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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行為準則 

Klöckner & Co SE 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Klöckner」）與遍佈全球的客戶、供應商，以及鋼鐵、

金屬、建材和技術設備製造廠、物流企業和其他服務提供商，均保持密切的關係。我們將供應

商／廠商和提供商（以下簡稱「供應商」）視為關鍵合作夥伴。因此，我們希望他們也能堅持

我們對法律、永續發展和道德價值觀所秉持的承諾。 

我們全方位的永續發展概念整合整體價值鏈：從採購、貯存以及眾多流程／服務，一直到產品

經銷，並包括持續改善作業流程。我們的客戶期待並依賴這些為永續發展做出的努力，並且十

分重視遵守當地法律，以及 Klöckner & Co SE 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所闡述的道德價值

觀 

因此，您既身為 Klöckner 的重要供應商，我們請您審查並接受我們根據《聯合國第 217A (III) 號

決議》針對人權、環境和商業道德的具體相關規定，並在本文件末尾簽屬以表示您瞭解其中條

款，並將予以遵守。 

 
 
人權和勞工權利 
 

Klöckner 鼓勵其供應商辨識本身營運過程及價值鏈中，潛在人權侵害行為和風險，並採取適當的

行動／措施來消除或減輕這種已識別的風險。視需要，至少每 12 個月一次實施、審查和更新各

別改善計畫。對於所有根據其居住或經營所在國家／地區法律、或根據歐盟法規或指令，承擔

法律義務審查、評估和消除人權侵害行為、或減輕其業務經營及／或部分或全部價值鏈中人權

侵害風險的所有供應商，均為強制性義務。 
 

Klöckner 希望我們的供應商尊重並遵守基本權利，尤其是人權。此外，我們希望我們的供應商完

全瞭解國際勞工組織 (ILO) 公佈的勞動標準，並考量不同國家／地區和地方政府頒佈的適用法律和法

規。 

a) 供應商不得使用任何類型的非自願勞工。其中應包括但不限於強迫、契約和抵債

或監獄勞動以及任何其他類型的「現代奴役勞動」。 

b) 供應商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童工。根據本準則，「兒童」是任何年齡少於 (i) 十五 

(15) 歲的人士；(ii) 製造國家／地區完成義務教育的最低年齡；或 (iii) 該國家／地區的最低

就業年齡。以上三者中之最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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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供應商必須尊重不同的文化、道德和宗教背景，並遵守平等原則，無論種族、性

別、年齡、出身、膚色、身心障礙、國籍、性取向、性別認同、宗教或任何其他受保障

的特徵或活動。 

d) 供應商必須尊重且平等對待每一位員工。因此，供應商不得使任何員工遭受身

體、性、言語或其他形式的騷擾、脅迫、虐待或非法歧視。 

e) Klöckner 希望我們的供應商尊重員工的權利，在適用的國家／地區法規範圍內，組

成工人委員會、集體談判單位（工會）或其他員工代表機構，且得以進行集體談判。 

f) 供應商必須完全遵守所有適用國家／地區關於工作時間的法規、必須支付每位員

工基本工資，並提供適用當地法律規定的基本福利。如果沒有適用的當地法律，供應商

應至少提供符合其所在地行業慣例的基本工資和福利。 

g) 供應商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法律、法規和條例，並應為其員工提供安

全的工作場所。供應商必須制定並實施有效的計畫執行上述規定。 

 
 
衝突礦產 

Klöckner 希望各家供應商採取合理的努力，避免在其產品中使用侵害人權之武裝團體所提供的原

料，直接或間接為其提供資助。供應商不得向 Klöckner 提供從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第 2017/821 號

法規（不時修訂）以及《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第 1502 條（不時修訂）定

義為「衝突國家／地區」的國家／地區取得，或原產自這些國家／地區（以下簡稱「涵蓋國家

／地區」）的含有鈮鉭鐵礦（鈳鉭鐵礦）、錫石、黑鎢礦、錫、鎢、鉭或金（以下簡稱「衝突

礦產」）等貨物。 

所有供應商應在向 Klöckner 銷售貨物的任何訂單或合約簽訂時，以書面形式（電子郵件：

compliance@kloeckner.com）說明任何此類貨物是否含有衝突礦產。如果衝突礦物來自涵蓋國家

／地區，供應商必須確認採購此類衝突礦物並未直接或間接資助或利於涵蓋國家／地區的武裝

團體，並說明此等確認的依據。 

Klöckner 得自行決定，是否保留終止和取消任何含衝突礦物的商品訂單或合約的權利。 

 

mailto:compliance@kloeck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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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供應商應努力將其對環境影響的營運降至最低，必須至少在營運過程中遵守適用的環境

法律、法規、條例和法令。 

1. 永續資源管理 

Klöckner 鼓勵其供應商在其經營活動以及增值供應鏈中，辨認潛在的負面環境影響和風

險，並採取適當的行動／措施來消除或減輕已識別的影響／風險。視需要，至少每 12 個

月一次實施、審查和更新各別改善計畫。對於所有根據其居住或經營所在國家／地區法

律，或根據歐盟法規或指令，承擔法律義務審查、評估和消除負面環境影響，或減輕其

業務經營及／或部分或全部價值鏈中該等影響風險的所有供應商，均為強制性義務。 

2. 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以及溫室氣體排放和空氣品質 

供應商應瞭解其目前的能源來源，並找出減少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可能性。  

 

我們的供應商應持續努力，減少其價值鏈中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絕對排放量，並支

持《巴黎協定》的目標。 

3. 負責任的化學品管理 

供應商所使用化學品的採購、貯存、運輸、處理和使用，均應符合所有適用法律規定，

並以保護勞工健康及環境安全的方式進行。  

4. 用水量及廢水排放量 

我們的供應商在經營過程中使用水的時候，應找出並實施環保方式減少用水量及廢水排

放量的可能性。  

5. 廢棄物 

我們的供應商應按照所有適用法律規定，以保護勞工健康以及環保安全的方式，貯存、

處理、運輸和處置廢棄物。不可在現場填埋廢棄物。危險和非危險廢棄物必須分開貯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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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道德與誠信 
 

 

Klöckner 希望其各供應商在展開業務時都能遵守高道德標準。各供應商均須按照所有適用的

商業道德法律、法規和條例展開業務，其中包括涉及賄賂或其他禁止行為的法律、法規和條

例。 

供應商必須以誠實和道德的方式展開業務。我們不容忍賄賂或貪腐的商業行為及洗

錢行為。我們希望供應商遵守公平競爭條例，包括遵守所有反壟斷法及法規，以及

出口管制法規和適用的制裁措施，尤其是歐盟、英國、瑞士和美國實施的制裁措

施。 

供應商不得向 Klöckner 員工提供任何邀請或禮物以獲取任何形式的影響。向我們的

員工或相關方提供的任何邀請或禮物，其範圍、設計和社會接受度須為合理且合

適。換言之，此類邀請或禮物須具有合理的經濟價值並反映當地的一般商業習慣。

我們同時希望供應商不得向我們的員工或相關方索取任何不當好處。 

供應商必須避免一切可能對商業關係產生不利影響的利益衝突。 

 

合規遵循 

Klöckner 希望其供應商以具有約束力的方式或類似方式，與其分包商和供應商達成本準則所述的

所有原則和要求，並以此作為選擇其分包商和供應商的依據。 

供應商必須保留合理的必要文件，以作為其遵守本準則的證明依據。在 Klöckner 事先合理的書

面要求下，供應商必須向 Klöckner 提供此類文件。  

如果出現任何道德或法律合規問題而引起任何疑問或疑慮，供應商有責任將相關文件提交給 

Klöckner。 

若要提出疑問，供應商可致電 Klöckner & Co 企業合規辦公室，電話為 +49-203-3072119，或傳送

電子郵件至 compliance@kloeckner.com。企業合規辦公室的職能在於確保透過本準則向供應商提

供之任何管道提出的所有道德及／或合規問題，得以在我們的組織中獲得快速、公正和適當的

解決。 

mailto:compliance@kloeck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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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世界各地均可每週 7 天隨時使用我們獨立、保密且匿名的通報系統「Let Us Know」。該

網站提供多種語言版本，網址為：http://www.kloeckner.com/en/let-us-know.html。 

如果供應商明顯未能履行本準則規定的任何原則或要求，或拒絕採取適當措施以消除或減輕未

能遵守本準則規定的此類原則和要求所造成的損失，Klöckner 在給予合理寬限期後，保留因故立

即終止與該供應商的任何或所有合約的權利。 
 

供應商聲明 

我們，即「簽署人」，特此代表我們的公司（即「供應商」）確認，簽署本文件及表示

我們確認接受並遵守《Klöckner & Co SE 供應商行為準則》（不時修訂）規定的所有條款

和原則（目前版本可於 Klöckner & Co SE Compliance | Klöckner & Co SE (kloeckner.com) 網

站查閱），該義務優先於我們可能與 Klöckner 或任何 Klöckner 關係企業簽訂的任何其他

合約義務。 

 
 
 

地點和日期：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者姓名和職能 

簽署者 

（請以正楷填寫）：     
 
 

獲授權者簽名 

簽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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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規遵循
	供應商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