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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寄语
尊敬的 Olin 业务合作伙伴：

我们谨守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诚信行事；创新进取；赋能员工。实际上，正是这种承
诺帮助我们与客户和您（我们尊敬的分销商、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
稳定的关系。

我们以正确行事为前提，努力提供优秀的产品与服务。我们期待每一位 Olin 员工都以
最高的诚信标准行事。我们对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也有相同的期望。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发布了这本《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本准则传达了我们
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期望您在与我们合作或代表我们行事时达到的商业行为标
准。我们建议您审阅本准则，并与同我们合作的贵公司员工分享。

如果您对本准则有疑问，或需要寻求指导以帮助您达成相关标准，我们建议您可以联
系与您对接的Olin员工或联系我们的Olin帮助热线服务。我们感谢您提出问题和表达
您的疑虑，因为这使得我们可以改善流程，以成为更出色的公司。

感谢您致力于以最高的诚信标准行事！

此致，

Scott Sutton 
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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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我们的道德与合规承诺

诚信不移
在 Olin，我们认识到诚信是获得长期商业成功的关键。诚信也为 Olin 
和您（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的牢固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寄望
于您也作出这一承诺，在业务的方方面面都做正确的事并诚信经营。
永远不要损害您的或我们的诚信。

遵守法律和法规
Olin 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于我们的运营的法律和法规。作为我们的
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希望您采取相同行动，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
规开展业务，并遵守本《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中规定的标准。

提出问题并报告疑虑
关于您与我们开展的业务，我们希望您报告任何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和本《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的行为 - 无论这种违规行为是来自组
织内部还是外部。不要犹豫，让我们知道任何让您担心的事情。

您的 Olin 联系人可能是解决您的问题的最佳人选。不过，您也可以
向 Olin 的道德与合规办公室（电子邮件：Ethics@olin.com）或 Olin 的 
24 小时帮助热线服务提出问题和报告疑虑。帮助热线由独立的外部
公司运营，以解决保密问题，并允许个人在法律要求和允许的情况下
进行匿名举报。

《Olin 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定义了我们期望业务
合作伙伴在与我们开展业务或代表我们开展业务时
所实施的行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包括独立代理、
顾问、承包商和所有代表我们开展业务的其他业务 
合作伙伴。本《业务合作伙伴行为准则》是 Olin 的行
为准则及其基本价值观的延伸：诚信行事；创新进
取；赋能员工。

Olin 保留通过内部和外部评估机制验证对准则遵守
情况的权利。

我们感谢您遵守本行为准则，并期待与我们的所有业
务合作伙伴建立一种基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行为的互
惠关系。

Olin 帮助热线
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Olin 的帮助热线：

互联网：www.OlinHelp.com

免费电话*：

美国 1-800-362-8348

澳大利亚 1-800-13-5708

巴西 0800-047-4146

加拿大 1-800-362-8348

中国大陆 400-880-1487

德国 0800-724-3565

中国香港 800-93-2266**

意大利 800-902432

日本 0120-944048

韩国 080-908-0978

墨西哥 001-800-658-5454**

荷兰 0800-020-1701

新加坡 800-011-1111**

瑞士 0800-00-0528

台湾地区 00-801-102-880**

其他国家/地区 1-770-810-1127
（拨打美国的接听
方付费电话）

*大多数语言都提供翻译服务。
**听到英语语音时请拨 800-362-8348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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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贿赂和腐败
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希望您永远不要提供、接受或给予任
何人任何有价之物以不当影响业务决策或为 Olin 获取不公平优势。
这意味着要了解并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腐败法，包括《美国反海外腐败
法》(FCPA)、《英国反贿赂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反对在国际商务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以及所有其他适
用的反腐败法。Olin 还禁止给政府官员疏通费来加快政府行动，我们
希望您在为我们做任何工作时也做到这一点。

公平竞争
各个国家/地区的公平交易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我们开展运营的大
部分国家/地区中，都有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法和欧盟竞争法的严格 
有效法律。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可能是严厉的，包括服刑和巨额罚款。
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请您务必了解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的基本
要求。在与我们开展业务时，避免任何可能看起来像不恰当地同意
限制贸易的活动 - 尤其是在我们与您竞争时。永远不要试图向我们
提供或代表我们使用通过不道德或违法的行为获取的信息（例如，
通过盗窃、贿赂、窃听或未经授权记录），或受到商业秘密法保护或
通过竞争对手的投标或新员工获取的信息。

开展国际业务
Olin 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国际进口和出口贸易法，尤其是美国的进
口和出口贸易法。如果您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从事进口、出口、
国际运输、销售或分销 Olin 的产品或代表 Olin 销售或分销产品，我
们希望您了解并遵守所有相关的国际贸易管制法。这包括以下美国
反抵制法以及任何其他与开展国际业务相关的美国限制和制裁。

政府合同
我们必须始终确保以完全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方式提供产品。
对于负责处理 Olin 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的业务合作伙伴，我们 
希望您在我们的合同流程中遵守适用于您的美国法律法规，例如， 

《联邦采购条例》(FAR)、《反回扣法》、《诚实谈判法》(TINA) 和《采购
诚信法》(PIA)。

避免利益冲突
在与 Olin 开展业务时，我们希望您避免利益
冲突。这意味着，个人、财务、业务和其他活
动绝不能使作为合作伙伴的您产生偏见或
偏袒，以致对您为 Olin 所做的工作造成负 
面影响。我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您的利益
可能未与 Olin 的利益完全一致，例如，一些
供应商也是 Olin 的竞争对手，或者其家庭 
关系、商业机会、董事会成员资格或委员会
成员资格可能影响与 Olin 开展的业务。在这
些情况下，我们要求您在意识到与 Olin 的任
何潜在冲突时立即告知我们。

提供礼品、款待和招待
在某些国家/地区，可能禁止向政府官员 

（包括美国政府雇员）赠送礼品。如果在法律
允许的情况下，您代表 Olin 向其他人或非政
府方提供款待或招待（无论是否为政府官员）
，Olin 希望这样的款待或招待将不会是不适
当的、奢侈的或对我们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我们希望这些行为能符合赠送礼品
或进行款待或招待的地点的传统商业惯
例。Olin 特别禁止色情招待，或利用人员 
的民族身份、种族或宗教的招待。我们要 
求您不要代表 Olin 提供或向 Olin 员工提 
供此类招待。

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拥有卓越品质，并且
我们知道，提供高品质产品永远是赢得业
务的最佳方式。

S2：道德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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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法为创造性工作和支持创新的研发工作提供了动力。 
Olin 将大力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包括我们的专利、版权、商标和 
商业秘密，以及受版权保护或以其他方式保护的由其他公司研发 
的产品和软件程序的设计。

使用 Olin 的资产和财产
我们期望我们的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仅将 Olin 的资源用于与  
Olin 相关的商业目的 - 绝不要用于获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我们的 
资源包括 Olin 的材料、物资、设备、电子邮件和计算机系统（如果您
有权访问这些资源）。

保存准确记录
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我们要求您在代表 Olin 开展工作时绝不
做任何虚假陈述或伪造记录。

Olin 将大力保护我们的 
知识产权。

S3：OLIN 的声誉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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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骚扰和歧视
Olin 致力于营造一个每个人都能获得尊严、公平和尊重的工作场所。
我们相信公司各个级别的每一位员工均有权在不受歧视和骚扰的环
境中工作。帮助我们防止任何歧视或骚扰行为，包括性骚扰。我们会
尊重您的员工。请同样尊重我们的员工。

促进劳动和人权
作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良好商业实践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所有
运营活动中维护个人人权。我们期望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坚持相同的
标准。始终遵守所有适用的劳动法和雇佣法，并为代表 Olin 开展工作
的员工提供合理的工作时间、公平的工资，以及其他基本人权。我们还
对使用童工或被强迫的劳工，或贩卖人口的做法采取零容忍政策。

Olin 致力于营造一个每个
人都能获得尊严、公平和尊
重的工作场所。

S4：劳动和就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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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监管和可持续发展融入我们的所有工作之中
在 Olin，我们深知，以可持续的方式整合对人员和环境的监管是我
们经营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集中在与Olin
具有相关度的四个重要领域，它们也符合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关注能源和气候；资源效率；产品可持续性和商业推广；以及员
工和社区关怀。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挖潜力，让我们对地球、对
我们的运营、对我们的人员和社区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作为我们
的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将与您一起：

•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诚信行事，遵守法规和标准，携手合作保
护我们工作、生活和服务的社区。

• 通过挑战自我，找到创新方法来优化运营、提高能源效率和减
少浪费，推动创新和改进。

• 彼此之间相互尊重，采取保护自己和同事的健康与安全的方式
工作，赋能员工。

保护环境
安全和环保是 Olin 的首要任务。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员工和我们开
展业务的社区中的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同样，我们期望我们的业
务合作伙伴通过某种方式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规定，来保护他们
开展运营或处理废物的社区中的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

Olin 很自豪能够成为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我们遵循全球性倡
议，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品生产、销售和使用产生的任何负面
影响，同时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中推广对我们产品的有益使用。我们
的目标是达到甚至是超越责任关怀的相关准则要求。

确保安全
Olin 致力于在我们的工厂和设施中为员工和承包商提供安全的工
作环境。我们期望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遵守所有适用的安全法律 法
规，从而支持我们的安全承诺。如果您发觉任何不安全的情况、 监控
和控制设备故障或我们的任何设施的危险情况，则应立即联系 Olin 
的员工或通过我们的 Olin 帮助热线进行报告。如果这类情况表现出
直接危险，请联系地方当局、警察或安全机构以及 Olin。

S5：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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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质量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完整性和质量是我们公司的声誉和我们最 
终获得成功的基础。我们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按照合同和政府 
要求，符合准确的检验、测试和质量标准。我们寄望于您（我们的 
业务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些准确性标准。

业务连续性
Olin 制定了确保业务连续性的计划和流程。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 
伙伴，您也应为支持 Olin 业务的运营制定相应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应设计和更新这些计划，以确保重要功能的恢复和还原并最大程 
度地减少运营中断。

信息安全
Olin 致力于保护我们的信息和公司网络免受丢失、中断、病毒攻击
和其他损害和法律问题。我们保持合理的行政、技术和物理保护措
施来保护我们的信息技术系统，以便我们能够继续确保我们数据的
安全和保障。我们了解信息技术系统的重要性，它使我们能够确保
向客户交付产品，并保护我们的员工、客户和供应商数据。我们维 
护这些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控制，以确保我们的系统和数据得到 
保护，我们希望您也能保护您的系统和数据。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完整性和质量是我们
公司的声誉和我们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

S6：质量和产品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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