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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推动创新，创造智能电源和感知技术， 

解决最具挑战性的客户问题。我们的员工每天都受鼓舞， 

以高质量和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来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使命

标语

推动技术突破，履行未来可持续承诺。

愿景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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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引言

作为安森美的员工或代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

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家以业绩为基础的公司，致力

于实现盈利性成长、世界一流的运营成果、标杆性的

质量，传递出众的客户和股东价值。通过将诚信正

直、互敬互重、积极进取的核心价值观付诸实践，我

们每个人都在努力使公司成为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

诚信正直
言而有信，心口如一。公司为我们的产品和个人行为

设定了严格的标准。我们的声誉取决于道德行为的最

高标准。我们有责任以最高质量按时兑现承诺。我们

客观地处理问题，建立了不惧公开讨论或质疑的工作

氛围，实事求是，提供建设性反馈。一旦做出决定，

我们会全力执行，以示支持。我们遵守所有法律要

求，并坚守最高道德行为标准。

互敬互重
我们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尊重。我们在公开坦诚的环

境中分享信息，并鼓励大家提出不同的观点。我们取

长补短，并认识到多元化背景和经验是关键优势。我

们相互支持，实现共赢。

积极进取
我们重视积极肯干并擅长合作共赢的员工。我们聪明

地做事，有紧迫感，并始终恪守我们遵守适用法律、

法规和标准的承诺。如果存在问题，我们会寻找迅速

解决的方法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在安森美的工作中展示这些核心价值观。这些价

值观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员工还是

董事。

返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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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森美的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我们每个人都

有阅读并遵守本守则和法律的责任。我们期望我们的

客户、供应商、代理商、顾问、被许可方、承包商、

服务提供商等业务合作伙伴能够遵循类似的准则。因

此，我们绝不会要求这些第三方从事我们自身不得从

事的任何活动。无论我们在哪里开展业务，都应遵守

所有适用的法律、规则、法规和标准。如果本守则与

当地法律存在冲突，请遵循更严格的标准或在行动前

寻求指导。如果您对可疑的非法或不道德行为有任何

疑问或疑虑，请咨询您的经理、主管、商业道德联络

员（“BEL”）、首席合规官（“CCO”）或道德与企业

社会责任副总裁（“VP, Ethics and CSR”）。如知晓

实际或潜在违反本守则或法律的行为，则有义务立即

向您的经理、主管、BEL、CCO 或道德与企业社会

责任副总裁举报。您还可以向法务部或人力资源部的

工作人员报告您的疑虑。如果您希望以匿名方式报告

您的疑虑（前提是当地法律允许），可以使用合规与

道德热线（“道德热线”）提交报告。

此外，安森美是责任商业联盟 (RBA) 的一员。这个

成员资格意味着我们致力于通过所有内部运营以及供

应链遵守 RBA 的行为守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管理层人员与运营人员应查看 RBA 的行为守则， 

并应用于各自负责的领域。RBA 行为守则见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standards/
code-of-conduct/。

商业行为守则的宗旨

责任和问责

本守则旨在指导我们遵守公司和自己的高道德标准。

守则总结了很多适用于我们在安森美工作的法律，还

描述了我们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当然，遵守法律只是

道德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以符合公司核心价值

观的方式开展业务。

本守则并未涵盖我们在日常业务中可能遇到的每一种

情况，而是强调了一些关键问题，并列出了政策和资

源，帮助我们为自己、为安森美做出成功的决策。我

们有责任了解并遵守所有公司政策和程序，包括本守

则中提及的政策和程序。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standards/code-of-conduct/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standards/code-of-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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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和主管的其他职责

审计、调查和纪律处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举报涉嫌违反本守则和法律的

行为。但是，担任领导岗位的员工需要额外负责，防

止发生违反本守则的行为。经理和主管应在言行上都

能按照我们的道德行为标准行事。如果您是经理或主

管，则有责任促进开放坦诚的沟通。您必须积极以身

作则，尊重并关心每一位下属。您还必须勤于监控和

审查，防范在安森美出现不道德或非法行为。如果您

是知晓此类行为或收到此类行为举报的经理或主管，

必须立即通知相应的 BEL、CCO、道德与企业社会

责任副总裁、法务部或人力资源部。

公司会对所有实际或疑似不当行为的举报进行调

查。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举报信息将予以保

密。CCO 和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还可以配合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在必要时对本守则的遵守情况进

行审计。 

如违反本守则和/或法律，将受到纪律处分，严重者

可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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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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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指导

寻求指导和报告疑虑是我们维护道德文化的重要环

节。公司的开放政策让我们可以自由接触任何级别的

管理人员，提出我们的疑虑。公司还设有道德热线，

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接入。在使用道德热线时，若

当地法律允许，您可以要求保持匿名。所有善意的举

报都将得到迅速和专业的处理，不会有遭到报复的

风险。

如果我们善意地认为服务于公司或代表公司的个人违

反了本守则、公司政策或法律，我们应该举报该等情

况。如果您发现了已发生或潜在的违规行为，请联系

以下人员：

• 您的 BEL

• CCO

• 法务或人力资源部的任何成员

• 您的经理或主管

• 道德热线

如何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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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打击报复

员工可随时举报任何涉嫌违反法律或守则的行为，而

不必担心工作因此受到影响。我们不容忍对任何善意

提出疑虑者实施报复的行为。（如果您诚实地提供准

确信息，就是进行“善意”举报。）任何对善意提出举

报的员工进行报复的个人都将受到纪律处分，严重者

可被解雇。同样，员工不得在明知的情况下进行虚假

举报，这样做也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  
《禁止打击报复政策》。

报告疑虑

您可以用电话免费拨打道德热线，道德热线 24 小时每

天开通，并提供安森美员工和董事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

翻译。您也可以通过下方网址向道德热线在线咨询和举

报。请记住，使用道德热线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在我们有大量业务的任何国家/地区均可接入道德热

线，前提是根据当地法律可能会有某些限制。道德热

线的使用和操作流程如有任何变更，公司将传达给

所有员工。如您不确定是否有关于道德热线的最新信

息，请咨询 CCO、法务部或 BEL，了解最新情况。

道德热线：
美国：1-844-935-0213
所有其他地区：

查看本行为守则“附录”，了解

按国家/地区分类的详细信息

在线举报：helpline.onsemi.com
CCO 直线电话：1-602-244-5226
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直线电话：	

1-602-244-6888

返回索引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6752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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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返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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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安森美资产

我们有责任为公司和股东保护交托于我们的公司资

产。我们必须保护这些资产，避免受到损失、损坏、

滥用或盗窃。这些资产包括资金、产品、网络和计算

机系统。我们只能将之用于合法的商业目的。 

尽管您可能会偶尔为个人使用其中一些资源，但任何

此类使用都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且必须遵守公司

的政策。 安森美可以访问和检查您用于个人活动的

所有公司资源，如归安森美所有的计算机、服务器和

系统、电话、语音邮件系统、桌子、储物柜、柜子、

车辆和其他设备。 

此外，任何个人使用无法保证个人隐私。例如，通过

安森美系统创建或传输的任何消息或记录（包括电子

文档、电子邮件、语音邮件和即时消息），无论您是

否有个人密码或存档系统。出于与安全、监管、安保

和其他问题相关的考虑，安森美可根据当地适用法律

随时检查公司场所内的人员和财产，恕不另行通知。

股东
在安森美，我们保护公司资产、信息和文件的完整性，保证股东的利益。

问：我在安森美工厂的同一个团队里工作了很多年，和同事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怀疑一位同事可

能在偷公司的贵金属。起初，我注意到她把储藏室里的一些东西放进了口袋。我当时没说什么，因为我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我注意到产品数量减少了。我不能肯定是她偷的，但我感觉可能是她。尽管我并不确

定，我应该报告自己的怀疑吗？

答：是的。如果情况属实，这种行为违反了本守则和法律。即使您的同事对材料丢失没有责任，您也需

要向经理、主管或 BEL 举报她的行为。这样，您的同事才可以在需要时得到帮助，公司也可以避免遭受更

大的损失。请记住，您不会因为善意报告自己的疑虑而遭到报复。

返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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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及专有信息

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公司的机密及专有信息。我们必须

相应地标记此类信息，安全存储，并仅限有业务知情

需要的人员访问。这一点适用于第三方，以及我们的

安森美员工。此外，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在其他人可能

会无意中听到的公共场所讨论此类信息。机密及专有

信息包括： 

• 产品或软件设计、流程、技术、汇编资料或公

式。 
• 客户合同和/或定价信息。 
• 业务提案和/或对客户提案请求的回应。 
• 公司预算信息和数据。 
• 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或报告。 
• 工程日志、笔记本、开发文件夹、图纸等涉及

为新产品或新工艺生成的技术数据。 
• 市场计划、产品路线图或风险评估。 
• 新闻稿（官方发布之前）。 
• 人事档案、员工个人信息（工资数据、私人或

家庭记录等）和病历。 
• 长期业务计划和战略业务计划。 
• 计算机密码。 

如果您的业务需要向第三方披露机密及专有信息，该

第三方在接收该信息前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们

有责任时刻保护此类信息。事实上，即使在雇佣关系

结束后，我们的这项责任仍在继续。 

正如我们期望别人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一样，我们也

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意味着遵循许可和其他类似

安排，以及尊重他人在其机密信息、商业秘密或知识

产权方面的权利。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否有权为自己的

工作使用或复制任何软件或其他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包括开源软件），请联系法务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我们的《专有或机密信息

分类、标记和保护政策》。如果不确定在哪里可以找

到这些政策，请咨询您的经理或主管。也可查看本守

则中的“跨越国境”部分，了解其他披露限制。

问：我在安森美任职期间，帮助公司开发实施了新的工程流程，改善了我们的经营方式。我为自己在这

一领域的贡献感到自豪，也愿意作为顾问向其他公司推荐这些流程。我可以这样做吗？

答：不可以。工程和其他流程属于公司的机密专有信息，不得在安森美之外分享。向第三方披露此信息

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声誉和竞争地位。如果您对哪些信息属于机密专有信息有任何疑问，请在分享前咨询您的 
BEL、CCO、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此外，如果您正在考虑在外部就业，请参阅本守则第 
11 条“利益冲突”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返回索引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8-13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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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我们努力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保护员工、客户和其他

人员的个人信息。有权访问个人信息的员工必须保护

个人信息免受不当或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披露，并遵守

关于处理该信息的所有适用的公司政策和安全协议，

以及适用于我们工作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 

正如我们必须保护个人信息一样，我们也有责任保护第

三方的数据和机密信息。除非获得第三方的明确许可，

否则不得使用或披露任何第三方机密信息。在向公司外

部发送此类信息之前，请咨询法务部或人力资源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公司的《隐私政策》。

公司知悉员工会浏览及参与社交和在线社区。我们必

须像对待现实世界一样对待网络世界，即运用正确的

判断和常识，同时秉承公司的价值观——积极进取、

诚信正直和互敬互重。员工可自行决定是否选择参与

在线社交网络、博客、维基百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在

线发布或讨论。公司认可新兴的在线协作平台正在改

变个人和组织的沟通方式，也认可参与此类在线对话

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致力于确保每一位同事都能以

正确的方式参与在线社交媒体。 

作为我们保护机密专有信息承诺的一部分，这些信息

包括客户信息、产品信息、商业秘密和其他因敏感性

而通常不公开的信息，我们绝不能通过使用这些网站

披露机密的专有信息。我们还必须确保不会将个人观

点归结于公司，或发布不当、具冒犯性或违反公司政

策的材料。归结于我们公司或关联公司的不可接受的

信息示例包括： 

• 对安森美或其董事、员工或利益相关者的贬低

或诽谤言论 

• 贬低或诽谤我们的竞争对手的言论 

• 基于种族、信仰、肤色、年龄、性别、身体残

疾或性取向的言论 

• 关于公司产品或服务不准确、具误导性或不真

实的言论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社交媒体政策》

和相关政策。如果您不确定在哪里可以找到该政策，

请咨询您的经理或主管。

返回索引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使用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8-14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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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通过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站披露公司的机密信息，应立即删除您发布的信息，并将披露情况报告给您的经理或主

管、BEL 或法务部。如需了解内幕信息构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节内容。 

问：我经常登录一些社交网站，并在该等网站上表明自己是安森美的员工。我在工作的时候从来不使

用 Facebook 或 LinkedIn，也很少谈论自己的工作。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我最近为公司争取到了一家知名

机构的大额新合同。我在 Facebook 上发布消息说，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终于与该机构达成了交易。我

还提到了这家机构的名字，因为这是一家上市公司，而我的 Facebook 账户是私密的。这样做可以吗？

答：不可以。虽然参与社交媒体能够为公司创造商机，但我们绝不能向没有业务知情需要的人员透露

安森美的机密和专有信息。即使您在社交网站上的账户设置为“私密”，但仍然有可能与很多没有业务知情

需要的人分享信息。表明自己是安森美的员工，并披露一项尚未公开的新交易，是在把自己和安森美置于

严重的风险之中。此类信息可能被视为“内幕信息”，这种行为将违反证券法和公司的《内幕交易政策》以

及《披露政策》。此外，合同本身可能受禁止披露的保密条款的约束。

返回索引

http://theconnection.onsemi.com/legal/LP/trading/default.aspx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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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信息与证券交易

在安森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被视为关

于我们公司或其他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的信息。“内
幕信息”是投资者在决定购买、持有或出售股票时会

认为重要的实质性非公开信息。内幕信息的常见例

子包括： 

• 未宣布的收购或剥离 

• 关于公司财务业绩的非公开信息 

• 未决或潜在诉讼 

• 重要的新产品开发 

• 高层管理人员变动 

我们不得根据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或类似投资。这

种行为称为“内幕交易”，违反了我们开展业务所在的

很多国家/地区的法律。我们还必须避免向他人泄密

或者向他们提供内幕信息，让他们能够根据内幕信

息做出投资决定。根据内幕交易法，泄密也属于非

法行为。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内幕交易政

策》。如果您对安森美股票交易有任何疑问，请在

进行任何证券交易之前联系法务部。

问：我无意中听到一位高管说，公司正计划出售一条主要的业务线。我能不能根据这个无意中听到的信

息买卖公司股票？

答：不能。我们不得根据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您无意中听到的信息很可能属于实质

性非公开信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应该在进行任何涉及安森美证券的交易之前联系法务部。如需了解更

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内幕交易政策》。

返回索引

http://theconnection.onsemi.com/legal/LP/trading/default.aspx
http://theconnection.onsemi.com/legal/LP/trading/default.aspx
http://theconnection.onsemi.com/legal/LP/trading/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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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记录的准确性

提供财务信息

特殊责任

公司记录构成我们财务报告和其他公开披露信息的基

础。因此，诚实准确地记录和报告信息，对于制定负

责任的业务决策至关重要。内容包括质量、安全和人

事记录以及所有财务记录等业务数据。作为一家上市

公司，我们在公司记录中提交的信息必须完整、及

时、准确、易懂。不完整或不及时的记录会损害公司

的声誉，并使安森美和相关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的所有财务账簿、记录和账目都必须准确反映交

易和事件。决不能伪造条目。此外，我们必须始终遵

循规定的会计原则以及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例如，

付款时，款项只能用于单据中所列的用途。如果您怀

疑有任何会计或审计违规或欺诈行为，应立即举报。

我们有时可能需要为公开报告提供信息。公司希望大

家认真对待这一责任。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对与公

开披露要求相关的询问提供及时准确的答复。请记

住，获取并提供完整、准确的业务和财务信息，对于

我们遵守法律至关重要。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披露政策》。

安森美的财务部、公司某些高管和董事对促进公司内

部诚信负有特殊责任。他们应确保公司提供的公开披

露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于这一特殊职责，以下

人员需要了解并理解适用于其工作的财务披露法律：

 

• 董事会的每一位成员 

• 首席执行官 

• 首席财务官 

• 首席会计官或总管，或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 

• 安森美公司及其各子公司财务部的每一位工作

人员

返回索引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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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保留业务通信

违反财务披露法律将被视为严重违规行为，可能会导

致纪律处分，严重者可被解雇。其中包括未能举报其

他人的潜在违规行为。如果您认为发生了违规行为，

请联系 CCO、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

部。如果您希望匿名举报，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通过道德热线提交举报。请记住，对任何善意举报违

规行为的人员实施报复是违反公司政策的行为。

有时，我们可能会公开业务记录和通信，这可以通过

诉讼、政府调查或媒体来实现。除了确保记录清晰、

真实、准确，我们还必须保持专业的格式。避免使用

夸张、华丽的语言、猜测、法律结论、针对个人和公

司的贬损言论或描述。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通

信，包括电子邮件和非正式的备注或备忘录。应始终

按照我们的记录保留和管理政策进行管理。  

您有时可能会收到通知，称因某一诉讼或政府调查需

要您提交您负责管理的文件。如果您收到此类通知，

请不要试图更改、隐藏或销毁相关信息。如果您不确

定哪些信息相关，请联系法务部。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阅我们的《记录保留/销毁政策》。如果不

确定在哪里可以找到这项政策，请咨询您的经理或

主管。

问：我在安森美的职责之一是录入客户订单信息。最近，我的经理让我对一份订单进行一些调整。她特

意让我把记录的订单日期提前，以提高本季度的销售额。我感觉似乎不正常，但还是按照她说的做了。在这

种情况下，我不应该质疑我的经理，是吗？

答：不，您应该质疑。如果您觉得某件事不对劲，即使是经理要求您这样做，您也应该向您认为合适的

人员报告这种情况，比如您的 BEL、CCO、法务部或道德热线。在这种情况下，您的经理可能会要求您不

正确地记录一份客户订单。这种行为损害了我们记录的诚信，并可能使安森美以及您本人和您的经理面临承

担法律责任的风险。无论对您自己，对安森美和股东而言，如实举报才是正确之举。

返回索引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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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和董事
返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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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常的尊重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重视来自世界各地人员的

多样性。公司深知，成功需要各种各样的观点、想

法、信念和实践。我们认同这些差异，并时刻相互尊

重、公平相待。为此，我们承诺防止强迫劳动和人口

贩卖等行为。安森美向代表我们工作的每一个人提供

合理的工作时间、公平的报酬和人道的待遇。我们希

望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遵循同样的原

则。如此，我们方能体现作为公司运营基础的核心价

值观。

此外，安森美绝不容忍歧视行为。我们的聘用决定仅

以资历、才能和成就为基础，而非受法律保护的特

征。这些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种族、宗教、肤色、国

籍、性别、性别认同或性别表现、年龄、残疾、婚姻

状况、性取向、遗传信息、军人与退伍军人身份或任

何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特征。无论在何地开展业务经

营，我们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则。其中

包括歧视、童工、工资和工时方面的法律。对那些有

残疾以及有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人员，我们也具有合理

的包容度。

防范骚扰

个人之间相互尊重还意味着我们不参与骚扰行为。骚

扰可能涉及性或不涉及性，可能是口头、身体或视觉

方式，不同的国家/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在安森

美，凡以制造恐吓、敌对或冒犯性环境为目的或能产

生此种影响的行为皆属骚扰行为。常见的骚扰行为例

子包括： 

• 诽谤性言论、贬损或谩骂 

• 令人讨厌的性骚扰 

• 具有冒犯性或诽谤性的展示或姿势 

• 攻击、威吓、恐吓或令人讨厌的触摸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在安森美，谩骂、骚扰或具冒犯

性的行为皆属不可接受的行为。如果有同事的行为让

您感到不适，希望您能直言。您可以向您的经理、主

管或 BEL 举报骚扰行为，也可通过道德热线呈报，

或与 CCO 联系。请记住，安森美不会容忍任何因此

对您报复的行为。

员工和董事
在安森美，我们尊重彼此的尊严。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人权政策》以及 

《奴役和人口贩运政策声明》

返回索引

https://www.onsemi.com/site/pdf/ON-Semiconductor-Human-Rights-Policy.pdf
https://www.onsemi.com/site/pdf/Slavery-Human-Trafficking-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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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健康

公司承诺确保我们的工作场所没有危险。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维护安全的工作环境。我们遵守所有现有的

安全与健康规章和惯例，这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如

果发生事故或伤害，我们有责任报告。这一点同样适

用于我们认为不安全的设备、惯例或条件。如怀疑存

在潜在的健康或安全问题，请与您当地的健康与安全

代表或 BEL 联系。 

安全、健康的环境也是远离暴力的环境。我们绝不可以

采取威胁或恐吓的方式行事。如发现任何暴力或威胁行

为，应立即报告主管、当地安全部门或人力资源部。如

您或您的同事正处于危险中，请联系当地机构。 

最后一点，公司致力于提供没有违禁药物和酒精滥用

的工作场所，违禁药物与酒精滥用均可能妨碍我们安

全、有效地执行我们的工作。在药物或酒精的影响

下工作，将会给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带来风险。因此，

在公司办公场所或处理公司事务时，不得持有或分发

违禁药物或不当使用的处方药剂或处于其影响下。此

外，也不得在饮酒或醉酒状态下执行公司业务。

问：最近，我的祖国因政治斗争而出现在新闻中。有些同事礼貌地问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我对此不觉

得烦。但是，有一位同事对我的原籍国的文化一直说一些风凉话，并且根据他听到的传言对我持成见看法。

如果我不回应他的侮辱性言辞，他就说些更难听的话。当我表示要告诉主管时，他说这只是和我开玩笑，我

不应该太在意。我感觉自己赢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

答：您的同事是在骚扰您，让您在工作中感到不安。您已经告诉这位同事，他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现

在您应该采取行动，告诉主管或其他让您感到自在的人员或部门。不要让这位冒犯您的同事说服您不去举报

其行为。安森美绝不容忍工作场所的诽谤性言论或威吓，并将针对各种骚扰情况采取适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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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和消费者



返回索引21

产品质量和安全

我们以生产安全、优质的产品维护公司的宝贵声誉。

为此，我们遵守工作场所的所有质量流程和安全规

定。我们还遵守所有有关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和分

销的适用标准和规章。如果我们提供未达到公司高标

准的产品或服务，则会损害公司的美誉。如您有任何

关于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问题或疑虑，请咨询您的经

理、主管或质量部。

客户和消费者
安森美努力满足并超越客户的期望。



返回索引 22

销售与营销

客户机密信息

政府客户

我们以诚信正直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此，我

们的营销和广告必须准确真实。我们绝不会故意发布

误导性信息，或忽略有关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事实。我

们也不会对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做任何虚假或贬损

断言。 

我们对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一视同仁。我们

仅通过合乎法律和道德的方式获得业务。我们绝不接

受贿赂或回扣。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客户礼品、旅行和

招待的信息，请参阅本守则的“利益冲突”部分。

我们谨慎保护客户和消费者的隐私信息，如同保护我

们自己的信息一样。仅有业务知情需要的人员才可以

访问这些机密信息。绝不可误用或滥用此类信息。如

需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本守则“机密专有信息”
部分。

与政府客户打交道时，务必遵守政府承包项目适用的

法律、法规和程序。通常，这类法律严格限制向政府

官员馈赠礼品，或提供娱乐和旅行，通常也适用于聘

用现任或刚退休的政府官员及其家属。此外，这些法

律还适用于任何可能或在表面上制造不当影响的行

为。其他许多对会计和记账操作有严格规定的法律也

适用于政府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履行。我们认真遵守所

有此类法律，遵守全球各地适用的所有法律和契约义

务。在与供应商或分包商合作履行承诺时，我们会向

其传达同样的要求。 

如与政府官员交往或处理政府合同，您有责任了解并

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

经理、主管、BEL 或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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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伙伴
返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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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伙伴

与其他方开展业务

我们仅与能提升公司声誉和为股东带来更多价值的合

作伙伴开展业务，为此，我们寻求与价值观和我们相

似的公司开展业务。我们不会与以非法或不道德方式

行事的第三方合作。我们希望我们的业务伙伴能够遵

守当地环境、就业、安全和反贪腐法，同时希望安森

美的业务伙伴遵守本守则要求。 

代理和顾问
我们向经销商、分销商、代理、中介和顾问支付合理

的费用和佣金，这意味着收到的产品价值或实际执行

的工作会得到公正没偏见的补偿。我们不会支付任何

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或将成为贿赂的佣金或费用。 

分包商
在许多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分包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我们选择的分包商必须遵守本守则，以保护并提

高公司声誉。 

合资企业和联盟 
安森美只和与我们有相同道德承诺的公司合作。

业务伙伴
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公司建立良好关系，将为安森美带来竞争优势。

问：我负责维护安森美与几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最近，我得知其中一家供应商因处理危险物质不当而

被调查。然后，我通过搜索公开信息发现这家供应商过去曾因类似行为被罚过款。我认为公司如继续保持这

一业务关系可能危害很大。我该怎么做？

答：您的顾虑是正确的。这家供应商似乎有非法或不道德行为的历史。公司鼓励您向我们的全球供应链

架构负责人、BEL、道德热线、CCO 或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报告您的发现，帮助安森美全面调查此

事。经过审核事实，安森美可决定是否终止这一业务关系。总之，提出您的疑虑都是正确之举。

返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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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惯例

业务伙伴的机密信息

我们的采购决策仅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供应

商仅凭其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交付获得我们的

业务。我们的所有采购协议和类似承诺都有文件证

明。负责采购工作的人员还必须明确： 

•  要提供的服务或产品 

•  获得付款的基础 

•  适用费率或费用 

请记住，我们仅支付与所提供服务或产品相等的款

额。不容忍存在贿赂情况。

我们保护业务伙伴的敏感、专有或机密信息，如同保

护我们自己的这类信息一样。机密信息仅应与有合法

业务知情需要的人员分享。此外，我们希望业务伙伴

也保护我们提供的机密信息。



返回索引 26

竞争对手



返回索引27

竞争信息

公司深知获取有关竞争对手信息的价值，但我们必须

仅采用合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收集此类竞争信息。这

意味着我们不得： 

• 窃取专有信息 

• 未经所有者同意获取商业秘密信息 

• 要求竞争对手的前任或现任员工分享其公司的

机密信息 

• 虚假陈述我们的身份或意图以获取非公开信息 

如您偶然看到另一家企业的商业秘密或机密信息，应

立即向您的经理或主管报告。切勿使用该信息或向其

他方披露。如您不确定信息收集是否合法或合乎道

德，请与您的经理、主管、BEL、CCO、道德与企业

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联系。 您也可以使用道德

热线提交问题。

竞争对手
我们本着积极、诚信的原则参与竞争。

问：最近，我参加了一场行业会议，其中有许多安森美竞争对手的代表出席。会议在我工作所在国家的

一个豪华酒店和度假村举行。我去商务中心打印返程航班登机牌时，无意间听到有几个人在讨论新产品的开

发。我发现他们都在为安森美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工作，而且他们都不认识我。我无意间听到的信息可能对

安森美非常有用。我该怎么做？

答：如果您发现自己处于竞争信息被披露的情形，不要坐下来听。这些有可能是机密信息，您不应该偷

听。让对方知道您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告诉他们应当私下再继续谈。参加完会议回到公司后，将情况

报告给您的经理、主管或 BEL，进行文档记录。最重要的是，如属机密信息，切勿使用或分享您偷听到的

信息。这样做有悖道德，并且可能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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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和反垄断

我们遵守许多运营所在国家/地区的“竞争”或“反垄断”
法。竞争法旨在保护市场上的自由贸易，使消费者能

够以公平价格获得优质产品和服务。这些法律非常复

杂，且因国家/地区而异，通常禁止与竞争对手签署

限制贸易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其中包括：

 
• 分配或限制客户、合同、地区或产品和服务 

• 规定价格或销售条款 

• 限制生产或研发 

• 拒绝与某一客户或供应商开展业务或实施“联
合抵制” 

• 统一现有产品或服务的特征 

• 限制销售或营销某些产品或服务 

• 试图垄断或消除竞争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出现竞争对手之间达成协议的表

象，也可能违反竞争法。在参加可能有安森美竞争对

手出席的贸易协会或其他会议和活动时要谨慎。如有

竞争对手的代表试图与您讨论上述任意问题，应立即

停止交谈。表明您未参与任何与该竞争对手的协议。

然后，立即报告此事。 

如有关于竞争法及其对您工作的适用方式的任何疑

问，请咨询 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

务部。

问：最近我碰到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她现在就职于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她向我问起安森美，她的询

问方式让我觉得她可能想在我们公司工作。接下来，她告诉我，如果我们公司提高价格，她的公司也将有抬

高其产品价格的余地，这让我吃了一惊。我该怎么做？

答：首先，终止谈话。向您的朋友明确表示，您不会参加反竞争的谈话。请记住，即使是竞争对手间的

非正式协议也可能违反我们的守则、政策与竞争法。然后，将情况报告给法务部或 CCO，以跟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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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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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

个人社区活动

安森美的政治活动

我们提供能效型创新产品或服务来服务社会。此外，

我们积极支持我们运营所在的社区。我们相信，回

馈我们的全球社区有助于促进公司的道德文化，让

安森美成为更好的工作场所。如欲进一步了解公司

赞助的计划和志愿者机会，请与您当地的人力资源

部代表联系（查看此处列表）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foundation@onsemi.com。

除安森美支持的许多计划和机构外，公司还鼓励我们

就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事业做出贡献。我们每个人都

有支持社区、慈善和政治组织以及我们所选事业的自

由，但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观点和行为不代表安森

美。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外部活动不会影响我们的工

作表现或损害公司的声誉。如果您选择支持某个组

织或事业，您不可强迫同事支持该事业或为其做出贡

献，无论其属于政治性、宗教性亦或慈善性事业。此

外，绝不可试图影响安森美的另一员工或董事分享或

表达您的观点。

参加政治活动是非常敏感与复杂的问题，作为一家公

司，我们的政治活动受到严格法律的约束。因此，安

森美不对个别候选人进行政治捐赠。作为个人，我们

不可以利用公司的名义、资金、员工工作时间、财

产、设备或服务支持个别候选人或对支持或反对个别

候选人的委员会给予支持；确保您的政治观点和活动

未代表安森美的观点和活动。 

如果接到为支持政党或委员会或支持或反对投票提议

或倡议而进行政治捐赠的请求，应交给 CCO、道德

与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处理。如有代表公司从事

游说活动或与政府接触，应与法务部中的政府事务部

负责人协调处理。 

社区
安森美是我们所有经营所在社区的负责任公民。

http://theconnection.onsemi.com/quality/LP/csr/ongc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quality/LP/csr/ongcg/Shared%20Documents/GCG%20Program%20Committee%20Members%202021%20v.2.docx&action=default
mailto:foundation%40onsemi.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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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我们尊重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环境，这部分意味

着，我们遵守运营所在国家/地区的所有适用环境

法。同时，我们还承诺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运营的影

响，保护我们的环境。我们以可促进全球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方式运营业务。作为安森美的员工和

董事，我们以遵守公司的环境政策和项目支持这一

承诺。 

如您怀疑有危险材料进入环境，或被不当处理或丢

弃，请立即通知您当地的环境、健康和安全代表。您

也可联系 BEL、道德热线、CCO 或道德与企业社会

责任副总裁举报此类事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气候变化政策》。

问：我在安森美的一个制造厂工作，我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危险材料。对于这些材料的处理，我们公司有

非常明确的程序。但昨天当我到外面休息时，我看到有两名同事未遵守规程，而是将这些材料直接倒进入垃

圾桶。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那样做。我是否应该告诉什么人？

答：是的，您应该立即报告看到的情况。您同事的这种做法不仅危险，而且违反了法律。危险材料的监

管非常严格，必须适当处理，否则会令我们的环境、周边社区和我们公司（包括我们的员工）陷入险境。

https://www.onsemi.com/site/pdf/2021%20Climate%20Change%20Policy%20(sign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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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受众的沟通

安森美所有人员的口径保持一致，这对我们的文化和

运营至为重要，可确保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对外沟通专

业而一致。为此，仅指定的发言人可回应外部相关方

（如媒体成员、行业分析师、金融分析师和投资者）

或与之沟通。有了这些发言人，可避免我们的言辞被

记者或其他媒体成员或其他外部机构断章取义。 

如您收到媒体要求提供信息的请求，或要求采访或撰

写技术文章或就一篇论文做演讲的请求，应将此请求

转交媒体关系团队的成员，由其处理该请求或提供支

持和指导。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媒体

关系”网站。同样地，金融分析师和股东的请求应转

交投资者关系团队的负责人。在对外沟通上，我们每

个人都有责任遵守公司的《披露政策》。 

对于政府机构和监管机关提出的信息要求，我们应给

予配合。我们向其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

篡改或销毁调查或其他合法要求涉及的文件或记录。 

在回应任何非例行要求前，还应咨询 CCO、道德与

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如有疑问，可向任一

可用资源寻求指导。

问：我是安森美的一名员工。我在空闲时间向一个与行业有关的博客供稿，预测并讨论市场变化和研发

方面的进步。我非常谨慎，不会透露安森美的任何机密专有信息，仅根据可公开获取的信息撰文。不久前我

发布一篇文章后，有记者找到我，问我关于安森美牵涉一起未决诉讼的事情。我碰巧知道这些指控都是子虚

乌有的。我把事情告诉了这位记者，并且告诉她我不喜欢她私下联系我谈关于公司的事情。我是否需要把这

件事告诉别人？

答：是的，您需要告诉别人。您向记者做出回答，这是不当的。如有媒体人员直接与您联系，询问有关

安森美的问题，您不应该回答。您应当向媒体关系（外部传讯）部说明致使该记者与您联系的情况，以便安

森美确保您的行为未违反我们的《披露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未经批准回答记者的问题可能导致传达错误

信息。如有疑问，应在询问后才采取行动。此外，如需了解有关适当使用社交媒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守

则“社交媒体与互联网的使用”部分。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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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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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腐法

我们必须一律遵守每个我们经营所在地的所有反贪腐

法。其中包括美国的《反海外贪腐法》(FCPA) 以及

我们经营所在各国/地区的其他类似适用反贪腐法，

前者适用于我们在全球各地的经营。一般而言，反贪

腐法禁止向任何政府官员提供或支付任何有价物品（

包括现金、礼品、旅行、餐饮和招待）意图影响公职

的履行或保留或获取业务。任何级别的政府官员或员

工（包括工会、政党和国有或国家控制的企业员工以

及公职候选人）均可被视为“政府官员”。 

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的分销商、代理、顾问和其他商

业伙伴不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做出贪腐行径。我们不得

向商业伙伴或任何第三方支付任何将用于被禁用途的

款项。当我们与商业伙伴来往时，我们应尽最大努力

确保其行为符合道德行为高标准。 

许多反贪腐法还要求我们保留准确、透明的账册和记

录。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

遵守这些要求，甚至在贪腐行为可能属预期之中或惯

例的国家/地区。 

在此需提醒的是，公司禁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而不仅

仅是涉及政府官员的贿赂。请参阅本守则中的“销售

和营销”、“与其他方开展业务”、“采购惯例”和“礼品

与招待”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政府
我们遵守经营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

问：我目前负责监督正在对安森美一家新制造厂进行升级的团队。当地执法部门称施工许可证过期，已

令停止施工。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但这是造成我们项目进展受阻的唯一原因，所以我尝试办理续期。该

执法部门的人员要求我向其付费才能恢复许可证的有效性。我该怎么做？

答：未先前咨询 BEL、CCO 或法务部，不能付款。对方可能在要求您行贿，这种做法为《反海外腐败

法》(FCPA) 和我们工作所在许多国家/地区的反贪腐法律所禁止。执法部门的人员属于政府官员，与其交往

的适用法律非常严格。向其支付贿赂款不仅不道德，而且非法。您可以立即上报这件事，获取安森美法务部

的正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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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国境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在全球各地交付产品。

在处理进出口业务时，我们应遵守美国及其他国家/
地区乃至国际上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和限制。“出
口”指将产品、服务、技术或信息运给或提供给另一

国家/地区的某个公民——无论其在何处。以任何方

式（包括口头形式）向另一国家/地区的公民提供技

术、技术信息或软件亦可构成出口。在从事出口活动

前，应先验证装运地和收货人的资格。您还须获得所

有必要的授权和许可，并缴纳所有适用关税。 

此外，“进口”指我们将自己购买的货物或服务从一个

国家/地区带入另一个国家/地区。这项活动也须遵守

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进口时可能要求我们支付关税

和税款，或提交某些文件。 

如果您因公司事务跨国旅行，需要遵守对您进口和出

口物品有管辖权的法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了解适

用的法律。如有疑问，请询问进口/出口合规经理或

法务部寻求指导。

问：我正准备将一大批货运往另一国家/地区。在装运前，我的客户联系人告诉我，她会在收到我们公

司的这批货物后，负责将产品发往其他地方。具体地说，她要把这些产品出口给另一个客户，而我正好知道

这个客户所在国家/地区在黑名单上。这让我很吃惊，但我没说什么。毕竟，并不是我们公司直接把产品运

往黑名单上所列的这个国家/地区，不会给我们造成影响。我这样做是否正确？

答：在这种情况下不正确。从事出口活动时，我们有责任知道我们的产品将运往何地，交付给何人。既

然这位客户已告诉您她准备将这些产品运往一个我们禁止与其开展业务的国家/地区，那么您已知晓产品的

最终用户。知晓此事却未立即报告情况，可能会给安森美带来风险，即使我们没有将产品直接出口到黑名单

上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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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和联合抵制

洗钱

无论我们在何处开展业务，都有责任遵守经济制裁和

贸易禁运规定。这种制裁通常被很多国家/地区用来

支持海外政策和国内安全。如不确定您的贸易活动是

否遵守适用制裁和贸易禁运规定，应咨询进口/出口

合规经理或法务部寻求指导。 

许多国家还颁布法律，禁止安森美这样的公司参加或

配合未经批准的国际联合抵制。遵守所有适用于我们

工作的反联合抵制法非常重要。如您收到要求联合抵

制某个人或某个国家/地区的请求，应立即向进口/出
口合规经理报告情况。

我们有责任遵守所有法律，这意味着我们要坚持不懈

参与全球反洗钱活动。“洗钱”是指个人或团体企图隐

瞒非法资金或以其他方式企图让他们的非法资金来源

看似合法的过程。为防范洗钱，我们对希望与我们公

司开展业务的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执行“了
解您的客户”尽职调查，这十分重要。 

特别是，如果您的工作涉及甄选第三方或从第三方采

购，请留意可能暗示存在洗钱活动的危险信号。例

如，确保与您正在开展业务的相关方及其管理层存在

实体，从事合法经营，有恰当的合规流程。警惕异常

交易（如大额现金付款）并在未惊动相关第三方的情

况下向法务部、CCO 或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

举报任何可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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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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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一般准则

外部聘用

在做出商业决策时，我们的行动必须以公司的最佳利

益为出发点。我们的个人活动、投资或关系不得影响

安森美的活动、投资或关系。要继续客观地履行工作

职责，我们必须主动避免此类“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的种类有很多。下面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冲突

情形。记住，存在利益冲突并不一定违反本守则，但

不披露冲突属于违反守则。为此，公司要求您向您的

经理、主管、BEL 或 CCO 披露所有的利益冲突。

公司认同，我们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寻求外部聘用。但

是，未经事先批准，我们不得为安森美的任何竞争对

手、客户、经销商或供应商工作或接受其付款。即使

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分

清公司活动和非公司活动。您在外面执行的任何工作

不得妨碍您在安森美的职责。此外，您不应将公司财

产或工作时间用于任何外部聘用。如您正在考虑外部

聘用，并且不确定是否需要审批，可询问您的经理、

主管、BEL、人力资源部、CCO 或道德与企业社会

责任副总裁。在适用的国家/地区，也可参阅《员工

手册》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利益冲突
我们的业务决策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

问：我在安森美工作多年。我正考虑利用我在安森美工作期间获取的某些技能和知识，为我们的现有客

户提供一些其他服务。我不会在工作时间处理私事，也不会想用公司资产谋取个人利益。我可以这样做吗？

答：不可以。向安森美的现有客户提供服务的副业会产生利益冲突。接受客户的付款会给您和安森美带

来问题，特别是当您的业务与我们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形成竞争时。请记住，未经事先批准，绝不可为任何

与我们公司有业务关系的第三方工作。同时记住，如在行动前披露潜在冲突，安森美可帮您做出对所有相关

各方均有利的最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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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身份

家庭成员和亲密私人关系

与外部聘用相同，披露外部董事会成员身份也很重要。

如您在外部公司或政府机关的董事会或类似部门任职，

必须事先征得 CCO、法务部或安森美董事会批准。公

司鼓励在非营利性或社区组织董事会任职，为社区提供

帮助，这种行为不需要事先批准。如需了解这方面的更

多相关信息，请参阅公司的《公司治理准则》。

与亲属或密友共事也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特别是我们

绝对不能与亲属存在上下级汇报关系。当我们负责对

亲属或密友进行评估、提拔或做相关聘用决定时，可

能会造成偏袒或优待的表象。如有这种情况，应立即

告知您的经理或主管。明确地讲，“亲属”包括配偶、

子女、继子女、父母、继父母、兄弟姐妹、岳父母、

公婆、叔伯、姨婶、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及上

述人的配偶。亲属还包括与之存在恋爱关系、约会关

系或其他亲密或有承诺的稳固关系的个人；或与之存

在重要的生活安排关系或财务或业务关系（这种关系

可能会带来工作场所优待）的个人。如需了解更多与

亲属共事的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关于雇用亲属的政

策》。

此外，我们也不能利用个人影响让公司与我们的亲戚

朋友可能在其中拥有利益的公司开展业务。如您有亲

戚朋友目前在与安森美有业务关系的公司工作，应当

立即告知您的经理或主管。一定要讨论任何可能出

现的困境，并采取适当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

冲突。 

而且，与潜在或现有供应商、承包商、客户、竞争对

手或监管机关之间的关系不得影响我们代表公司做出

独立且合理的判断。请记住，避免出现偏袒表象非常

重要。如有这种情况，应立即将实情告知您的经理或

主管。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1-24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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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员工和董事提供借款

投资

公司机会

当员工或董事或其家庭人员因其在安森美的职位而获

得不当个人利益时，也可能产生冲突。当我们向同事

提供借款或因个人原因为另一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时，

也可能制造利益冲突。事实上，向董事和高级职员提

供的大多数借款均为法律所禁止。在接受此类借款或

担保前，请咨询法务部的建议。

有时，我们的个人投资可能会影响或看起来会影响我

们代表公司做出无偏倚商业决策的能力。如果我们在

安森美的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经销商或在存在

业务关系的类似方有投资，制造冲突表象的可能性极

大。我们在这些公司的投资规模不能影响或看起来会

影响我们对公司事务的判断。如果对一项投资会如何

被看待有任何疑问，应告知您的经理、主管或 BEL，
并与 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讨

论。

在安森美工作期间，我们可能会碰到与公司可能感兴

趣的商机有关的信息。我们不得将这些机会用于谋取

个人利益，这样做可能会制造严重的利益冲突。我们

不可为自身利益利用这种机会，同样地，我们也不可

指示工作场所的其他人如此行事。此外，如果我们知

道公司可能有意利用这一机会，那我们不可直接或间

接购买任何财产或材料或获得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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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和招待活动

在我们开展经营的许多地方，交换礼品和招待是一种

通行的做法。出于业务目的而进行的适当交换有助于

促进公司和我们与之开展业务的其他公司或个人之间

的友好关系。礼品不一定总是实物，也可以是服务、

优惠或其他有价物品。招待可能是由安森美和对方的

一名代表共同参加的一次餐饮、一场体育赛事或其他

外出旅行。请记住，不得索取任何礼品或招待，必须

遵守提供方与接受方公司的所有政策。 

安森美的员工和董事收到的礼品和

招待

在作为安森美的员工或董事期间，我们不得接受价值

过高的礼品。如果有人向您赠送或您收到价值高昂的

礼品，应与您的经理、主管、BEL、CCO、道德与

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讨论这一情况。如果可

能，在接受此类礼品前应征得公司批准。此外，我们

不接受贿赂或回扣。接受其他方提供的不当付款属非

法且不道德行为。 

我们也不得接受价值过高的招待。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可以接受在公务背景下的合理、符合惯例的偶

尔招待，包括陪同商业伙伴参加文化或体育活动或

吃商务餐。在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或看似影响我们进

行独立判断的任何招待之前，请咨询您的经理、主

管、BEL、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

务部。 

如接受招待看似会影响您代表安森美做出独立判断或

在其他方面看似不适宜，应拒绝邀请，自行支付实际

的招待费用或与您的经理、主管、BEL、CCO、道德

与企业社会责副总裁或法务部讨论这种情况。 

在少数情况下，拒绝招待或退回礼品可能不现实或产

生负面影响。发生这种情况时，请与您的经理、主

管、BEL、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

部讨论，他们会帮您决定能够保护您、安森美以及我

们商业关系的最佳行事方法。

问：有几家潜在供应商向公司提交了提案，我在筛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一家潜在供应商送给

我几张当地体育赛事的门票，还有一张卡，表明其“期待未来业务”。我很想带家人去观看比赛，并且我

认为这件礼品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心生偏袒。我是否可以接受这些门票？

答：不太可能。您应当把礼品事宜立即报告给您的经理、主管或 BEL，确定最佳行事方式。但是请记

住，反贪腐法甚至适用于偏袒表象。所以，如果您接受这件礼品并且该供应商最后赢得合同，这可能会让情

况看起来好像您收受了贿赂。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该供应商不会与您一起去观看比赛，这可以立即排除

这项活动具有业务目的的可能性。



返回索引 42

安森美馈赠或提供的礼品和招待

有些业务情况需要我们馈赠礼品。我们馈赠的任何礼

品必须合法、合理，且获经理或主管事先批准。与我

们绝不能收受贿赂相同，我们也不能行贿。 

我们可以在业务背景下提供合理、符合惯例且非经常

的招待。如果您不确定提供招待是否适宜，可事先与

您的经理、主管、BEL、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

副总裁或法务部讨论。 

我们要理解，在不同的文化中，赠礼和招待惯例各不

相同。我们在当地礼品和招待政策与指南中讨论了这

一问题。可询问您的经理、主管或 BEL 您所在地区

是否有这项政策与指南。 

我们不提供任何形式的非法招待，也不提供违反接受

方政府或组织政策的招待。全球很多政府实体禁止员

工接受礼品或招待。因此，在招待政府官员之前或在

向任何第三方（包括政府官员）提供礼品之前，您应

获得您的经理或主管的批准。对于超过名义价值的礼

品或招待，请获得 BEL、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

任副总裁或法务部的批准。请参阅《礼品、招待和款

待政策》了解更多信息。

问：我要向本季的一些重要客户赠送假日礼品篮，以感谢他们的合作。礼品篮价值中等，我想在里面放

上多用途礼品卡等。有一位客户的公司政策严禁接受礼品，但我不想对这位客户不公平。我该怎么做？

答：安森美的政策规定，不得提供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礼品，如礼品卡，因此将多用途礼品卡放入礼品篮

不合适。实际上，该政策的唯一特例情形是在有要求提供现金礼品风俗的地方参加婚礼或葬礼。在这些情况

下，我们应请求准予提供现金礼品。请参阅本守则最后部分的“商业行为守则的豁免”，了解更多信息。即使

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安森美公司政策的规定可允许提供礼品，安森美仍尊重礼品接受方机构的政策。这意味着

您应避免赠送礼品篮给有此类政策的客户，而应该就可接受的其他方式与您的经理、主管或 BEL 探讨。请

参阅我们的《礼品、招待和款待政策》了解更多信息。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1-10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1-10
http://docs.onsemi.com/docserver/download.do?document=SO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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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商业行为守则》的豁免

解释

接受旅行费用

我们一般可以接受供应商或其他第三方提供的交通和住

宿费用，但旅行必须出于有效的商业目的，且不会影响

或看似影响我们做出独立的判断。提供此类交通或住宿

也必须事先获得您的经理或主管的批准。所有接受的旅

行费用必须准确记录在您的旅行费用记录中。 

提供旅行

除非法律或接受方组织的政策禁止，否则我们公司可

以支付客户、代理商或供应商因参观安森美的工厂或

产品设施而产生的交通和住宿费用。但参观必须出于

业务目的，例如现场参观查看设备或参加培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由我们公司赞助或支付的政

府官员的旅行，必须保留记录。此类赞助必须事先经 
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或法务部以及安

森美高级副总裁或更高职位的人批准。

仅在极少数情况下经认真考虑后方可给予豁免。如果

您认为本守则规定的任何准则有例外情形应予考虑，

可与您的直接主管联系。如您的直接主管同意应考虑

例外情形，可征求 BEL 的意见，在必要时与 CCO、

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和董事会商讨。对安森美

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要财务官、首席会计高管或总

管、履行类似职能的人员或任何其他行政高管及董事

给予豁免时，应仅由公司董事会批准。对于此类豁

免，公司将按照法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所的规章公开披露。

公司董事会指定的 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

副总裁最终负责对本守则指南在可能产生疑问

的具体情况下进行解释及应用。作为安森美的一

名员工，您在举报与本守则有关的合规与道德问题

时，应与您组织内指定的 BEL 联系。您也可以匿名

拨打合规与道德热线（请参阅本守则文首的“报告疑

虑”部分）或直接与 CCO、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

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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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正楷）

签名

员工或商业 ID

日期

本人已阅读《商业行为守则》并证明：

• 本人理解该《商业行为守则》

• 尽本人所知，本人遵守该《商业行为守则》

• 本人将继续遵守本《商业行为守则》及其任何修订版中的条款

• 所有利益冲突已披露给本人的经理、主管、BEL 或人力资源部、首席合规官或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

（请参阅《商业行为守则》“利益冲突”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本人理解，如不签署此《确认表》或遵守本《商业行为守则》中的条款，按当地法律法规可能导致最高包括解聘在

内的纪律处分。本人亦理解，本人应每年阅读一次本《商业行为守则》并确认遵守该《守则》。

安森美《员工和董事确认表》	
《商业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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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寄语

安森美正在推动颠覆性创新，助力构建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这是一份重要声明，必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

原则，但关键的是我们要保持坚定，尊重公司的道德基础。半导体行业和我们的目标应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无论您是

新员工，还是在安森美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都应该定期反思我们是谁、我们在业务过程中如何行事。我们不能忘记我们

是谁，我们代表什么。

我们是安森美；一个由才华横溢的个人组成的团队，奉行互敬互重、诚信正直、积极进取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不仅仅体

现在语言上，也是一种思维模式，贯穿于我们代表公司做出的每一次互动或决策中。 

我们的《商业行为守则》（《守则》）概述了我们公司奉行的合乎法律和道德的商业行为的广泛原则，同时提供了详细

的信息和资源，在您面临道德问题或疑虑时为您提供帮助。在安森美，我们严肃对待《守则》，并期望我们的全球团队

坚持这些原则。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为通过道德热线匿名举报问题的团队成员提供保护。我们不会容忍针对任何善意寻

求指导或提出疑虑的员工的报复行为。 

《守则》体现了公司的道德和法律准则，供每一位员工在日常业务往来以及与公司相关的个人活动中应用。虽然 

《守则》没有涵盖我们可能面临的所有法律或道德情况，但确实总结了我们在开展业务时必须了解和遵循的诸多法律。

公司鼓励大家向我们的首席合规官或法务部的任何成员举报有关未遵守这些法律的任何和所有问题。我们每年确认 

《守则》内容，即表示我们都同意遵循与同事相同的高道德标准。

我们都为公司、产品、声誉和诚信正直的经营承诺感到自豪。今年，请与我和我们的董事会一起重申对《守则》的承

诺。 

提前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守则》，并作为一名安森美员工每天遵守。

Hassane El-Khoury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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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地区 道德热线号码 听到英语提示，请拨

澳大利亚 1-800-94-8150

比利时 0-800-748-19

加拿大 1-844-935-0213

中国大陆 400-120-0176

捷克共和国 800-142-490

芬兰 0800-41-3682

德国 0-800-0010086

中国香港 800-964-146

印度 000-800-9191055

爱尔兰 1-800-851-150

以色列 1-809-477-265

意大利 800-761697

日本 0800-123-2333

韩国 00798-11-003-9294

马来西亚 1-800-81-9976

荷兰 0800-0224703

菲律宾（阿拉邦、卡莫纳、宿务）

• Smart、Digitel/Sun 运营商提供的固定电话或移动电
话：1800-1322-0333

• 全球供应商移动电话：105-11（听到英语提示， 
请拨 844-935-0213）

• 工厂固定电话：4567

菲律宾（打拉）

• Smart、Digitel/Sun 运营商提供的固定电话或移动电
话：1800-1322-0333

• 全球供应商移动电话：105-11（听到英语提示， 
请拨 844-935-0213）

• 工厂固定电话：**123

罗马尼亚 0800-890-295

俄罗斯 8-800-301-83-98

新加坡 800-492-2389

斯洛伐克 0800-002-591

斯洛文尼亚 080-688802

西班牙 900-999-372

瑞典 020-88-15-32

瑞士 0800-000-092

中国台湾 00801-49-1584

泰国 18-0001-4543

土耳其 0800-621-2119

英国 0800-098-8332

美国 1-844-935-0213

越南 (VNPT) 1-201-0288 844-935-0213

越南 (Viettel) 1-228-0288 844-935-0213

越南 (Viettel) 1-228-0288 844-935-0213



COBC/D  •  第 12 版,2021 年 8 月
版权所有 © SCILLC, 2021

www.onsemi.com

商业行为守则

http://www.onsemi.com

	引言
	核心价值观
	诚信正直
	互敬互重
	积极进取

	商业行为守则的宗旨
	责任和问责
	经理和主管的其他职责
	审计、调查和纪律处分

	如何获得帮助
	寻求指导
	报告疑虑
	禁止打击报复

	股东
	保护安森美资产
	机密及专有信息
	隐私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使用
	内幕信息与证券交易
	公司记录的准确性
	提供财务信息
	特殊责任
	记录和保留业务通信

	员工和董事
	恒常的尊重
	防范骚扰
	安全和健康

	客户和消费者
	产品质量和安全
	销售与营销
	客户机密信息
	政府客户

	业务伙伴
	与其他方开展业务
	代理和顾问
	分包商
	合资企业和联盟 

	采购惯例
	业务伙伴的机密信息

	竞争对手
	竞争信息
	公平竞争和反垄断

	社区
	社区服务
	个人社区活动
	安森美的政治活动
	环境
	与外部受众的沟通

	政府
	反贪腐法
	跨越国境
	经济制裁和联合抵制
	洗钱

	利益冲突
	一般准则
	外部聘用
	董事会成员身份
	家庭成员和亲密私人关系
	向员工和董事提供借款
	投资
	公司机会
	礼品和招待活动
	安森美的员工和董事收到的礼品和招待
	安森美馈赠或提供的礼品和招待


	旅行
	《商业行为守则》的豁免
	解释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