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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策 

 
每位公司员工、代理人或顾问都应对公司及其股东负有高度忠诚的义务，其中包括在不考虑

员工或第三方的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做出关于公司及其运营的决策。

因此，公司的政策规定代表公司行事的员工、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有责任拒绝从事将会或可

能会导致公司与员工之间利益冲突的交易。为遵守此政策，员工不仅必须要避免实际利益冲

突，还要避免可同样损害公司的名誉并且可能会使公司和员工遭受债务的利益冲突的出现。

由员工或代理人的财务、业务和其他活动或利益而引起的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必须立即通

过使用此政策随附的表格向公司的法律部揭发。 
 

利益冲突有多种形式，而任何政策均无法规定或列示每种冲突情况。存在且可引起冲突的常

见情况的实例在此政策中提供，供指导和参考使用。此政策中提供的实例不是全部情况，若

代表公司行事的员工、代理人或其他人对此政策或其主题有任何疑问，建议联系首席合规官、

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律部门。  
 

II. 家庭成员 
 

若员工或员工的家庭成员在与该公司正在合作或力图进行合作或者是或可能是该公司竞争者

的某一企业中拥有所有权或雇用利益，则可能会引起利益冲突。就此政策而言，“家庭成员”

还包括居住在员工所在的同一家庭内的人员。 

 

III. 外部就业和其他外部活动 
 

格拉特费尔特 (Glatfelter) 对于其员工和代理人的忠诚标准要求很高。对于可能会给公司的

业务或绩效造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外部活动、个体经营、财务利益、职位或人际关系，

员工需要申请批准。公司对员工的外部活动、财务利益或人际关系的任何批准都是有条件的，

若员工的外部利益的性质或范围应进行更改，则公司可随时撤销批准。因此，每位员工均有

义务定期向公司更新可对公司造成利益冲突的其所介入或参与的任何外部业务。 

 

员工在接受与该公司合作或力图进行合作或者是或可能是该公司竞争者的任何外部机构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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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的职位或领导职务之前，应通知其当地主管并联系其当地人力资源部经理。 
 

IV. 在其他企业中的所有权 
 

员工及其家庭成员不得在与该公司合作或力图进行合作或者是与该公司竞争的任何企业实体

（例如，竞争者、供应商或客户）中直接或间接地拥有重要的财政利益。员工及其配偶准许

在公众持股公司中拥有次要利益，即准许持有公司或企业百分之五 (5%) 或以下任何级别的已

发行证券。 
 

V. 内部信息 

 

在工作过程中可使用有关公司的非公开信息的公司员工和代理人不许出于股票交易目的使用

此信息或将此信息与任何人分享。使用或披露的非公开（“内部”）信息包括与潜在的收购、

剥夺、设施关闭、新产品或工序、债务和财务业绩（例如公司的收入或收益）有关的信息。 
 

VI. 顾问与代理人 

 

当有必要聘用个人或企业为该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或代表公司时，必须要特别谨慎，以确保聘

用的个人或企业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员工也必须确保该公司的外部顾问和代

理人符合资格并且具有良好的声誉。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与顾问或代理人订立协议。任何员工

均不得通过代理人间接地执行此政策或任何其他公司的政策禁止员工直接执行的任何事项。

当为公司开展业务时，顾问和代理人需要遵守公司员工所应遵守的相同标准。 
 

VII. 礼品、惠赠、娱乐或其他奖励 
 

公司意识到发展并维持客户和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此外也认识到当关系建立牵涉交

换礼品或商业礼仪时，会产生降低或似乎降低我们的商业标准的风险。正因如此，员工必须

遵守以下指南以确定礼品是否合适： 

 
 

 

a) 赠送礼品 

 

任何员工均不应将昂贵或奢侈的礼品（即成本或面值超过 $75.00 的礼品）赠予任

何当前或未来的客户、销售商或供应商。员工仅可向当前或潜在客户、销售商和供

应商提供符合以下标准的礼品：此类礼品是合法的、依照惯例的、非现金的、相对

廉价的并且不会影响接受者，也不会影响商业决策。礼品还不应违反接受者的雇主

或关联企业实体/机构的政策。 
 



 

文件标题 

利益冲突 

文件所有者 

Jill L. Urey - Assistant General Counsel &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                       

(法律总顾问助理兼首席合规官)                       

生效日期 

 

2016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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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页 

b) 接受礼品 

 

员工可在以下情况下接受当前或未来客户、销售商或供应商赠予的特殊场合的礼品： 

(i) 礼品的价值不超过七十五美元 ($75.00)，(ii) 礼品为合法的、非现金的、非请求

的，以及 (iii) 礼品的目的不在于也不会被合理地视为企图对格拉特费尔特 

(Glatfelter) 与礼品赠予人有关的商业决策造成不正当影响。 
 

公司预料到，可能会出现公司员工无法拒绝礼品或拒绝礼品令公司的员工感到为难

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若礼品超过票面价值，员工可以代表公司接受该礼品。但是，

接收此类礼品的员工通过此政策末尾随附的礼品披露表格向法律部上报其接受了礼

品。 
 

c) 用餐与娱乐活动 
 

公司认识到，存在员工可能会提供或接受款待以推动公司的商业目标的情况。在下

列情况下，提供和接受用餐与娱乐活动被认为是适当的行为：用餐或娱乐活动 (i) 

是在合法的商业关系期间提供或接受的；(ii) 是伴随教育或商业洽谈或事件发生的

行为；(iii) 是合法的；以及 (iv) 不是奢侈或过度的，从而不会被视为产生利益冲突

或以其他方式对商业决策产生不正当影响。 

 

就公司费用、由公司所提供用餐或娱乐活动而言，公司期望员工基于他们的理性、

公司的利益和相关的预算限制在产生、审查和批准此类费用时作出谨慎的商业判断。 
 

一般而言，礼品、惠赠和娱乐可在以下条件下提供或接受： 

 

 符合通常的商业惯例， 
 

 价值不会过高，并且不能被理解为贿赂或报酬或者以任何方式旨在影响或

似乎趋于影响接受者， 
 

 不违反适用的法律、道德标准或接受者的雇主或关联企业实体/机构的政策，

以及 
 

 在公开披露的情况下不太可能使公司或员工陷入困境。 
 

很难定义什么是价值过高或价值不会过高。由于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

具有极低货币价值的某些物品或惠赠会被认为是价值过高，而其他物品则不会。员

工通常不得在任何  个月内接受任何当前或潜在客户、销售商或供应商赠予的或向

他们提供单独或合计价值超过七十五美元 ($75.00) 的任何礼品。员工必须立即通

http://gcentral/GBS/03Human%20Resources/04%20-%20Tools,%20Templates%20and%20Best%20Practices/06%20-%20General%20HR%20Forms/02A%20-%20Conflicts%20of%20Interest%20Gift%20Disclosure%20Form.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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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政策末尾随附的礼品披露表格向法律部上报任何违反此政策的礼品。 
 

d) 奖品和附送赠品 
 

此政策中不包括奖品和其他附送赠品。 

 

VIII. 雇用亲属 

 

由于雇用亲属（包括调任和升职）可导致损害经营效率、安全和合理的商业惯例的严

重利益冲突，因此雇用亲属应由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地点进行审查并批准。但是，在

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得直接管理亲属。就此政策而言，亲属被定义为配偶、父母、兄

弟、姐妹、孩子、姨母、姑父、堂兄弟姐妹、侄女、侄子、祖父母、孙子/孙女或姻亲。

就此政策而言，居住在员工所在同一家庭内的未婚妻和个人也被认为是“亲属”。 
 

IX. 避免的行为 

        

 以下是需要避免的行为示例，因为这些行为可造成实际 或感知的利益冲突。此清单并未

列示所有行为，而是 列出几类应始终避免的代表性行为和举止 代表。 
 

 因与其他公司员工的人际关系而使其他公司员工接受不公平优势或优待或向员工或外

部利益员工提供不公平优势或优待。 
 

 可能与您的工作职责或公司的利益相冲突或似乎趋于发生冲突的行动或人际关系。 
 

 超出员工的职责范围，与和公司竞争的企业合作或为该企业效力。 
 

 在公司的竞争者、供应商或客户中拥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利益或与该竞争者、供应商

或客户之间有财务关系（此政策明确允许的除外）。 
 

 参与涉及雇用您的家庭成员配偶的公司的任何公司商业决策。家庭成员被定义为包括

居住在同一家庭内的任何人员。 
 

 拥有第二职业或顾问关系，而该职业或关系影响了您圆满执行公司任务的能力。 
 

 为您或其他人的私利或利益而使用公司未公开的信息，包括在公司有兴趣收购、出售

或以其他方式与其建立或终止商业关系的企业内购买或出售证券（即内部交易）。   
 

 对公司感兴趣的外部商业机会进行投资，在公众持股公司中拥有次要股权（通常低于 ）

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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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力图与公司进行业务合作或是公司竞争者的供应商、服务提供者或客户提供的礼

品、惠赠、报酬或其他福利，或不符合此政策第 VII 节所述的标准。 
 

 为您所执行的、与在公司所从事工作密切相关的服务收取个人酬金。您的主管应批准

特殊场合的酬金，例如贸易展览、讲座或讨论会。 
 

 符合以下条件下，与另一位员工之间存在恋爱关系： 
 

(1) 两名员工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汇报关系。“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汇报关系”

一词被定义为一名员工在另一名员工的行政管理系统内。 
 

(2) 两名员工之间没有直接的工作汇报关系，但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会引起其他人在对两者中

任一名员工的判断或客观性丧失信心，或者是该关系会导致公司陷入困境。 

   
   

公司保留对上述各类行为的参与者采取适当的惩戒处分的权利，严重者予以解雇。  
 

注： 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公司的反骚扰政策，员工之间的恋爱关系会引起合规问题。 
 
 

X. 政治性捐款 
 

 用公司资金进行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政治性捐款在美国境内和境外都 是被禁止的，无论此

类捐款是否合法。公司资金不得 用于购买特殊宴会或其他筹款活动的入场券，借给 员工用

于参与政党或委员会，提供交通或特殊的 复制服务以及资金或服务的任何其他捐款。员工可

 选择利用他们的个人资金以解决个人的或业务相关的政治 利益。就一切情况而言，我们

始终期望拥有适当的披露流程并遵守监管 此类捐款的适用法律。  

 

XI. 政府官员或雇员 
 

在其全球业务范围内，公司力图避免其总监、主任、合伙人和代理人的不正当行为，甚至

力图避免不正当行为的出现。根据美国法律和其他国家法律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禁止员工

和代表以公司名义向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地准备、许诺、授权或提供任何有价之物。有价

之物包括用餐、娱乐、礼品、赠品和商品。“政府官员”一词包括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实

体的雇员、政党、党内官员和政治候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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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关合适礼品的法律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若代表公司的员工

和任何顾问或代理人对涉及政府官员、雇员或承包商的礼品有任何疑问，建议向法律部咨

询。此外，请参见格拉特费尔特 (Glatfelter) 的反腐败政策，了解其他信息和指导。 

http://gcentral/GBS/03Human%20Resources/03%20-%20Human%20Resource%20Policies/01%20-%20Company-wide%20Policies%20(apply%20to%20all%20Glatfelter%20PEOPLE)/01A%20-%20Anti-Harassment%20Policy.pdf?Web=1
http://gcentral/GBS/05%20%20Compliance/01%20-%20Code%20of%20Conduct/04E%20-%20%E5%8F%8D%E8%85%90%E8%B4%A5%E6%94%BF%E7%AD%96.pdf?W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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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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不得向国外或国内的官员提供贿款、超额回扣或非法的费用以获得或保持业务。即使

款项从某一国家的公民手中转移到同一国家的官员手中，而此类报酬在该地区以往已被认

为是正常的商业惯例，在这种情况下此政策亦适用。 
 

员工还必须以合理详细的方式使账簿、记录和账目能够准确且清楚地反映出涉及政府官员

的所有款项、费用和交易，以便任何此类款项的目的和金额均一目了然。不应出于任何目

的建立任何未披露的或未记账的公司资金或资产。欺诈性、误导性或伪造账目绝不应因任

何原因出现在公司的账簿和记录内。公司的所有业务单位和部门需保持详尽且精确的财务

记录，并且设立内部机制以保证公司监管，从而确保公司或其国外子公司或其代表未进行

不当付款，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国外官员的需求是请求贿赂还是例行政府行为的费用有

任何怀疑或疑问的员工，请联系法律部。    

 

XII.  违规行为 

 

 1. 上报 

 

如果您看到或做出违反此政策的任何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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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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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tfe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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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