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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行为准则 

Klöckner & Co SE 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Klöckner”）在全世界范围内与钢铁、金属、建材和技术

设备相关客户、供应商、生产商、物流企业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将

我公司的供应商/卖方和提供商（以下简称“供应商”）视为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们希望他们

也能像我们一样，坚持对遵守法律、可持续发展和道德价值观的承诺。 

我们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概念贯穿整个价值链：从购买、储存以及众多流程/服务，一直到产品分

销，其中还包括工作流程的持续改进。我们的客户期待并依赖这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

而且十分重视遵守当地法律，以及 Klöckner & Co SE 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中所阐述的道

德价值观 

为此，我们要求您作为 Klöckner 的重要供应商，审查并接受我们对联合国第 217A (III) 号决议所

规定的人权、环境和商业道德方面的具体要求，并在本文件末尾签名以表示您理解并遵守这些

要求。 

 
 
人权和劳工权利 
 

Klöckner 鼓励其供应商识别其自身运营以及价值链中潜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和风险，并采取适当

的行动/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这种已识别的风险。必要时应实施、审查和更新各自的改进计划（至

少每 12 个月一次）。这对所有供应商而言均为强制性行为标准，因为根据其居住国家/地区或

经营所在地的国家/地区的法律，或根据欧盟的法规或指令，他们有义务审查、评估和消除侵犯

人权的行为，或减轻其商业运作和/或其价值链或部分价值链中侵犯人权的风险。 
 

Klöckner 希望供应商尊重并遵守基本权利，尤其是人权。此外，我们希望供应商完全承认国际劳

工组织 (ILO) 发布的劳动标准，并同时考虑遵守不同国家/地区和地方当局发布的适用法律和法规。 

a) 供应商不得使用任何类型的非自愿劳工。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强迫、契约和债役或

监狱劳工以及任何其他类型的“现代奴隶劳工”。 

b) 供应商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童工。就本准则而言，“儿童”系指任何小于以下年龄的

人： (i) 十五 (15) 岁；(ii) 制造所在国家/地区完成义务教育的最低年龄；或 (iii) 该国家/地

区的最低就业年龄。以上述三者中最高者为准。 

c) 供应商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道德和宗教背景，遵守平等原则，无论种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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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出身、肤色、残障、国籍、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或任何其他受保护的特

征或活动。 

d) 供应商必须尊重并平等对待每一位员工。因此，供应商不得使任何员工遭受身

体、性、语言或其他形式的骚扰、胁迫、虐待或非法歧视。 

e) Klöckner 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尊重其员工的权利，在适用的国家/地区法规范围内，

组建工人委员会、集体谈判单位（工会）或其他员工代表机构，并进行集体谈判。 

f) 供应商必须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地区关于工作时间的法规，必须至少向每个

员工支付最低工资，并提供适用的当地法律所规定的最低福利。如果没有适用的当地法

律规定，供应商应至少提供符合其所在地行业惯例的最低工资和福利。 

g) 供应商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法律、法规和条例，并应为其员工提供安

全的工作场所。供应商必须制定并实施有效的计划来促进上述工作的实施。 

 
 
冲突矿产 

Klöckner 希望每个供应商采取合理的努力，避免其产品使用直接或间接资助侵犯人权的武装团伙

的原材料。供应商不得向 Klöckner 提供含有铌钽铁矿（钶钽铁矿）、锡石、黑钨矿、锡、钨、

钽或金（以下简称“冲突矿产”）等的货物。冲突矿产是指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7/821 号条

例（经不时修订）以及《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 1502 条（经不时修订）

定义为“冲突国家/地区”的国家/地区获得或源于这些国家/地区（以下简称“覆盖国家/地区”）的

矿物。 

所有供应商应在向 Klöckner 销售货物的订单或合同签订时以书面形式（电子邮件：

compliance@kloeckner.com）说明任何此类货物是否含有冲突矿产。如果冲突矿产来自覆盖国家/

地区，供应商必须确认购买这些冲突矿产没有直接或间接资助或帮助覆盖国家/地区的武装团

体，并说明这一确认的依据。 

Klöckner 将自行做出决定，保留终止和取消任何含有冲突矿产的商品订单或合同的权利。 

 

mailto:compliance@kloeck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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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供应商应努力将其运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在运营中必须遵守适用的环境法

律、法规、条例和法令。 

1. 可持续资源管理 

Klöckner 鼓励其供应商在自己的经营活动中以及在其增值供应链中识别潜在的负面环境影

响和风险，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这种识别的影响/风险。必要时应实施、

审查和更新各自的改进计划（至少每 12 个月一次）。这对所有供应商而言均为强制性，

因为根据其所在国家/地区或经营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或根据欧盟的法规或指令，他们

有义务审查、评估和消除负面的环境影响，或减轻其业务运营和/或其价值链或部分价值

链中此类影响的风险。 

2. 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质量 

供应商应了解其目前的能源来源，识别并确定能够减少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绝对排放

量的机会。  

 

供应商应持续努力，减少其价值链中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绝对排放量，并支持《巴

黎协定》的目标。 

3. 负责任的化学品管理方式 

供应商所使用化学品的购买、储存、运输、处理和使用都应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

并以保护工人的健康和环境的安全的方式进行。  

4. 水消耗和废水排放 

当供应商在其业务中使用水时，应探索并实施减少水消耗和有利于环境的方式排放废水

的方法。  

5. 废弃物 

供应商应按照所有适用法律要求，以保护工人健康、安全环保的方式储存、处理、运输

和处置废弃物。不可在现场填埋废弃物。危险和非危险废弃物必须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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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道德与诚信 
 

 

Klöckner 希望其每个供应商在开展业务时都能遵守较高的道德标准。每个供应商必须遵守所

有适用的、针对商业道德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开展业务，其中也包括那些涉及贿赂或其他禁

止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供应商必须以诚信和道德的方式开展业务。我们不容忍贿赂或腐败的商业行为以及

洗钱行为。我们希望供应商遵守公平竞争惯例，其中包括遵守所有反托拉斯法律和

法规，以及出口管制法规和适用的制裁措施，尤其是欧盟、英国、瑞士和美国实施

的制裁措施。 

供应商必须避免向 Klöckner 员工提供任何会施加任何形式影响力的邀请或礼物。若

向我们的员工或相关方提供任何邀请或礼物，必须在范围、设计和社会可接受性方

面是合理和合适的，也就是说，这些邀请或礼物必须具有合理的经济价值并反映当

地一般的商业习惯。我们也希望，供应商不要向我们的员工或相关方索取任何不当

好处。 

供应商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对商业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的利益冲突。 

 
合规 

Klöckner 希望其供应商以具有约束力的方式或类似方式与其分包商和供应商达成本准则所述的所

有原则和要求，并在选择分包商和供应商时考虑到这一点。 

供应商必须保留合理的必要文件，以作为其遵守本准则的证明。在 Klöckner 合理的提前书面要

求之下，供应商必须向 Klöckner 提供此类文件。  

如果出现任何道德或法律合规问题，引起任何疑问或担忧，供应商有责任将相关文件提交给 

Klöckner。 

若有疑问，供应商可致电 Klöckner & Co 企业合规办公室，电话为 +49 203 3072119，或发送电子

邮件至 compliance@kloeckner.com。企业合规办公室的职能是，确保通过本准则中提供给供应商

的任何渠道提出的所有道德和/或合规问题在我们的组织中能得到快速、公正和适当的解决。 

此外，我们独立、保密和匿名的举报系统“Let Us Know”每周七天，在世界各地均可使用。该网

mailto:compliance@kloeck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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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网址为：http://www.kloeckner.com/en/let-us-know.html。 

如果供应商明显未能履行本准则规定的任何原则或要求，或拒绝采取适当措施，来消除或减轻

由于未能遵守本准则规定的此类原则和要求而造成的损失，Klöckner 在给予合理宽限期后，保留

因合理原因立即终止与该供应商的任何或所有合同的权利。 
 

供应商声明 

我们，即“签署人”，在此代表我们的公司（“供应商”）确认，通过签署本文件，我们承

诺承认并遵守《Klöckner & Co SE 供应商行为准则》（及其修正案）（当前版本可在 

Klöckner & Co SE Compliance | Klöckner & Co SE (kloeckner.com) 网站上查阅）中规定的所有

条款和原则，此准则规定的义务高于我们可能与 Klöckner 或任何 Klöckner 关联公司签订

的任何其他合同义务。 

 
 
 

地点和日期：   
 
 
 

供应商名称：   
 
 
 

被授权人的姓名和职能 

签署人（打印）：     
 
 
被授权人签名 

签署人：     

 

http://www.kloeckner.com/en/let-us-know.html
http://www.kloeckner.com/en/let-us-know.html
http://www.kloeckner.com/en/let-us-know.html
https://www.kloeckner.com/en/group/compliance.html

	合规
	供应商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