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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述  
 

P. H. 格拉特费尔特公司（以下简称“格拉特费尔特”或“公司”）政策禁止一切形式的腐败，

包括贿赂。格拉特费尔特的政策遵守美国和我们经营业务的所有其他管辖区域内的反腐败法

律的条文和精神。此反腐败政策（以下简称“政策”）体现并反映出我们遵守占最高主导地

位的国际反腐败标准的承诺。  
 

作为注册地在美国的法人，公司特别受到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下简称“FCPA”）的制约。

2010 年英国反贿赂法案亦适用于格拉特费尔特在英国的业务经营，并且该法案具有领土范围

以外的广泛影响。此外，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的法律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内管理格拉特费尔特员工的行为。所有这些法律均禁止“政府官

员”的贿赂。在众多司法管辖区（包括美国的某些州）内，英国反贿赂法案和不同的法律还

判定私人贿赂为犯法行为。  
 

此政策适用于公司、其全球的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当特定行为获得此政策允许但被当地法律

禁止时，格拉特费尔特的员工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若需要其他指导，请联系公司的法律部门。  
 

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的子公司的所有员工均受到此政策的制约。如下方更全面的讨论所述，

此政策还适用于代表公司以及为其利益行事的第三方。我们期望您熟悉并遵守此政策，参与

培训，并在您与同事和第三方的互动中传达此政策下的价值观。  
 

公司严禁从事或容许贿赂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腐败。如果员工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得到适用法律

或此政策的允许有任何怀疑或疑问，他们应联系首席合规官、法律部门的任何律师或人力资

源部门的任何资深职员。违反此政策的行为应上报给首席合规官、法律部门的任何律师、人

力资源部门的任何资深职员或公司的 24 小时合规热线“诚信帮助热线”。诚信帮助热线允

许报告者保持匿名状态。上报选项还可在格拉特费尔特商业行为准则的“表达意见的方式”

一节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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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电话号码 
是否可使用

手机* 

支持的语言 

加拿大及美国 800-346-1676 是 

加拿大法语、英语、

德语、西班牙语、俄

语 

中国 
10-800-110-0545 和/或 

10-800-711-0564 
否 

广东话、普通话、英

语 

哥斯达黎加 800-346-1676 是 西班牙语、英语 

法国 0800-91-1518 是 法语、英语 

德国 0800-082-5050 否 德语、英语 

菲律宾 1-800-1-111-0100 受限 菲律宾语、英语 

俄罗斯 9 8 10 1 800 346-1676 受限 

俄语、英语、加拿大

法语、西班牙语、德

语 

英国 0800-587-1477 是 英语 

 

II. 政策摘要  

 

A. 公开贿赂—禁止政府官员的贿赂  
 
此政策严禁公司及其主任、总监、员工和代理人以影响政府官员以其身份行事从而获得或

保持业务（或商业优势）为目的，向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许诺或赠予任何有价之
物。  
 

此政策禁止提供或许诺贿赂，即使政府官员拒绝该贿赂或该贿赂未能达到期望的结果。  
 

1. 什么是“任何有价之物”？  

 
根据我们的政策，“任何有价之物”一词被广泛地定义为包括财务利益和其他非财务

利益。有价之物包括，例如礼品、娱乐、惠赠、服务、贷款和贷款担保、财产或设备

的使用、工作机会、交通以及费用或债务的支付。  
   

重要的是，以贿赂为目的所进行的付款没有“小额付款”的例外情况，并且此政策禁

止“加快”、“贿赂”或便捷性付款。  
 

关于公司与政府官员的业务往来，允许支出与公司的服务和产品的合法推广或展示有

关的费用。下方更详细地讨论了此类费用。  



 

文件标题 

反腐败政策 

文件所有者 

Kent K. Matsumoto – Vice President, 
General Counsel & Corporate Secretary 

(副总裁，法律总顾问兼公司秘书) 

生效日期 

2016 年 8 月 9 日 

 

文件一经出版即可通用。 

咨询格拉特费尔特 (Glatfelter) 商业系统以确保获得最新修订版。 

   

  第 3页，共 10页 

 
 

2. “政府官员”包括哪些人？  

 
“政府官员”一词被广泛地定义为包括就职于任何类型的立法、行政或司法职位（无

论任命还是选举）的任何个人；行使公共职能的个人；或是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

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或代理人。政府官员还包括政党的任何官员以

及政治处的任何候选人。  
 

此外，根据我们的政策，政府官员包括政府所有的或政府控制企业（例如州立银行、

公共设施、基金会或公立大学）的任何行政官、官员、代理人或雇员。  
 

最后，根据我们的政策，政府官员包括以官方身份为上述实体效力的任何人员，其中

包括同样在政府或国际公共组织或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任何企业中担任职务或代表政

府行事的私人顾问。  
 

3. 什么是“不正当优势”？  

 
违反此政策向政府官员赠予或同意赠予有价之物会在不同的背景下发生。贿赂问题不

单单会在试图赢得一份合同或交易的情况下发生。适用法律和我们的政策禁止通过报

酬方式而获取任何商业优势。举例来说，不能向政府官员提供不正当的款项或收益，

以达成以下目的：  
 

 影响政府合同的签订；  

 阻止部分政府行为，如征收税款或罚金；  

 获得有关商机、投标或竞争者活动的机密信息；  

 取得许可证或执照，但没有交付适当的申请费；  

 获得政府控制或法规的任何形式的救济或豁免；或者  

 影响法规的性质或监管规定的应用。  
 

B. 私人贿赂：禁止私营部门的贿赂  
 
此政策严禁公司及其主任、主管、员工和第三方代理人以诱导个人不正当执行相关的职能

或活动（如他或她的工作）或因不正当执行相关的职能或活动而向此人提供报酬为目的，

直接或间接地向私人提供、许诺或赠予任何有价之物。  
 

此政策禁止提供或许诺贿赂，即使私人拒绝该贿赂或该贿赂未能达到期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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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私人的业务往来，允许支出与公司的服务和产品的推广有关的以及提供商务款

待而产生的合理、均衡且诚信的费用。此类费用仅可依照格拉特费尔特的利益冲突政策中

所述的指南进行支出。  
 

C. 教唆、勒索、健康与安全  
 

此政策禁止提供报酬，即使政府官员请求或要求提供报酬，或者政府官员威胁若不提供报

酬将对公司采取不利行动。  
 

如果出于保护保护个人的健康与安全而提供报酬，则该报酬必须立即上报给公司的法律总

顾问或首席合规官，并且必须准确地记录在公司的账簿和记录中以体现该报酬的金额和目

的。如果一切情况可行，请在提供此类报酬之前联系法律总顾问或首席合规官。如果事先

协商不可行，请在协商之后尽快上报报酬的事实和情况。  
 

D. 利益冲突与回扣  
 

利益冲突会在个人利益与公司的最大利益相冲突或似乎产生冲突的情况下产生。所有员工

需始终以公司的最大利益而行事，这是他们的责任。您需要熟悉公司的商业行为准则及其

利益冲突政策。  
 

当员工以干扰其对代表公司执行其职能的判断为方式要求、同意收取或是收取任何有价之

物（无论是财务或是以其他形式）时，利益冲突可发展成为贿赂问题。公司政策严禁收取

贿赂、回扣或不正当收益。  
 

E. 账簿、记录和账目  
 

格拉特费尔特要求保存公司的账簿和会计记录，以便这些名录和会计记录能够以合理详细

的方式准确体现所有交易。这些记录保存要求适用于所有款项，而不仅仅适用于传统财务

观念上被视为重要的那些款项。  
 

主任、主管、员工和第三方禁止以掩饰交易（以某些不正当方式描述交易或在公司的账簿

或记录中彻底省略交易）为目的对账簿或记录进行造假。因此，任何未披露或未记录的账

目均不得以任何目的进行保留。  
 

F. 严厉处罚  
 

http://gcentral/GBS/05%20%20Compliance/01%20-%20Code%20of%20Conduct/05E%20-%20%E5%88%A9%E7%9B%8A%E5%86%B2%E7%AA%81%E6%94%BF%E7%AD%96%20.pdf?W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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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员工有违法行为，员工所在的公司将面临严厉处罚，包括巨额罚金。此外，此公
司不得与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实体进行业务往来。违反法律的个人会处以监禁。  
 

违反此政策和/或相关法律将由公司酌情进行惩罚，严重者予以解雇。  
 

III. 用餐、娱乐、出差及礼品  
 

根据此政策，允许为政府官员支出某些与公司的服务和产品的推广或展示直接相关的费用。

此外，此政策允许在建立并维持适当的商业关系的情况下，支出为私人提供的用餐与娱乐的

合理费用，前提是此类费用符合格拉特费尔特的利益冲突政策。   
 

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所有互动中，招待和宣传费用的使用不得产生不正当影响。因此，

如果费用用于对商业或监管决策产生不正当影响或用于因某人不正当地执行相关的职能或活

动而予以酬谢，则即使费用合理也会被禁止。  
 

最后，如果接受者不许接受好处，例如，接受者的公司政策禁止接受好处或当地法律或法规

禁止接受好处，则不得提供此类好处（即使根据此政策被认为是合理的）。  
 

所有宣传费用还必须按照后续程序、管理费用授权及批准政策和程序的任何其他程序被充分

记录，有原始收据的支持，获得适当地批准并提交。  

 

A. 为政府官员提供的用餐、礼品与娱乐  
 

根据此政策，用餐、娱乐及礼品是“有价之物”并且绝不得以影响政府官员从而获得或保

留业务或是获得商业优势为目的向政府官员提供。铺张的用餐、奢侈的娱乐或现金礼品都

是不妥的。  
 

在未经法律部门或企业人力资源部高级职员的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支出为政府官员提

供的用餐及相关娱乐的费用。  
 

即便是象征性礼品或附送赠品（日历、钢笔等）也不应在未经公司的法律部门或企业人力

资源部高级职员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按政府合同赠予政府官员或雇员或者赠予转包商。 
 

员工同样不得接受政府官员赠予的礼品。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外交礼节、仪式表彰），

如果员工无法拒绝或返还礼品，则该礼品（不管其性质或价值如何）必须立即移交给公司。 
 

B. 政府官员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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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公司会按照要求支付与会见公司代表或是参加由公司主办的研讨会的行程有关的政

府官员出差及住宿费用。公司代表政府官员支付的此类费用的报销需要获得法律总顾问的

事先书面批准。  
 

若费用涉及与公司和政府之间签订合同，或展示公司具备与政府进行所提议的业务往来方

面的能力有关的合理且正当的出差、住宿和餐食费用，报销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公司必须

尽可能地安排将费用直接报销给政府实体，而不是报销给为个别政府官员。以下情况不能

提供报销：  
 

 通过现金方式直接向政府官员支付；  

 涉及与政府官员随行的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的费用；  
 涉及与公司的设施、产品或服务没有直接关联的目的地的费用；或者超出与政府官

员同等地位的公司员工到同一目的地出差时很可能支出的费用的出差费用。 

 

C. 私营部门款待 
 
在私营部门中，若款待的目的是对个人履行职责产生不正当影响或对其不正当履行职责而

进行酬谢，则绝不得提供此类款待。以建立并维持商业关系为目的，在与私人和实体的互

动中善意提供且符合拉特费尔特的利益冲突政策的合理且适当的款待是被允许的。  
 

所有条件的情况下，无需法律总顾问的事先批准即可支出为私人提供的用餐和相关娱乐的

费用：  
 

(a) 用餐或娱乐的发生与公司服务的实质性讨论有关，且参与者为适当的公司代表；  
(b) 用餐或娱乐费用金额符合适用的娱乐或费用政策；  
(c) 根据适用法律以及接受者雇主的任何规则或条例的规定，娱乐或用餐是被允许的；  

(d) 提供的礼品或费用未造成利益冲突；以及  

(e) 依照公司政策正确地记录并审核了费用。  

 

格拉特费尔特可定期主办几次年度促销活动。如果商务人士的雇主期望获得或在等待有益

于公司的商业决策，您在邀请该人士参加这些活动时要格外小心。如果您对发出促销或教

育活动邀请的适宜性有任何疑问，应与首席合规官或法律总顾问取得联系。  
 

IV. 政治性捐款  
 

未经法律部门或企业人力资源部高级职员的事先书面批准，任何公司资金、资产、服务或设

施均不能直接捐助给任何政客、政治处候选人、政党或政治行动委员会，无论相关国家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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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是否允许此类捐款。“政治性捐款”不仅包括货币捐款，还包括对筹款晚宴或其他物质

支持的支付。  
 

当公司向外国的政客、政治处候选人、政党或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政治性捐款时，必须符合

以下所有标准：  
 

(a) 符合当地法律：必须咨询法律总顾问，并且法律总顾问根据国外适用法律确认此类捐

款合法。  
(b) 首席执行官批准 (CEO)：格拉特费尔特的首席执行官必须在进行任何捐款之前批准任

何政治性捐款。对批准申请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包含能充分证明该政治性捐款为

真实信息。  
(c) 记录保留：与捐款有关的所有文件，包括在第 (a) 和 (b) 段中所述的文件，应转交给

财务部及首席合规官作为格拉特费尔特的合规文件。  

 

V. 为慈善机构捐款  
 

慈善捐款可被当作隐瞒贿赂的一种手段。甚至是正当捐款也可被理解为影响政府官员或别人

的一种企图。因此，为慈善机构捐赠不得以通过政府官员或任何其他私人或公司为公司获得

或保留业务或商业优势为目的。除了要遵守企业慈善捐赠程序政策之外，在向慈善机构捐赠

公司资金、资产、服务或设施之前必须遵守以下程序，这些程序是对任何其他适当费用或授

权政策或程序的补充（非替代）：  
 

(a) 法律总顾问的书面通知：应提交说明慈善团体、申请捐赠一方的身份、慈善团体联系

人的姓名、提出的捐款数额的书面通知和任何证明文件。法律总顾问必须在进行任何

捐款之前，先确定该捐款是否完全符合当地法律的规定。  
(b) 背景调查：必须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以确保获捐者是正当且合法的慈善机构。  
(c) 必须获得法律部门或企业人力资源部高级职员的事先书面批准。 

(d) 记录保留：与捐款有关的所有文件，包括在第 (a) 和 (b) 段中所述的文件，应转交给

税务部门及首席合规官作为格拉特费尔特的合规文件。  
 

VI. 与代理人和商业伙伴的关系  

 

A. 代理人  
 
公司政策严禁利用代理人、顾问、中介或其他第三方支付或提供贿赂。第三方的行为会出

现特定风险，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及其员工需对由第三方做出的不正当付款负责，即

使公司实际上对该付款并不知情。因此，此政策规定在与可能为公司或代表公司与政府官

员或私人互动的第三方打交道时，需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和控制。公司在企图聘用顾问、

http://gcentral/GBS/04Communication/02%20-%20External%20Communication/05%20-%20Charitable%20Giving%20Process.docx?W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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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代表、转包商或其他第三方（以下简称“代理人”）与政府官员互动或在私人问

题上代理或代表公司行事时，必须遵守以下指南：  
 

1. 尽职调查 
 

(a) 背景调查：必须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代理人是正当且合法的实体；有资格为

聘用该代理人的机构提供服务；并且保持与公司的道德与声誉标准一致的标准。

尽职调查应按特定情况的腐败风险进行。尽职调查应包括对代理人任职资格的

外部调查和证实，以及一次与代理人的负责人一起进行的面对面会议或访问。

除了公开的个人信息之外，还应适当地让代理人回答有关其组织、历史、与政

府官员的关系以及推荐信的书面问题。  
(b) 记录保留：关于尽职调查的所有文件均应保留在批准公司雇佣代理人的当地适

当职能部门领导的当地合规文件内。  
 

如果出现不正当活动的危险信号，则应加强尽职调查，例如：  
 

 不寻常或过度的付款要求，例如要求开出高价发票、预先付款、支付异常回扣

或中途支付赔偿款；  

 要求在其他国家向第三方、代理人业务所在国家以外的银行账户付款，或要求

用现金或其他不可追溯的资金付款；  

 代表与政府官员或商业交易对手之间关系密切；  

 代理人拒绝或犹豫以书面形式承诺遵守格拉特费尔特的反腐败政策或商业行为

准则和适用法律；  

 指控代理人违反了当地或国外法律或有关政府或其他合同签订的法规；  

 政府官员或商业交易对手要求或强烈建议聘用某个特定代理人；  

 代理人依赖政府或商业联系促进公司的利益，而非依赖知识渊博的工作人员和

时间投入；或  

 代理人希望对其代表公司行事或其聘用期限进行保密。  
 

2. 书面合同  

 
与代理人订立的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必须说明将提供的服务、代理人报酬的

依据、需支付的金额以及代表公司行事的其他重要条款和条件。与代理人订立的书面

协议必须包含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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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将继续遵守所有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包括 FCPA）的陈述。所有代理人

均需要证明其遵守此反腐败政策和所有适用法律（不得少于一年两次），并且

需要立即通知公司违反任何反腐败法律的任何行为。  

 如果公司基于诚意认为代理人已违反了相关的反腐败法律或 FCPA，则允许公

司在不受处罚的情况下终止合同的规定。  

 要求代理人回应公司提出的、有关按其与公司订立的协议代表公司或为公司的

利益所执行的工作以及由代理人支出的所有相关费用的合理信息请求的规定。  
 

与可能会和政府官员产生互动的代理人订立的协议必须经法律部门事先审查并批准。  
 

3. 付款程序  
 

不得以现金形式向代理人付款，必须向代理人提供服务或其办公室所在国家的银行账

户付款。向其他地区的账户付款必须经法律部门事先批准。  
 

A. 商业伙伴关系和联合促销活动  
 
有时公司会与另一个实体（以下简称“商业伙伴”）合作，例如为了提交提案、投

标或招标申请。若商业伙伴的行为不符合公司政策或违反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则此

类合作可能会为公司带来法律和声誉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必须对潜在的

商业伙伴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此外，公司应获得对以下证明：  
 

 商业伙伴将遵守与所提议业务有关的所有相关反腐败法律；以及  

 若某一项目已确立，商业伙伴将定期证明其遵守了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并

且通知公司任何违反相关反腐败法律的行为。  
 

B. 合资与企业合并  
 

在考虑并执行合资和其他企业合并时，公司必须确保对潜在合作伙伴进行适当的尽

职调查，并且与合作伙伴订立的协议存在适当的法律保护。由于每笔交易都可能涉

及特殊因素，因此在涉及适当的尽职调查工作计划以及适当的陈述、担保和契约的

过程早期必须咨询法律部门。 

 

VII. 违规行为 

 

 1.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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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或做出任何违反此政策的行为，则必须立即将此类违规行为上报给以下源头之

一： 

 

A. 您的经理或主管 

B. 人力资源部门的任何资深职员或经理 

C. 法律部门 

D. 首席合规官，电话：+01.717.225.2066 或邮箱：
General.Counsel@Glatfelter.com  

E. 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主席，邮箱：
Audit_Committee_Chair@Glatfelter.com 

F. 诚信帮助热线（请参见格拉特费尔特商业行为准则的“表达意见的方式”

一节，按国家查询当地号码） 
 

 2. 后果 
 

违反或未能遵守此政策的任何员工会受到公司的惩戒处分，严重者予以解雇。此外，根据

不同法律的规定，可能会将公司及其员工和代理人作为个体对其处以刑事和民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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