中遵守我
们共同的价值观、有关法律以及公司的各项政策。它是将我们的原则付诸行动的指南。

感谢你们恪守职业道德，并按照最高的商业实践标准相互问责。我们每个人都积极追求卓越
和诚信的企业文化，为博诣的成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您对行为准则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经理或我们的法律团队，或人力资源团队。

Dave

CEO 寄语



“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要求，	
我们的员工之间相处时以及我
们在与业务合作伙伴、供应商、
投资者和竞争对手打交道时，
必须秉持诚实、真诚和公平三
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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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要求，我们的员工之间相处时以及我们在与业务合作伙伴、供应
商、投资者和竞争对手打交道时，必须秉持诚实、负责、诚信和公平四大原则。博诣行
为准则（下称“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我们能否依照公司价值观来开展业务至关重要，
这些价值观为我们的领导原则提供支持。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遵守本准则并恪守最
高的商业道德标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形成文化以及建立和保持牢固的商业联系的
关键所在。我们的行为准则有助于促进： 

•  诚实和符合道德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随时随地正确行事；

•	 遵守适用的政府法律、法规和条例；	
•	 回馈社会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	 实现透明度和财务诚信；以及	
•	 及时报告违反本行为准则的行为并追究责任，		
确保遵守本准则。

我们的准则需要反复阅读，它是将我们的原则付诸行动的指南。博诣的员工、管理人
员及董事（统称为“我们”）必须遵守本行为准则中的原则和指导方针。我们还希望，在
世界各地以我们的名义工作的人员（包括合同工人、代理、顾问、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
伴）都遵守本准则的标准。

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
“本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我们
能否依照公司价值观来开展业
务至关重要，这些价值观为我
们的领导原则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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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准则

C3 – 客户、客户、客户。
客户至上是每个人的工作。领导
者可以解决客户的大问题或小问
题。他们与客户、渠道合作伙伴及
其团队紧密合作，提供创新的解
决方案。

前进向上
领导者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但专
注于未来。他们迅速适应市场变化。
他们创建解决方案，让公司充满
活力、获得良好势头、取得出色成
果，从而推动公司向前发展。

领导者领航
领导者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大家庭
的一分子，并作为地球、资源和人
员的良好管理者做出决策。

更上一层楼
领导者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并知道细节很重要。他们知道涓
滴成河，他们寻求各种机会来不
懈地改进团队、产品和流程。

实现飞跃
速度对企业至关重要。领导者鼓
励并要求周围的人从战略上思考
并果断行动。博诣重视承担经过
计算的风险。

发扬主人翁精神
领导者从内到外地了解自己的业
务、客户和团队。他们不会牺牲长
期价值来获取短期成果。领导者
正直行事，像花自己的钱那样花钱，
并将博诣置于首位，超越职能、角
色和自己。

大胆沟通
领导者说话坦率，但并非无礼。他
们相互提出建设性的质疑，以获
得最佳结果或做出最佳决策。一
旦做出决策，领导者就会统一阵线。

并肩协作
我们是一个团队。领导者言出必行，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问责。

领导力准则是我们作为一家公司非常重视的行为和习惯，他们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契约，	
定义了我们在彼此面前如何表现。每个人都是博诣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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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活动上报、禁止报复及强制干预	
我们的道德举报和禁止报复政策旨在营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让您可以善意提出有关公司责任、适用法律
的合规性、财务违规以及政策违规行为的问题或疑
虑（无论是您知道的还是怀疑的），而不必担心遭到 
骚扰或报复。	

如果您发现有任何可疑、不道德、欺诈性或非法的活
动违反或可能违反本行为准则的指导方针，应立即
向管理层或者我们的法务部、内部审计部、人力资源
部或合规部上报。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道德热线以
保密、匿名的方式报告情况，可以在网上报告或打电
话报告。对出于善意上报确知或疑似违规行为的任
何人员进行的报复行为，我们绝不容忍。	

所有上报的涉嫌违规行为都将进行相应调查。调查
期间，希望您充分、诚实地配合调查工作，包括配合
个人面谈或回应合理的文件请求或书面声明请求。如
果不能充分、诚实地配合调查工作，可能会受到相应
的纪律处分。	

在可行的情况下，调查过程中披露的报告和任何相
关信息将被视为机密，但开展调查、采取任何补救措
施或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时可能需要披露这些信息。	

如果发现任何人的行为违反了本准则、任何适用法律
或法规、博诣的其他任何政策，抑或是他们没有上报确
知或疑似违反本准则的行为，博诣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纪律处分可能包括立即终止雇佣关系、书面或口头训诫、
暂时离职或停职、终止业务关系或者其他任何处分，由
博诣自行决定。在确定是否采取以及采取何种纪律处
分时，博诣可能会考虑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的类型和严
重性、个人的历史表现，以及此人以前的任何不当行为、		
纪律处分或违规行为。如果博诣蒙受损失，它也可能会
针对相关个人或实体实施其补救措施。如果违反了相
关法律或法规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将问题转移给相关
机构并且全力配合他们的工作。

“我们绝不容忍对出于
善意上报确知或疑似
违规行为的任何人员
进行报复的行为。”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Ethics%20Reporting%20and%20Non-Retaliation%20Policy.docx?d=w13d3f2dffa1c402bbf66d3a76b67268e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68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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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
他们作为地球、资源及人员的良好管理者
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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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法 – 工作场所权利	
只有所有人高度负责、携手努力，才能带来博诣的成
功。我们任何时候的行为，都应能体现我们本身、同
事和博诣的最高利益。员工应避免进行干扰或可能干
扰博诣经营或他人权利的行为或活动。我们尊重他人
的权利和感受，不会做出任何可能损害我们本身、同
事、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或来访者的行为。博诣的
全球性工作环境建立在互相尊重以及对我们工作场
所的尊重的基础上。我们遵守与平等就业机会相关
的法律、美国残疾人法案（或类似的地方法案）、工作
场所无毒法案，以及有关创建无歧视、无非法骚扰工
作场所的法律法规。

防止骚扰和歧视
博诣旨在营造一个没有非法骚扰或歧视的工作环境。
我们遵守禁止骚扰、歧视和报复的所有地区法律及当
地法律。我们的禁止骚扰、歧视和报复政策将促进博
诣全球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倡导多元化
和包容性，我们在工作时不会受到骚扰和歧视。	

骚扰和歧视包括任何形式不受欢迎的动作、目光或
语言，这些行为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令人生畏、充满攻
击性或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然而，对“骚扰”的定义
可能因地区而异，例如可能包括：性骚扰，冒犯性的语
言或笑话，对种族、民族、性别或宗教的诋毁，侮辱性
言论，恐吓性或威胁性行为，或对他人的敌意行为。	

如果您认为自己或同事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者您
发现任何可被认为是歧视或骚扰的行为，应立即将情
况报告给我们的人力资源部或道德热线。博诣鼓励开
诚布公地交流，绝不会对出于善意报告疑似骚扰行为
的任何人进行报复。对于员工提出的疑虑，我们会立
即客观地进行调查并相应地予以解决。

领导者领航

我们热情地拥抱不同的
文化和观点，尊重所有人。

多元化与包容性
博诣支持人际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		
需要最有智慧的人员，最优秀的创新者，创造性的思
想家，能干的人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博诣人推动我
们的战略和业务向前发展。我们热情拥抱不同的文
化和观点，尊重所有人。博诣的理念（即包容性、多样
性、教育和意识）是我们是谁及我们做什么的核心所在。
我们鼓励每个人放眼大局，勇于直言，积极挑战，并
培养一种敏感的好奇心文化，重视和尊重不同的观点。
为此，必须让我们的员工感到能够把真实的自我带到
工作中。我们努力吸引、激励和留住最优秀的人才，使
我们成为最佳公司，而且我们的领导者一直在寻找创
造归属感的方法。	

我们根据人员优点作出雇佣决定，并为所有人员提供
平等就业机会，而无关乎人员的性别、性别认同或表
达、种族、年龄、宗教信条、民族、身体或精神残疾、血统、
肤色、婚姻状况、性取向、服役或退伍军人身份，是否
为家庭暴力、性侵犯或性跟踪受害者的身份，以及身
体状况、遗传信息或者适用的平等就业机会法律所认
可的其他任何受保护的种类或类别。我们热衷于传承
我们的文化，将每个人都视为博诣团队的重要成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平等就业机会政策或联
系我们的人力资源部。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Policy%20Prohibiting%20Harassment%20Discrimination%20and%20Retaliation.docx?d=wde8239067af3456e92be41e9c828cd2f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687/index.html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Equal%20Employment%20Opportunity%20Policy.docx?d=wc94f3062924c44a3ba62e67b35af77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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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从内到外地了解自己的业务、
客户和团队。他们不会牺牲长期价
值来获取短期成果。领导者正直行事，
像花自己的钱那样花钱，并将博诣置
于首位，超越职能、角色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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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与招待
博诣重视与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在业务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适当地提供或接受合理的礼品、餐饮或
招待。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博诣的任何客户、供应商
或业务合作伙伴（或其他任何人）给予的、可能被认
为是为了影响或意图影响任何业务决策或行动的任
何优惠、报酬、礼品或有价值的东西。同样，我们不能
向他人给予任何这类报酬或礼品。

即使允许送礼，我们也不能提供或接受任何奢侈、频
繁或昂贵的礼品、餐饮或招待。我们将遵守差旅和费
用报销政策中规定的金额限制，或按该政策中的规
定提前获得批准。

在商业业务环境下能够被接受的事情，在与政府的
交易中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必须谨慎
行事，遵守有关与政府客户和供应商关系的法律和
法规，并且必须事先获得法律部门的批准，才能向政
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任何员工给予或提供任何商务
礼遇。	

如果对特定报酬或礼品是否符合差旅和费用报销政
策有疑问，请联系财务部或法务部。另请参阅博诣的
利益冲突政策和反腐败政策。

发扬主人翁精神
全球反腐败与反贿赂	
博诣一贯秉持最高的道德标准。我们不参与任何形式
的贿赂或腐败。我们宁可放弃某些业务机会也不行贿。
我们不会为了误导业务相关的决策而向他人承诺赠予
或赠予优惠、金钱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同样，我们不
会要求也不会接受他人为了换取业务或其他任何不公
平的优势而赠予我们的金钱、礼品或任何有价值的东
西。博诣一直严格遵守地方和国家的反腐败法，包括美
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和英国的《2010 年反贿
赂法案》。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必须完全遵守这些法律
以及其他所有适用的反政府腐败和商业贿赂法律的条
文和精神。	

我们有责任在我们开展业务的每个地区遵守反腐败法
和反贿赂法。我们还希望业务合作伙伴以及以我们的
名义工作的第三方也遵守这些法律。任何与政府官员
或其员工拥有重大利益的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都应
提交给法务部。	

我们的反腐败政策提供了有关这些事项的更多详细信
息和指导。如果您怀疑或获悉任何涉及贿赂、簿记或内
部控制的行为，且您认为该行为可能非法、不道德、不
适当或违反博诣政策，您应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我们的
法务部，或通过道德热线进行报告。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b:/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SgJbu7Vdn1JgCgDmWfpnOcBpdCTlSg3idF7lcGfKhqDhA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b:/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SgJbu7Vdn1JgCgDmWfpnOcBpdCTlSg3idF7lcGfKhqDhA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b:/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SgJbu7Vdn1JgCgDmWfpnOcBpdCTlSg3idF7lcGfKhqDhA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b:/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SgJbu7Vdn1JgCgDmWfpnOcBpdCTlSg3idF7lcGfKhqDhA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ZSbnOEXZYhHkQdttkyvywkBIaAoN84M9XNaSpOhYcpEfw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WW-LEG034%20Anti-Corruption%20Policy.docx?d=w8d00740185364c19a7940c1d87e7d064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WW-LEG034%20Anti-Corruption%20Policy.docx?d=w8d00740185364c19a7940c1d87e7d064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68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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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
为了保护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以及促进充满良性竞
争的繁荣市场，很多国家/地区都制定了法律来禁止
某些会压制良性竞争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商业行为。
这些法律广泛而深远，我们严格遵守这些法律的条
文和精神。这些法律通常监管我们与经销商、分销商、
交易商、客户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博诣努力避免
进行任何根据适用的公平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而可能
存在可疑问题的商业行为。我们在履行职责时必须
牢记这一点，因为违反这些法律可能会受到严厉处罚。

我们在处理与客户、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及我们的竞
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沟通时必须小心谨慎。
请记住，我们的渠道合作伙伴也可能会出售竞争性产
品或可能是博诣的竞争对手，而且渠道合作伙伴之
间也存在竞争关系。我们不得参与任何可能导致渠
道合作伙伴相互勾结或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我们
可以与竞争对手一起参加同一个行业协会或标准制
定机构，前提是该协会以适当方式成立，具有合法目
的，且其所有活动都只服务于		
这一目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得就价格、折扣、其他销售条款条
件、利润或利润率、成本、产品或地域市场的分布、客
户群分布、生产限制、客户或供应商的抵制、或投标
或投标意向等问题，与任何竞争对手达成任何协议
或谅解，也不得与竞争对手就这些问题讨论或交流
信息。同样，我们的分销商可以自行制定转售条款（
包括价格），我们不得强制或强迫分销商在很多司法
管辖区内就博诣产品的转售价格与我们签订任何协
议。某些情况下，可以允许这些法规例外情况的存在，
如可以向竞争对手采购或出售非竞争性产品，但是
必须由博诣法务部事先书面明确批准所有合法计划。
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限制，因为竞争对手相互勾
结是违法的，且一旦违规，后果不论对博诣还是相关
方来说都会十分严重。	

尽管这些法律的精神（即，“反垄断”、“公平竞争”或“消
费者保护”）都非常直观，但是在特殊情况的应用也
可能非常复杂。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基本了解这
些法律，以便博诣做到完全守法。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的法务部应及早介入。

尽管我们在进入的任何市场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但我们一直都遵循公平、诚信、道德和合法的原则。
尽管向客户展示博诣产品的特点是非常正当的，但
是我们不会通过广告或其他信息为我们的产品或竞
争对手的产品给出误导信息。我们会根据自身优势
进行竞争，不会不公正地贬低别人的产品。

利益冲突
我们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不应逾越博诣利益冲突
政策中规定的有关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规定。当个
人活动、利益或关系干扰、影响或者疑似干扰或影响
到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在做对博诣最有益的事情
时的客观性、有效性或判断力时，即存在实际或潜在
的利益冲突。如果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同时效力于
博诣和另一实体（例如，博诣的竞争对手、供应商或
客户），可能就会出现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如果员工、
管理人员或董事能够影响博诣的业务决策，进而可
能使其自身（或者其亲属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人）获
益，也可能会出现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例如，该员
工、管理人员或董事或其亲属在博诣的业务联系公司
中占有大部分股份，或由于该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
或其亲属参与博诣的某一业务交易或该员工、管理
人员或董事在博诣的职务而获得由第三方提供的回
扣、贿赂、贵重礼品或特别报酬，都有可能导致获得
私人利益。

如果您可能对与博诣和其他个人或实体的交易带来任
何影响，请务必向法务部披露任何该类实际或潜在利
益冲突的可能性，以便我们尽力避免。

我们的利益冲突政策可以帮助您避免涉足可能与博诣
存在利益冲突或可能影响到您服务博诣的责任或能力
的任何活动、协议、商业投资或利益。如果您不确定是
否会存在利益冲突，请联系法务部以便获得更为详细
的分类信息。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ZSbnOEXZYhHkQdttkyvywkBIaAoN84M9XNaSpOhYcpEfw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ZSbnOEXZYhHkQdttkyvywkBIaAoN84M9XNaSpOhYcpEfw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ZSbnOEXZYhHkQdttkyvywkBIaAoN84M9XNaSpOhYcpE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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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诚信、记录保留以及道德报告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有责任在提交给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其他国家/地区法律部门的文件中以及
在其他公开通信中，以受众可理解的方式合理充分、
公正、实质上准确、及时地披露我们的经营状况和财
务状况。我们极其重视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博诣的财
务信息有助于指导我们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作出决策，
这也是我们的股东和金融市场所依赖的。

我们以合理的详细程度维护财务账簿、记录和账目，
以便及时而准确且公正地反映博诣的所有重要交易
情况。我们仅在授权的系统、应用程序、软件和平台
中维护此类账簿、记录和账户；不会将未经批准的系
统、应用程序、软件和平台用于维护此类账簿、记录
和账户。博诣及其下属机构应建立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以便有效地审核及落实政策合规性。

根据博诣记录保留政策，我们有责任遵守以下博诣
关于落实和上报商业交易、从此类交易管理层处获
得合理许可并保留恰当文献的规定。这些记录存档
要求是对其他所有博诣财务政策的补充。任何员工
都不得有意不履行适当的内部监控制度，也不得故
意伪造任何财务帐簿、记录或账目。这项关于准确
和公正记录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员工保留时间报告单、
报销帐单及其他博诣记录的情况。我们的记录保留
政策要求我们遵守法务部发布的所有指令，包括诉
讼封存通知书。

博诣的任何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均不得直接或间接
干扰或试图非法影响对博诣财务记录的审计工作。违
反这项规定者将受到行政处分，最严重处分包括终止
聘用，甚至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

如果您得知或怀疑博诣内部发生任何不当或可疑的
交易、会计或审计行为或其他事宜，或者您认为博诣
对财务报告的内部管控不足或不当，或者觉得博诣在
定期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或在其他
公开通信中没有以受众可理解的方式合理充分、公正、
实质上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您必须立即将情况上
报给财务部、内部审计部或法务部，或者通过我们的
道德热线以保密（您还可以要求匿名）的方式进行报告

（可以在网上报告或打电话报告）。这种性质的报告将
提供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您也可以直接向董事
会的审计委员会报告此类事项。

我们要求员工上报有关金融诚信、违反法律或违反公
司政策的疑虑（您可以选择通过道德热线匿名上报）。
对于员工基于合理理由认为发生不当行为，并且出于
善意上报此类问题，我们严格禁止对上报问题的员工
进行任何歧视、打击报复或者骚扰。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Corporate%20Records%20Retention%20Policy.docx?d=w1622a7acacb64ed4a8a01cda4aa730bc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Corporate%20Records%20Retention%20Policy.docx?d=w1622a7acacb64ed4a8a01cda4aa730bc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Corporate%20Records%20Retention%20Policy.docx?d=w1622a7acacb64ed4a8a01cda4aa730bc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687/index.html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68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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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	内幕交易	
美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责任义务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
所有博诣董事、管理人员和员工。在正常经营过程中，
我们可能获悉有关博诣或其他公司的敏感信息。这些
敏感信息可能未经公开，并且被视为“内幕信息”。“内
幕信息”指的是任何尚未公开披露以及对投资者做出
购买、出售或持有证券的决定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	
	（通常被称为“重大非公开信息”）。

机密或其他商业信息属于博诣的财产，我们不得利用
这些信息通过购买或出售博诣证券来谋取私利，不得
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其他人而使其获益，或者使其能够
以我们或他们自身的名义获益。滥用这些重大非公开
信息，是违反本准则和美国证券法的行为。	

内幕交易是犯罪，可能会受到刑事和民事处罚。对内
幕交易的处罚很严厉，可能包括罚款、监禁、禁令、私
人诉讼和解雇。如果博诣的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进
行非法交易或做出其他不当行为，博诣也可能受到
处罚。	

交易封锁期
博诣对其高级职员、董事和某些员工实行交易封锁
期，这意味着他们在禁售期内不得买卖博诣证券。为
了帮助您了解交易窗口何时开放和关闭，博诣的法务
部门会发送消息，通知您是否受交易窗口的限制以及
窗口开放的日期，具体取决于交易的预先审批。如果
您受交易窗口的限制，请注意，员工股票购买计划中
的股票销售以及其他任何公开市场交易的购买与销
售只能在股票的公开交易期内进行，而且要求您不能
掌握任何重大非公开信息。在封锁期停止交易不仅
适用于市场交易，也适用于任何公开限价或其他交
易——如果在股票交易窗口关闭前尚未完成交易，则
应取消交易。

不发生内幕交易违规行为		
对我们每个人和博诣来说		
都很重要。请认真阅读博诣
的内幕交易政策和计划，其
中详细介绍了有关内幕交易、
博诣的交易封锁期以及博诣
禁止卖空、使用衍生产品或
以其他方式对博诣股票进行
质押或对冲的信息和指导。

可经常获得重大非公开信息的任何员工在进行交易之
前，必须得到首席法务和合规官或其指定人员的预先批准。
另外还要注意，博诣有时会在正常封锁期外关闭交易窗口，
或者可能将某些个人置于额外的交易暂挂状态。当博诣
这样做时，您将不能继续进行交易，直至针对您的额外封
锁期或任何交易暂停结束（并且要求您不能掌握任何内
幕信息）。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法务部。

对于卖空交易、使用衍生品或质押博诣股票的禁止
规定
我们不得对博诣股票进行卖空交易。“卖空”是指在交易中
通过降低博诣股票价格来使某些人获益。我们不得使用
衍生品（例如，认购期权或认沽期权，但博诣授予个人的
股票期权除外），也不得质押或对冲博诣股票。博诣股票
不可通过保证金账户持有。

禁止附加协议
博诣的收益确认政策明确禁止“附信”（与客户达成的、用
于修改或取代现有或之前采购订单或合同条款，并且未
能及时告知财务部或法务部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如果您
了解到存在任何附加协议，则必须立即上报给财务部或法
务部，或者也可以通过道德热线进行匿名上报。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b-zyU6SzRlLuAA2EGk6jbMB4qTfeRgSuvIuaUdxu9nppg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68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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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捐赠和游说
我们必须完全遵守所有有关政治献金的当地、州立、
联邦、海外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条例和法规。如未获得
博诣首席法务和合规官、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的
书面许可或在必要时获得董事会书面许可，博诣的资
金或资产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用于或捐献给政治竞
选活动或政治党派。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可私自做
出时间或金钱形式的捐献，前提是不得暗示博诣赞成
其这样做。

慈善捐赠
在博诣，我们都是优秀的全球公民，致力于最大限度
地发挥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的积极影响。我们自
愿对全球各地的组织提供指导和捐赠。为了遵守与慈
善捐赠有关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和条例的规定，我
们将仅使用博诣基金或资产（包括以报销方式）进行
慈善捐赠，或者由博诣或代表博诣根据全球捐赠政策
进行慈善捐赠。我们使用全球捐赠门户网站进行捐赠。

媒体沟通
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已指定专人负责就博诣业务与新
闻媒体进行沟通。如果您接到新闻媒体的采访或评论
邀约，并且问题涉及到投资信息或股东咨询，您应该
将此类问询提交给所在地区的企业公共关系部或投
资者关系部。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insideplantronics/human-resources/SiteAssets/Global_Giving_policy_HW.pdf
https://poly.benevity.org/user/login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sites/PublicAffairs/SitePages/Communications.aspx
http://investor.poly.com/?_ga=2.71907283.1953018804.1560790248-717139537.1552942380
http://investor.poly.com/?_ga=2.71907283.1953018804.1560790248-717139537.155294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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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可以解决客户的大问题或		
小问题。”他们与客户、渠道合作伙
伴及其团队紧密合作，提供创新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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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客户、客户
我们积极致力于维持达到或
超越所有适用法律要求的重
要环保流程，以及博诣签署的
一些自愿性计划法案，包括以
下几方面：

•  利用太阳能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报告循环利用
•  节约用水
•  可持续建筑实践
•  产品监管

博诣文化
我们相信，以合乎道德且负责任的方式做事是对的，
也是正确的经商之道。我们严格遵守我们开展业务
运营的所有地区和地点的法律。我们秉持着最高的
道德和金融诚信标准行事。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博诣
恪守道德、认真负责和诚信行事的企业文化的基础。	

全球公民
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大家庭的一分子，并作为地
球、资源和人员的良好管理者做出决策。我们在环境
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客户导向质量方面做出了不
懈的努力，对此我们引以为豪。		我们的企业责任报
告 (CSR) 加强了我们持续致力于关注环境、社会和治
理 (ESG) 问题的承诺，这将对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更
广泛的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并将为我们的企业创造
价值。	

负责任的制造和采购
我们致力于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产品生产和物料采
购，并且要求我们的供应商也信守这一承诺。我们
制定了供应商行为准则，其中明确指出，我们希望博
诣供应商以合法、合乎道德且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
务。我们与供应商合作，共同促成向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无冲突采购供应给博诣的零件和产品。

人权
我们明白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维护和促进基本人
权的重要性。我们的全球人权政策反映了我们在运营、
供应链和社区中尊重个人人权和尊严的承诺，并支持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
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后续措施》中概述的原则。我
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也遵从这些原
则。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支持这些做法，并且力求
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整个供应链中出现侵犯人权事
件的风险。

环境可持续发展
我们拥有 6,500 多名员工，遍布全球逾 75 个地点，为
此，我们积极致力于维持达到或超越所有适用法律
要求的重要环保流程，以及博诣签署的一些自愿性计
划法案。我们的环境政策指导着我们在世界各地进行
产品开发、运营和设施管理。我们旨在节约水和能源
并减少废物和碳排放。

客户导向质量
我们致力于提供可带来卓越客户体验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遵守全球质量标准，并推动产品持续改进，从而
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以及维持和提升我们
的品牌声誉。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WW-LEGSCOC%20Supplier%20Code%20of%20Conduct.docx?d=w76b63c9c8c354eeb985bc1883b9dc06e
https://www.poly.com/content/dam/www/company/doc/poly-global-human-rights-final-051321-en.pdf
https://www.poly.com/content/dam/www/company/doc/poly-global-environmental-policy-final-03312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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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并知道细节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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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	
我们努力与我们的博诣员工以及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和
竞争对手进行公平交易。我们不会通过操纵、隐瞒、滥用
特权信息、歪曲事实或任何其他不公平的做法来不正当
地利用任何人。

客户关系	
作为博诣的代表，您所做的一切，应该以为客户创造价
值和帮助建立互信的关系为宗旨。我们多年来一直为客
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建立了良好的商誉。商誉是我们最
重要的资产之一，我们必须保护商誉并提升声誉。

选择供应商	
博诣的供应商对于我们取得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采
取激励机制，让供应商相信我们会以合法且合乎道德
的方式与他们进行业务往来，从而使他们乐意与博诣合
作。我们将根据具体需求、质量、服务、价格、条款、条件
以及能否胜任并以合乎道德且高效地方式完成任务等
因素来采购供给和选择供应商。在选择供应商时，我们
并不会因以下因素而区别对待，包括性别、性别认同或
表达、种族、年龄、宗教信条、民族、身体或精神残疾、血
统、肤色、婚姻状况、性取向、服役或退伍军人身份，是否
为家庭暴力、性侵犯或性跟踪受害者的身份，以及身体
状况、遗传信息或者适用的平等就业机会法律所认可的
其他任何受保护的种类或类别。

更上一层楼
“我们力争与我们的博
诣员工以及我们的客
户、供应商和竞争对
手进行公平的互动。” 

博诣的供应商通常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第三方（包括
博诣的竞争对手）出售其产品或服务。但在某些情况
下，如果产品或服务是根据博诣特有的规格或使用博
诣的机密信息来设计、制作或开发，则供应商与博诣
签订的供应商协议上可能会限制此类产品或服务的
出售。

政府关系和政府合同
我们在与政府雇员或官员进行联系或处理事务时，应
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管理法律法规，且所采取的商业
行为应坚持高度的道德和法律标准。	

我们在与政府实体（包括联邦、州和当地政府）进行业
务往来时，适用的法律规则与合同要求要比适用商业
客户的规则严格许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应
用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与政
府交易和合同相关的某些特殊要求以及所有博诣准
则与政策。我们会遵守政府合同或分包合同中规定的
所有条款、程序和流程。

如果您的工作涉及政府合同，请确保您充分理解适用
这些客户关系的特殊规则和合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规定认证和陈述准确性的规则、定价义务、与联邦雇
员交互、原产地要求和其他问题。请务必了解哪些合
同要求适用于第三方，如顾问、经销商、分销商或供应
商，确保第三方了解并达到这些要求。如果对于政府
关系、政府销售交易或政府合同存在任何疑问，您可
以联系咨询博诣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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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和进口管制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必须遵守业务运营所在国
家/地区的当地进口法规。我们致力于准确、及时地向
政府海关部门进行申报。	

	我们会恰当地申报所有商业货物，其中包括原材料、
成品、样品、机械、模具、礼品和奖品。以博诣名义发
运的物品将被视为商业货物，博诣将对所有错误或不
恰当的申报承担责任。因此，我们不得伪造文件、走私
物品或刻意规避进口法规。我们不得通过提供任何不
正当报酬的方式加快进口或海关清关速度，包括不正
当的便利或其他“灰色”报酬。我们明白，进行准确及
时的海关申报对我们的名誉非常重要，我们可因此得
以继续在我们会进行贸易的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享有
作为进口商/出口商的特权。	

手持产品	
我们对于员工手持物品去国外报以谨慎态度。正确申
报非常重要，因为携带物品的员工如果未在入境口岸
进行恰当申报，所携带的手持产品、原材料、设备、测
试夹具、模具、机械、礼品或奖品将被视为非法。	

我们不鼓励手持产品越过国际边境，因为恰当申报
物品的流程很复杂。此外，进口程序以及关税和费用
支付程序因地方而异，可能很麻烦，从而导致个人转
机或货物进口延误。相反，员工必须使用每个博诣办
事处的发货和接收部门发送此类物品，或者联系全球
贸易合规团队。	

恰当的进口申报	
我们以及与博诣有业务往来的各方均不得篡改有关
发货、搬运或进口货物的文件；在未有符合适用的当
地政府海关法律所需的准确、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不
得进口货品。	

经济制裁、反恐怖主义和经济抵制
我们必须遵守美国以及我们开展业务运营的其他国
家/地区的贸易法律和法规，包括美国出口管理条例
以及有关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的部
分国家/地区和个人的其他美国经济制裁计划中的若
干规定。我们不能直接或间接从事或者支持恐怖主义
活动。我们遵守美国的反抵制法律和相关法规，这些
法律和法规限制美国公司助长或支持未经美国政府
批准的抵制活动。

出口管制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可能对所出口的“货品”（包括
商品、软件和技术）要送达的目的地制定了相应的出
口法律和法规。出口法规非常复杂，适用于在国际开
展业务的所有国家/地区。如果您不确定您的货品是
否属于管制货品，请联系全球贸易合规团队。在美国
境内制作的软件，即使是在国外拷贝复制和包装，也
应遵守这些法规。某些情况下，出口管制也可能包括
在美国境内对外籍人士做出含有技术数据的口头陈
述。我们和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不得在被禁运或制
裁的国家/地区进行营销、提供服务或者销售产品或
技术，除非得到全球贸易合规团队和法务部的明确
书面许可。	

全球贸易合规团队将为您提供有关指导，告诉您哪些
国家/地区属于禁止的目的地，或提议发货的博诣产
品或其他货品是否需要获得政府许可。	

技术、设计及开发的出口	
技术（例如图纸、源代码、算法、加密功能和其他技术信
息）出口受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反恐怖主义法律法
规的管辖。在向被禁止的或敏感的外国国民或国家/地
区提供技术之前，我们将始终咨询全球贸易合规团队。
保密协议不被视为转让技术、设计和开发的书面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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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言出必行，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相互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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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信息与专有信息信息
我们的保密信息和专有信息是宝贵的资产，我们有
责任保护这些信息。我们只能将保密信息和专有信
息用于博诣的商业目的，且在使用时必须采取适当的
保护措施。	

如果要通过互联网传输保密信息或专有信息，必须采
取适当措施来防止这些信息被盗用。信息保护包括根
据我们的信息分类和处理政策对信息进行正确标记、
维护、安全保护和处理，以及对博诣根据保密协议合
理接收的第三方保密信息提供保护。	

聘用员工时，我们需要签署《员工保密信息及发明转
让协议》（或任何协议的前身）。该协议规定了我们的
保密责任，说明如何处理先前发明，要求我们披露可
能从旧雇主那里带来的物品，并将发明权及其他专有
权利转让给博诣。我们对博诣非公开商业信息具有
保密和信任义务，这项义务也适用于博诣的任何客户、
顾客、供应商或其他业务合作伙伴的非公开商业信息。	

博诣保密信息的披露信息
为了进一步发展博诣的业务，我们可能会向潜在的业
务伙伴披露保密信息。在没有对潜在的利益和风险进
行认真细致的考虑之前，不得披露任何保密信息。如
果您和博诣管理层确定有必要披露保密信息，您必须
确保信息接收方签订书面保密协议，才可向其披露保
密信息。有关保密协议的信息，请咨询 NDA Central。	

并肩协作
“博诣保密信息和专有信
息是宝贵的资产，我们有
责任保护这些信息。”

处理他人的保密信息
如果他人向博诣提供有关其产品或业务的保密信
息，我们必须遵守与这些信息提供方签订的任何协
议，保护他们的保密信息。我们不得接受第三方提供
的、据称是保密信息的信息，除非已经与信息提供方
签订保密协议。即使签订了保密协议，我们也只应该
接受实现既定目的所必需的信息。如果对方提供更
具体或更全面的保密信息，且该保密信息对该目的
并没有必要，则应拒绝接受或立即退还该保密信息。

知情需要
博诣保密信息和他人的保密信息只能传播给为了完
成业务目标而有需要了解信息且签订了保密协议的
博诣员工或其他方。	

竞争信息
我们不得试图获取、窃取或非法使用竞争对手的保
密信息，不得为了获取对方的保密信息而接触竞争
对手。由于博诣确实聘用了某些竞争对手以前的员工，
我们充分认识并尊重这些员工不利用或泄露其之前
雇主保密信息的责任和义务。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Information%20Classification%20and%20Processing%20Policy.pdf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sites/bpflow/NDACentral/SitePages/NDA%20Central.aspx?PageView=Shared&InitialTabId=Ribbon.WebPartPage&VisibilityContext=WSSWebPartPage


23

博诣 | 行为准则 | 2022 财年

隐私政策
我们制定了隐私政策，旨在说明博诣会收集的各种信
息、我们对这些信息所具有的责任，以及我们对于个
人信息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我们向个人提供与
个人信息相关的选择、通知、安全和访问权限。我们都
有责任避免滥用他人的个人信息，保护他人的个人识
别信息，以及遵守我们的内部隐私政策。我们的安全
程序限制访问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并要求我们每一
位员工采取措施保护个人信息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
请务必了解根据公司程序规定您应承担的职责，并仅
在获得公司数据政策、信息安全政策、隐私政策及适
用的数据保护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收集、使用和访问
用户个人信息。

我们深知全球隐私保护法律不断变化，为此我们将竭
尽全力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包括与美国相关的发展，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CCPA)；与欧
洲相关的发展，包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规》和待定
的《电子隐私保护法规》；以及我们开展业务运营的其
他国家/地区的各种隐私、数据保护和反垃圾邮件保
护法。如果我们的隐私政策有任何重大变更，将在博
诣网站上及时公布。我们知道，滥用个人信息可能导
致纪律处分、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

如果您对可能是敏感信息或受我们内部隐私政策约
束的信息的访问或使用有疑问，请联系法务部。	

版权标准
我们尊重保护他人作品的版权法，不侵犯版权。在影
印和发行出版物、照片或其重要部分时，我们首先应
获得出版商的许可。如果对您是否可以复制某出版物
存在疑问，请咨询法务部。

保护博诣资产
我们保护并有效利用博诣的资产。在使用博诣的资源
和财产时（包括时间、物料、设备和专利信息），我们有
责任确保其目的是博诣的商业用途，而不是为我们或
任何其他人谋取私利。

物理访问控制
博诣制定了有关物理访问控制的规定，从而确保通信
的隐秘性、维护博诣设备的安全性并保护博诣的资产
不被盗窃、滥用和损坏。我们有责任遵守各个博诣地
方办事处的访问控制规定。

博诣资金
我们应该对自己控制下的所有博诣资金负责。任何非
博诣员工的个人，不得对博诣资金实施任何管理控制。
博诣的资金只能用于博诣的商业用途，每笔开支（包
括费用开支报告）均必须进行准确和及时的记录。对
于在开展博诣业务时产生的差旅或款待费用，在提交
该类费用进行报销时，我们有责任遵守博诣差旅及费
用政策以及博诣反腐败政策。	

https://www.plantronics.com/us/en/legal/privacy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WW-LEG035%20Internal%20Privacy%20Policy.docx?d=w3cc8a83d12244ffe8004f289487c1337
http://www.plantronics.com/us/configurator/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WW-LEG035%20Internal%20Privacy%20Policy.docx?d=w3cc8a83d12244ffe8004f289487c1337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b:/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SgJbu7Vdn1JgCgDmWfpnOcBpdCTlSg3idF7lcGfKhqDhA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b:/g/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ESgJbu7Vdn1JgCgDmWfpnOcBpdCTlSg3idF7lcGfKhqDhA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r/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_layouts/15/Doc.aspx?sourcedoc=%257B8D007401-8536-4C19-A794-0C1D87E7D064%257D&file=Anti-Corruption%20Policy.docx&action=default&mobileredirec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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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诣电子系统
对于通过以博诣名义拥有、租赁或使用的任何电子
通信设备传输，或用这些设备接收，或存储在这些设
备中的信息，我们不享有隐私权。在当地适用法律的
许可范围内，博诣保留在任何时候访问该信息的权利，
不论其事先是否通知其员工或第三方，或是否得到其
员工或第三方的同意、许可		
或批准。

私人设备的使用
博诣允许员工在合理的商业范围内将私有电脑或移
动设备用于工作相关用途，其中包括移动电话、智能
手机、数字助理、导航器、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笔记本
电脑、工作站等电子设备，但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博
诣的支持和安全等标准。对于通过用于博诣业务的任
何个人私有电脑/移动设备传输、接收或存储的信息，
我们不享有隐私权。当选择使用私有电脑/移动设备
时，我们有责任遵守博诣的可接受使用政策。 

尽管博诣允许出于工作相关目的合理使用员工私
有电脑或移动设备，但是不允许使用未经授权的系
统、应用程序、软件或平台（包括临时消息系统）来
开展业务或记录业务交易。例如，员工不能使用微
信、SnapChat、WhatsApp 或类似的应用程序来进行业
务交易。所有财务、销售以及博诣的其他记录都必须
记录在博诣授权用于此类记录的系统、应用程序、软
件和平台中。

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使用
工作时，我们应该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主要用于处理
与博诣运营相关的事宜。使用博诣电子邮件系统或访
问互联网时，我们应始终运用良好的判断力。除密码
和其他安防措施外，电子邮件系统并不具有机密性和
私密性。员工应注意，您的所有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访
问均会受到博诣的检查，并且博诣管理部门保留在不
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监控电子邮件的使用或内容、
互联网的使用、公司计算机系统或相关设备的使用的
权利。员工应使用其博诣电子邮件账户而不是个人电
子邮件账户来开展博诣业务。

我们不得使用博诣电子邮件、互联网及其他信息系
统去做可能具有破坏性、冒犯他人或有损士气的事情。
严禁展示或传送被视为骚扰或歧视他人的内容。

软件
我们将仅使用由博诣 IT 部门正当获取并许可的软件
来开展博诣的业务。博诣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绝不
允许制作或使用任何非法或盗版的软件。我们的 IT 
部门将定期检查博诣的设备，以确保博诣设备只安
装正当获取、经过批准并得到许可的正版软件。任何
未获许可/不支持的软件将被删除，并采取可能的补
救措施。	

社交媒体 – 电子活动
我们鼓励员工使用社交媒体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展工作。
除非获得授权以博诣名义使用社交媒体，否则，我们不
能使用社交媒体来为博诣开展业务，而且在使用社交
媒体时必须声明，我们发布的材料和观点仅代表我们
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博诣的观点。我们应尽最大努力
确保不披露博诣的任何保密信息或与我们为博诣所做
的工作相关的其他保密信息，而且未经明确许可，不得
使用任何博诣标志或商标。我们的可接受使用政策旨
在帮助您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有效保护博诣的资产、品
牌和声誉。如果您不清楚我们的社交媒体政策，请联系
法务部以获取有关指引。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Acceptable%20Use%20Policy.pdf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Fuse%20Library%20Template/Acceptable%20Use%20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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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信息管理
我们的法务部负责在公司内部实行记录和信息管理 
(RIM) 计划。此计划涉及电子和其他媒体记录的创建、
存储、保留和处理。博诣的记录保留政策和记录保留
时间表旨在帮助您和您所在的部门适当地管理记录。	

我们在处置或销毁任何博诣文件时，可能需要遵守与
要处置或销毁的文件相关的联邦、州或其他法律、法
规、条例、待决索赔、法律诉讼、政府调查或其他事宜。
只要您被告知有义务保留文件，或者证明文件明显与
法律诉讼或索赔、政府调查或其他事项或者官方诉讼
有关时，您都必须保留相关文件，包括通知您保留的
所有文件以及所有可能发现可采集证据的文件，并且
与此相关的所有文件的常规处置都应暂停。	

如果您不确定您手头上的文件是否可能由于关系到
某次索赔、法律诉讼、政府调查、其他事宜或正式程序
而应该保留，请咨询我们的法务部。

对本准则中规定的豁免
针对博诣董事会成员或执行官豁免本准则中的任何
规定或其相关政策必须事先获得董事会书面许可，并
应立即根据法律或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告知
博诣股东。而对于其他员工就此准则规定的任何豁免，
应事先获得我们首席法务和合规官、首席财务官		
或首席执行官的书面许可。

补充信息
本准则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暗示任何聘用合同
或聘用条款。在美国，博诣聘用是任意聘用，这意味
着被聘用者或博诣可在任何时候解除雇佣关系，不
论是否有理由，也不论是否设通知期。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在特定的时间内向博诣的某些管理人员
提供雇佣协议，任何此类协议都必须是书面协议。在
不允许采用任意聘用政策的司法管辖区内，员工应
与博诣签署书面协议。这种情况下，任何与博诣授权
管理人员签署书面聘用协议的员工，均不被视为属
于任意聘用范畴的员工。

本准则中的政策不构成完整的博诣政策清单，也未
涵盖可能导致受到公司纪律处分的各种行为。

https://plantronics.sharepoint.com/:w:/r/comms/plantronics-policy-library/_layouts/15/Doc.aspx?sourcedoc=%257B1622A7AC-ACB6-4ED4-A8A0-1CDA4AA730BC%257D&file=Corporate%20Records%20Retention%20Policy.docx&action=default&mobileredirect=true&DefaultItemOp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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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谨此确认已经收到并详细阅读博诣行为准则。

本人谨此确认已完全理解本准则中的所有标准、政策和程序，并了解可能还有其他与本人工作岗位相关的额
外标准、政策、程序、法律、条例和法规。

我同意在受聘于和/或服务于博诣的期间严格遵守本准则。

如果本人对本准则的含义或适用于本人工作岗位的法律法规要求存在疑问，则本人有责任咨询法务部。且本
人承认并已知晓对法务部提出的问题将严格保密（在可行的范围内，除非为了进行调查活动和采取必要的补
救措施，或为了遵守适用法律的要求），且本人不会因为出于善意所提出的问题而受到任何报复行为。

本人谨此确认，本确认书或本准则不会改变或取代本人在博诣工作或服务的条款条件，也不构成聘用合同。

此外，本人还了解作为博诣持续遵守相关适用道德和法律计划的组成部分，本准则可能由博诣单方面进行不
时的更改或调整。

	 姓名

	 签名

	 日期

请用电子方式或手写签署，以表明承认该准则。

确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