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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道德企业

Brunswick	坚决践行诚信经营的承诺。为确保所有员工均能做出明智、合乎道德的

决定，Brunswick《行为准则》作为一个实用手册提供包含具体实践的行为指引。

《行为准则》广泛涵盖了与价值观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并确保合乎法律的规定。我

们鼓励员工经常查看本《行为准则》，这样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可在配合道德规范部

工作的同时将其作为参考标准。

随着我们成长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我们的战略支柱将帮助我们坚定不移地植根于我

们的道德价值观。要成为“最佳合作伙伴”，我们必须以诚信行事，做正确的选

择，并勇于承担责任。以诚信行事可提升我们在股东、客户、经销商、业务合作伙

伴、供应商、社区、政府官员和同事中的声誉。

我们重视公司内部、公司与业务合作伙伴和客户以及不同业务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

的差异，以尊敬、尊重、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个人，从而弘扬我们的“致胜文化”。

积极的工作氛围能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并通过开放、坦诚的沟通促进彼

此之间的合作。

我们不断巩固我们产品的领先地位，永远做正确的事情并取得积极的业务成果是我

们矢志不渝的目标。在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中，我们自始至终对合作伙伴及客户负

责，创造可持续的价值，并兑现我们的承诺，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

围绕我们战略支柱的所有道德价值观均构成	Brunswick《行为准则》的一部分，并

建立了诚信经营的承诺框架。有勇气才能做到诚信，并且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实

现目标。

此致，

Mark	D.Schwabero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Brunswick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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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诚信是我们全球业务的根本所在。《Brunswick	Corporation	行为准则》有助于确定	

Brunswick	Corporation	的全球代表应如何为人处事。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行为准	

则的原则、公司政策和法律。违规者将受到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将予以解雇。	

我们的成功与良好的声誉息息相关，因此维护公司的声誉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所	

在。随着我们不断推动道德与合规文化，我们成功的机会也不断增加。

关于行为准则

本行为准则中使用的“Brunswick”一词是指	Brunswick	Corporation、其全球分公司、

子公司及联营公司。行为准则适用于所有	Brunswick	员工，并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于	

Brunswick	董事会、卖家、供应商和代理商。	

行为准则并非合同，并未改变	Brunswick	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亦不能保证任何时候	

的雇佣机会。本公司可在任何时候修订或更改行为准则。

本公司遵守全球诸多国家的法律。员工必须遵守所有适用法律、规则和法规。如本	

行为准则或其他政策中的条款与适用法律相冲突，则以适用法律为准。本行为准则	

将取代并废止《做出正确选择：Brunswick	工作场所行为指南》（“指南”）。	

Brunswick	政策对该指南的任何引用应视为行为准则中对相同主题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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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记录、控制和欺诈

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人士对我们财务和账目信息的完整性拥有合法权益。	

Brunswick	致力于保存真实、完整、准确的财务报告和账目记录及，实施适当

的控制系统。

始终在适当的会计期间对适当账目和部门中的交易进行记录和分类。确保向监管当局提

交的所有报告完整、公正、准确、及时和易懂。切勿伪造或歪曲任何交易的真实性质。

保存适当的记录，包括向第三方提供的记录，以及工作时间记录、费用报告、福利申请

表和雇佣申请材料等内部记录。我们绝不能欺骗或欺诈任何人士或虚假陈述事实。欺诈

活动并非错误，而是故意虚假陈述或隐瞒事实。Brunswick	绝不容忍员工从事任何以骗

取任何人士的金钱或财产为目的的计划。	

工具箱

不当记录和控制示例

	 某销售经理估计自己将无法实现当月目标。为弥补差距，他租用仓库接收产品，然后

将仓库的收货量记录为销量。

	 某账款经理在每个会计月份末都不审查账单记录，没能保证在正确的时间记录销售。

	 某经理涂改前一季度的发票，改成将于本季度支付，以平衡她的预算。

欺诈示例

	 伪造或涂改支票。

	 伪造报告。

	 某员工使用他的公司信用卡支付个人费用。	

	 少报或多报已知负债或资产。

	 装运已知有缺陷或“不合格”且将被退回的库存，以夸大年终销售数字。

	 虚假陈述出差和招待费用报告信息。

	 某游船装配工不适当地将某些零件作为缺陷零件报废并带回家，并在收集足够多零件

后组装自己的游船。

	 除政策规定外，对文件进行更改、删除或销毁。

	 某工程师将仅购买了一份授权／拷贝的电脑软件复制到许多公司电脑中。

	 挪用资产或滥用公司财产。

	 某员工提交的费用报告中包含个人旅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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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问:	我最近了解到，部分招待款项被记录为广告宣传费用。费用总额是对的，如果费用未
正确记录，是否会有问题？

答:	是。公司账簿须准确记录细节，并完整反映我们的所有交易。虚假交易或虚假陈述资

金违反了行为准则和	Brunswick	政策，并可能违法。

问:	我最近在出差时还进行了个人旅游，我不小心使用了我的公司信用卡支付家庭晚餐。
我该怎么做？

答:	公司信用卡只用于支付业务费用。如果您不小心将个人费用账单记在公司信用卡上，

请务必在您的报销账单上将其准确记录为个人费用，当然，您需负责及时支付全部金额。	

问:	我的主管一直要我在我认为不准确的财务记录上签字，但主管坚称是正确的。我该怎
么做？	

答:	如果您认为不完整、不准确和不真实，请切勿在业务记录上签字。本公司还禁止您的

主管或其他人士影响、胁迫或利用您或任何人提供不准确的记录。您应向主管表达您

的担忧和／或通过本行为准则中列明的多种方式之一向本公司报告。

问:	我正在为第二季度审计编制财务记录。我们的销售团队一直在努力达成一笔交易，该
交易无法在第三季度第一周之前完成。鉴于我可以肯定这笔交易将通过，我可以提前
将该项目的收入记录在第二季度盈利中吗？	

答:	不可以。这属于欺诈和伪造财务记录，违反了行为准则和本公司政策。我们记录的所

有财务信息必须完整准确。

问:	我在为升职做准备，我在申请表上列出了学士学位，但我并未真正取得学位。我只是
少学了几个小时，但所有最重要的课程都已完成。我是否需要承认？

答:	是。声称拥有您从未取得的学位属于欺诈行为。您必须将您的行为和您实际上并未取

得学位一事告诉招聘经理。

问:	在最近一次出差中，我本打算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酒店，但酒店提供免费班车。我是
否可以把我本打算花在出租车上的	20	美元计入我的费用报告中？

答:	不可以。将您在出差期间未正当产生的费用计入您的费用报告属于欺诈行为。

相关政策

员工出差和业务报销费用	(X.00.02)

举报人政策	(E.02.03)

反腐败和反贿赂	(L.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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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信息

为有效开展工作，我们有时可能获得未向	Brunswick	外部人士提供的信息。

通常情况下，这种非公开信息或“内幕信息”为重大或将影响个人购买、出售

或持有证券的信息，如某些财务数据、技术材料及未来计划。	

任何拥有关于	Brunswick	的重大内幕信息的人士，如员工、供应商、客户或竞争对手，

必须严格保密，且不得用于谋取私利或向他人提供。借助您了解的内幕信息交易		

Brunswick	证券（如普通股、期权或其他有价证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证券，或与其他

方共享内幕信息以便其进行上述证券交易的行为不仅不公平、不诚实，还违反了法律。

您有意或无意以当面、书面沟通、互联网或电子邮件（本公司内外部）形式共享重大内

幕信息的行为亦同样如此。共享信息以便其他人士交易	Brunswick	证券属于违法行为。	

Brunswick	通过发布新闻稿和／或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报告来公开披露信息。之

后，信息将发布在	www.brunswick.com。信息适当披露后，董事会成员、员工及与其密

切相关的家庭和家庭成员必须等待公开宣布一个完整的工作日后才可购买或出售		

Brunswick	证券。	

媒体和财经界沟通
Brunswick	员工在事先未获得高级管理层明确批准的情况下，不应代表本公司向媒体发

表公开声明。各分公司均有授权员工处理有关该分公司及其产品信息的请求，授权员工

通常来自公关部或营销部，或为高级主管。在一定范围内，仅限获得授权的指定员工向

记者、分析人士或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人士发布信息及回应信息请求。	

任何有关财务信息或可能影响本公司股价的信息的请求都须提交至	Brunswick	公司与投

资者关系部。

工具箱

重大的内幕信息示例

重大信息指投资者可能认为对决定是否购买、出售或持有证券十分重要的任何信息，	

包括：

	 财务业绩、预测和估测。

	 管理层变动。

	 战略决策。

	 证券发行计划。

	 未决的收购、合并或资产剥离。

	 知晓授予的巨额销售或采购合同。

	 重大盈利预测或股息变更。

	 未决或即将发生的诉讼。

	 即将破产或存在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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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管理层、经销商或大客户流失。

	 股份购回。

	 政府调查。

	 产品召回。

	 重要客户变更。

	 新产品设计或战略。

	 商业发展计划。

重大内幕信息的不当使用示例

	 某工厂经理在午餐时了解到一笔将提高	Brunswick	市场份额和未来盈利能力的潜在收

购。她回到办公室后打电话给她的经纪人，要求购买更多的本公司股票。

	 在本公司公开宣布利润低于预期前的一周，某财务专员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建议他出

售	Brunswick	的股票。

	 某员工获悉	Brunswick	计划收购一家小型发动机上市公司，他在	Facebook	上发布消

息并劝说他的朋友购买这家小公司的股票。	

	 某员工在工作中获悉一位主要客户正着手进行大规模扩张并将购买数百万美元的	

Brunswick	产品。该员工立即购买了客户的股票。

回应信息请求的不当示例

	 某财务分析师向	Brunswick	的某营销经理询问本公司的市场份额，该经理提供了目前

和未来营销计划及份额预测的相关信息。

	 某研发工程师在事先未获得与记者交谈的授权的情况下，向某行业杂志介绍他团队的

新产品开发流程。

	 某工厂经理告诉记者，如果他听到有关收购其他公司的计划，他会打电话通知。	

问与答

问:	由于我负责财务工作，我掌握一些有关	Brunswick	季度财务业绩的信息。我想对我
退休基金中的投资分配进行变更，但该基金中有一些	Brunswick	股票，这样将会购
买更多的公司股票。我可以这么做吗？

答:	不可以。如果您掌握有关	Brunswick	的重大非公开信息，《美国证券法》禁止您购

买或出售	Brunswick	证券，包括退休计划的证券。董事和高级人员也将因能够从事	

Brunswick	证券交易而受到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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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果我在知晓重大信息前已准备进行交易，我是否还可以完成交易？

答:	不可以。知晓重大非公开信息且同时交易公司股票的人士将被视为借助该信息进行交

易，即使该内幕信息并非其作出交易决定的重要因素。

问:	我在财务部工作，我经常与我的配偶谈论业务。这没什么大问题吧？我只是偶尔透露
些非公开信息，我的配偶知道不应告诉任何人。

答:	这个问题可能给您和本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您的配偶曾使用您提供的重大非公开

信息购买或出售证券，或与邻居或朋友共享信息，您和您的配偶可因内幕交易遭到起

诉。您不应向您的配偶或	Brunswick	以外的其他人士提供任何非公开信息。

相关政策

披露和股票交易	(L.01.01)

媒体和财经界披露	(C.02.03)

社交媒体	(H.01.05)

举报人政策	(E.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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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全与质量

全球消费者因质量和可靠性而选择了	Brunswick	品牌。Brunswick	产品绝不

能有损其极高的声誉。我们绝不出售我们认为在正确使用时未达到高质量和安

全标准的产品。	

无论您在何处工作，确保产品安全是每位公司员工的责任。Brunswick	期望员工切实行

动，向当地管理层或按照分公司程序报告任何公司产品的任何安全问题、缺陷或故障。

绝不作出削弱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信任的决定。我们凭借超越客户对质量的期望以及为

所有产品提供支持而获得持续成功。

工具箱

正确报告产品安全和质量问题的示例

	 某客户服务代表收到客户来电，这位客户称本公司的某产品在使用时损坏并使客户受

伤。该代表从客户处获取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并立即向她的主管报告此事。

	 某工程师注意到，如果客户未充分了解产品相对于之前版本的变化，他正在开发的设

计增强可能造成安全隐患。该工程师联系了他的主管讨论这个问题。

	 某生产员工注意到，新供应商的软管并未牢固地装在本公司的产品上。她担心电机振

动可能把软管摇松，于是通知主管需要更为彻底地调查新零件。

未能承担产品安全责任的示例

	 客户告诉某销售代表他不得不停止购买本公司产品，因为“你们的产品使得很多人受

伤。”该代表认为投诉太过宽泛，没有向她的主管报告。

	 几名员工告诉他们的船务主管，产品包装设计不当，产品可能在装运时受损，并在以

后造成问题。为了不耽误运送，主管只是告诉员工用提供的装运材料尽量做好就行

了。

	 某员工注意到故障组件处理的保修索赔明显增加。他意识到该组件若出现故障可能造

成安全隐患。但因为太忙，他忽略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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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问:	本公司开始使用新的警告标签，我注意到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清洁化学用品把字洗刷
掉了。这些标签还能用吗？

答:	不能。为客户提供警告声明非常重要。您必须立即向当地管理层报告以采取纠正措施。	

问:	我注意到同事在起草工程文件时走捷径。我担心这会影响生产。我该怎么做？

答:	您应该报告这个问题。准确完整的设计图纸十分重要。

问:	我注意到，某个组件没有按照明文规定的程序安装。我检查了其他产品，发现都已正
确安装。我是否只要修复错的那个就行了？

答:	不，您应该通知您的主管或负责人，以便其查看问题。了解错误如何发生与修理安装

同样重要。

1 1财务和产品诚信



反腐败和反贿赂

Brunswick	在与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的来往中始终展现最高的诚信水平。无论

您位于何处，公司均严禁您提供、授权、给予或承诺任何形式的贿赂或回扣。

此外，虚假、不准确、不完整或误导性陈述或记录将受到法律处罚，并违反	

Brunswick	政策。

我们拒绝提供有意影响或可能影响业务决策的礼品或付款，以此展现我们的诚信。包括

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禁止向政府官员作出不当付款或任何形式的贿赂。违反相关法律可

能受到严重处罚，包括巨额个人和公司罚款，甚至监禁。	

Brunswick	不会聘用或使用在代表我们或以我们名义行事时提供或给予贿赂的第三方。

我们的供应商、承包商、顾问及其他业务合作伙伴需遵守相同的标准。如果您负责选择

或监督第三方，请确保您在开始与其建立任何业务关系之前执行本公司尽职调查流程。	

工具包

违反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的示例

	 某市议会将对一笔巨额采购进行投票，并正在考虑采用	Life	Fitness	产品。公司某

经理为一位议会成员提供一台跑步机，以换取赞成票。

	 某项目经理向当地规划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提供现金，为本公司获得若干游船合同。

	 参与公司合同竞标的某卖家向某采购员工支付“酬金”以获取未向其他投标人提供的

信息，其中包括最低投标价。

违反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的不准确账簿和记录示例

	 记录的收款人与实际的收款人不符。

	 提交的费用报告未准确反映费用的真实性质，如在费用报告上虚报（未出席）客人，

使高消费用餐显得合理。

	 倒签销售发票日期，以记录上一季度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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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问:	哪些人员属于政府官员？

答:	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官员和雇员；以公职身份或代表政府部门或机构行事的任何人

士；政党、政党官员和公职候选人；政府拥有企业的官员和雇员；国际公共组织的官

员和雇员。您有责任了解您接触的人士是否为政府官员。如有疑问，请联系法律部。

问:	什么可能被视为贿赂或回扣？

答:	任何有价之物均可能构成禁止的贿赂或回扣，包括现金、股份、奢华的个人礼品或招

待、度假、未来的工作机会或政治捐款。不设最低限额；任何金额都可能被视为贿赂

或回扣。

问:	我们聘用的政府关系顾问最近要求我们大幅增加佣金。我怀疑该顾问可能打算把钱给
当地官员。我该怎么做？

答:	向法律部报告您的疑虑。在本公司调查您的疑虑前，不应向该顾问支付佣金。

问:	我们计划在某市场设立新工厂。当地政府可能会为我们在该国设立工厂而提供优惠。
该政府的代表将前往我们设于另一国家的工厂以审查我们的业务及运营，该政府要求
我们为此行支付费用。我们可否支付此行费用？

答:	首先，咨询法律部意见。任何此类行程须获得事先批准。需仔细审查行程费用、所涉

官员、陪同人员、以及是否有任何其他目的。

相关政策

反腐败和反贿赂政策及预批表	(L.01.03)

员工出差和业务报销费用	(X.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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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和礼品

我们不得从事制造、或看似将制造利益冲突的活动。个人或家庭利益干扰或看

似将干扰您代表	Brunswick	作出明智业务决策的能力时，将出现利益冲突。

冲突可能因许多问题造成，包括外部雇佣、在竞争公司存在利益、或家庭关系。

如果您负责代表	Brunswick	选择或管理一家供应商，需特别注意。您的个人利益和关系

不得干扰或看似将干扰您作出最符合本公司利益决策的能力。在您选择供应商时，请始

终遵循适用的采购指引。

请切记，并非您与	Brunswick	之间的所有潜在利益冲突均为有害或被禁止的。部分利益

冲突如果得到披露与批准，是允许存在的。即使某冲突之前已得到披露与批准，如果您

需完成一份利益冲突披露年度调查问卷，您仍须披露每年仍然存在的利益冲突。

礼品、宴请和招待

礼品、宴请和招待须符合	Brunswick	的正当商业利益，不得频繁进行，且须遵守所有适

用法律和公司政策。招待场所须符合我们相互尊重的承诺。向任何人士收授的礼品不应

包括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如礼品卡）。

如作为正当商业行为，您将收授价值大于	100	美元的礼品，除商务用餐以外，您必须在

礼品报告表格上披露礼品，且在赠送、接收或接受礼品前须获得您的经理和道德办公室

的批准。	

向政府官员收授的礼品绝不应超过	100	美元。任何政府礼品均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收

授，并正确记录在本公司的账簿和记录中，礼品仅用于表示尊重或感谢，且为当地法律

所接受。如果您对是否允许向政府官员收授礼品、宴请和招待有任何问题，请与法律部

联系。	

工具箱

利益冲突示例

	 从事的外部工作干扰到您在本公司的职务或使用公司财产、设备、信息或其他资源来

完成外部工作。

	 某工厂经理经常接受供应商提供的贵重葡萄酒，且没有在礼品报告表格上披露。

	 您或您的家属在与	Brunswick	有业务往来或竞争关系的其他公司持有所有权权益（拥

有某上市公司的极少股份（即市场价值少于	50,000	美元）除外）。

	 某采购员工选择她父亲的自动售货机公司为	Brunswick	提供自动售货机，但没有向任

何人透露她的父亲拥有这家自动售货机公司。

	 使用您在本公司了解的信息获取个人利益、令家庭成员或您拥有经济利益的其他公司

受益。

	 某高级主管同时在为	Brunswick	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公司董事会任职，该主管向该公司

透露了	Brunswick	的部分保密战略计划，以增加该公司获得合同的机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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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作为公司员工获得的保密信息参与一项对您个人有益的商业交易。

	 雇佣亲属作为直接下属。

	 交往对象为您所担任职务的直接下属员工。

	 收授的礼品价值大于名义价值。

	 某销售经理带着他的团队成员和一些客户到当地的绅士俱乐部享受成人娱乐。

	 某采购经理参加由卖家支付所有费用的滑雪之旅。

问与答

问:	我是负责招募新职位的招聘经理。我的表妹正在找工作，她完全能够胜任该职位。	
我可以录用她吗？

答:	虽然您的表妹可能胜任这一职位，但您在进行录用或您的表妹接受面试之前必须向您

的经理披露这一冲突。如果确定您的表妹将接受该职位的面试，您将很可能无法参与

面试或录用决定。

问:	我了解到我的部门正在进行一项合同谈判，这将使我妻子所在的公司成为	Brunswick	
的主要供应商。这是否会造成利益冲突？

答:	是。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利益冲突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您可能偏向您妻子的公

司。您应填写利益冲突披露表格，在适当的情况下，您将不会参与决策过程。这样您

可避免可能不当影响或看似将不当影响您作出明智客观业务决策的能力的情况。

问:	我有一家小企业，这是我的业余项目。我在一天工作不多的时候能否处理我的个人业
务事宜？我是否可以用	Brunswick	的办公设备复印？	

答:	不可以。在工作时间或使用公司财产进行外部业务是不当的。此外，您的其他工作不

得干扰您完成在	Brunswick	的工作的能力。您也不得与	Brunswick	竞争，或成为	

Brunswick	的卖家或供应商。您必须始终提前披露此类外部雇佣，如果您的职务需要

您完成利益冲突披露年度调查问卷，则您需在调查问卷上披露。

问:	我想在新年向大客户赠送礼品，感谢他们的业务合作。我可以向每位客户赠送价值	
50	美元的水果礼品篮吗？

答:	这可能是符合公司标准的合理且合适的商务礼品。除非这将使客户在作出特定的业务

决策时可能出现偏袒或感到压力，这种每年很少赠送的礼品可能可以接受。

问:	我能否接受卖家提供的我最喜爱餐厅的礼品卡？

答:	不可以，无论金额多少，Brunswick	都不允许收授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形式的礼品，	

如礼品卡或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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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本公司刚刚与我推荐的卖家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100	万美元合同。为了展示其即
将推出的产品，该卖家邀请我的家人观看一场世界系列赛，包括机票、酒店和晚宴，
卖家将在晚宴上展示新产品。由于已经与卖家的签订合同，我可以接受吗？

答:	在此情况下，该卖家提供的礼品过多且不适宜。提供礼品可能是为了不公平地影响业

务决策，或其他不当影响。此外，提供的礼品金额过高。该礼品必须提前向您的经理

和道德办公室披露。您很可能被告知不得接受所有或部分礼品。	

问:	我将和一名海岸警卫队的代表参加游船颁奖典礼。我想送他一件印有公司标志的衬衫
或帽子。这是否可以接受？

答:	答：是的，可以赠送该名义价值（100	美元以下）的礼品，只要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赠送并正确记录在本公司的账簿和记录中，且为当地法律所接受。如果您对您是否应

赠送这个礼品或如何记录有任何问题，请与法律部联系。	

相关政策

利益冲突披露检定－说明表格

利益冲突检定	(E.02.06)

亲属和伴侣雇佣	(H.02.04)

礼品报告表格	(E.02.05)

外部雇佣	(H.02.05)

反腐败和反贿赂	(L.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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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法竞争（反垄断）

Brunswick	凭借优异的产品、服务和员工在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我们的竞争从

不采取不当手段来损害其他公司的利益、迫使其退出市场或者阻止其进入市场。	

无论我们位于何处，我们都致力遵守当地适用的竞争法律。反垄断法律	是非常复杂的

	（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便是以复杂而著称），一般而言，只要与竞争对手达成任何不合理

地限制竞争的协议，即构成违法。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定价（包括支付条款和折扣）

	 >	产品和服务

	 >	商业惯例

	 >	地域

	 >	分销渠道

	 >	客户名单

非法协议未必是经签署的书面合同，也许是当事人之间的口头“谅解”。这种行为会把

您和	Brunswick	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任何会议或者情报收集中，如有竞争对手参与

并且表现出反竞争行为，您应立即离开。如有任何讨论或行为可能违反本政策，您应及

时报告。在事先没有咨询所在分公司的法律部或者集团法律部的情况下，不要和任何竞

争对手、监管机构或外部律师谈论上述任何事项。	

工具箱

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

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竞争情报）是一种正当的商业行为，可帮助我们在市场上保持竞争

力。从公开来源如报纸、互联网、公开档案等获取信息，以及从客户、业务合作伙伴、经

纪、供应商等收集非保密信息，这种做法是适当的，也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您不能通

过非法活动获取竞争信息，如果您已知道所披露的竞争信息违反了第三方与我们的竞争对

手之间的保密协议，那么您就不能接受、披露或使用此类信息。Brunswick	禁止员工虚假

陈述自己的身份或者重大事实，禁止利用非法侵入、窃听、间谍活动、隐瞒或计算机黑客

手段获取竞争情报，也不能以任何其他可能违反法律或本行为准则的方式收集竞争情报。

不公平竞争的示例

	 两个竞争对手同意一起抵制某业务合作伙伴或供应商以谋求竞争优势。

	 两家互为竞争关系的公司协商并同意操控向客户收取或者向供应商支付的价格。

	 两家公司的销售代表在电话闲聊时答应瓜分客户或市场领地：

“我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

	 某员工试图从一位新员工那里获取保密信息，此员工曾经受雇于竞争对手。

	 某销售代表在向潜在客户作介绍时，作出涉及竞争对手的不准确或误导性陈述。

	 某员工以黑客手段入侵竞争对手的电子邮件系统获取竞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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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问:	我有一个朋友效力于	Brunswick	的竞争对手。他最近告诉我，他的公司正准备投标
两个项目，恰好这也是	Brunswick	准备投标的项目。他提议在其中一项投标上由他
出高价，而	Brunswick	则在另一投标上出高价，这样双方都能赢得一份合同。我该
怎么做？

答:	绝对不要和竞争对手讨论划分客户或者操控竞标价格。和竞争对手合谋限制竞争直接

违反了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公开场合，你应大声地断然拒绝这个

提议。您应立即通知分公司或集团法律部，或是道德办公室。

问:	听说竞争对手在展会期间有个会议。我想参加，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我来自		
Brunswick，我担心会不让我参加。我是否可以隐瞒身份赴会？

答:	不可以。隐瞒身份来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是不当的。参加竞争对手的任何会议之前，

您应事先咨询所在分公司或集团法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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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雇佣机会

Brunswick	重视多样化的价值。Brunswick	绝不容忍在工作场所基于种族、	

肤色、宗教、性别、年龄、原籍国、公民身份、残疾、性取向、怀孕、退伍军人

身份、或受适用法律保护的任何其他身份，对任何人加以歧视。

我们提供平等雇佣机会，以任人唯贤为原则作出雇佣决定。这种做法延伸到雇佣关系的

方方面面，包括招聘、录用、调任、晋升、派遣、培训、终止雇佣关系、工作条件、薪

酬以及其他的雇佣条款及条件。Brunswick	严禁对本着真诚投诉歧视的任何人实施打击

报复。

工具箱

平等雇佣机会的违规示例

	 某主管打算从本部门两名才干相当的员工中提拔一人。这两名员工一为女性，刚刚结

婚；一为男性，已婚并育有子女。最终他决定晋升男员工，因为他觉得女员工一旦怀

孕可能会长期请假或者辞职。	

	 一名身患残疾而坐轮椅的员工并没有被安排在需要经常和公众打交道的销售岗位上，

尽管她有出众的社交能力，而且绩效考核和资质都很出色。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正常

人的销售业绩可能会比需要乘坐轮椅的人更高。

	 生产部的一名员工被解雇了，因为他的主管觉得像他这种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有暴力倾向。

	 某公司总是雇佣同一种族的员工，理由是“其他种族的人并不适合我们的客户群体”。

问与答

问:	我申请了某部门的职位，该部门有五名男员工。结果经理把这个职位给了另一	
男性（本人为女性），这让我有被歧视之感。我该怎么办？

答:	如您觉得遭到歧视，请报告给您的主管、道德热线或当地的道德顾问，亦可参照行为

准则中列明的其他选项行事。我们将在适当情况下从速展开调查。您不会因真诚投诉

而遭到打击报复。

问:	我是一名招聘经理，现有几个背景各不相同的合适人选。其中一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
虽然能力有所欠缺，但是和我同族同教，合乎我的心意。因为价值观相同，	
我觉得和她共事或许最合适。这有什么不对吗？

答:	您应牢记“任人唯贤”，以此原则聘用最佳人选。雇佣决定必须建立在候选人的经

验、工作技能、资历及其他相关的工作标准基础上。像您这样以为能和某个跟您背

景相同的候选人良好沟通，或者和他有相同的价值观，由此作出雇佣决定，这种做法

并不合适。希望您能意识到，除了必要的工作技能，多样性也会令您的团队工作更出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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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

公平雇佣机会及平权行动	(H.01.01)

美国残疾人士	(ADA)	(H.01.03)

电子通讯和互联网使用	(E.02.07)

社交媒体	(H.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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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骚扰

人与人之间应以尊重、信任和尊严相待，唯有如此，每个人的贡献才能释放出

全部的价值。Brunswick	坚定认为，包括主管、同事、卖家、顾客、客户或其

他第三方在内，任何人都不能在工作场所对他人实施恐吓和骚扰。	

工作场所的骚扰有许多形式。这是一种在言语、身体或视觉上不受欢迎的行为，会造成

令人感到恐惧、敌意或冒犯的工作环境。工作场所的骚扰包括：在工作场所开玩笑、嘲

笑、侮辱、欺压或冒犯他人，或针对他人实施恶作剧，或是把不受欢迎的性好处作为雇

佣条件。不论您身处公司场所，或是在非工作时间或非工作场所参加商务活动，如节日

派对或出差旅行，Brunswick	都绝不容忍任何骚扰。这种行为被严格禁止，即使并没有

达到违法的地步。	

如您曾经经历、目睹或得知违反公司骚扰政策的行为，请按照行为准则或骚扰政策的规

定予以举报。公司将会从速开展适当调查，并且尽量保密。您不会因真诚举报违规行为

或真诚参与调查而遭到打击报复。	

工具箱

违反骚扰政策的示例

	 故意触摸同事。

	 涉及性、种族、原籍国或宗教的不雅玩笑。

	 通过公司的电子信息系统转发或共享色情或令人反感的电子邮件。

	 以解雇或工作上的其他后果为要挟，要求或恐吓员工进行约会或发生性关系。

	 利用公司电脑，或者在工作中或在工作场合浏览色情网站。

问与答

问:	我和几家供应商有工作往来，跟他们的业务代表关系不错。其中一人最近频频向我调
情，还给我发来挑逗性的电子邮件。我对此颇感不适，却不知如何是好，毕竟供应商
的代表并不是	Brunswick	的员工。我该怎么做？

答:	即使这名代表不是	Brunswick	的员工，您也应报告此事。Brunswick	要求工作场所

不受任何人骚扰，即使并非我们员工的第三方也不例外。非属员工的人发出的电子邮

件和不受欢迎的调情之举，也属于骚扰，会造成令人感到恐惧、敌意或不适的工作环

境。Brunswick	将严肃对待所有的骚扰举报，并在适当情况下开展调查。

问:	出于宗教信仰，我总是戴着头巾上班。起初同事们还很好奇，围绕我的宗教问来问
去，可是最近他们却开始嘲笑我，说我的宗教“好傻”。我该怎么办？

答:	你应立即按照骚扰政策或行为准则订明的程序报告这些情况。根据我们的政策，嘲笑

或侮辱他人的宗教信仰即构成骚扰。您不会因为真诚举报遭到打击报复，公司会迅速

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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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我在工作场所讲了很多笑话。一名同事告诉我，她觉得有些笑话令人反感，但我认为
她是小题大做。我问过其他同事，他们说我的笑话没有滋扰他们。我应该没有违反行
为准则，对吗？

答:	您应时刻留意，不要有不受欢迎的言行，也不要给任何同事造成令人感到恐惧、敌意

或反感的工作环境。即使其他同事不觉反感，但至少一位同事已有这样的感受，并且

对你说过。所以请不要再讲这样的笑话，以免给她或者其他同事造成有敌意的环境。

问:	我的主管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涉及我的同事的种族主义言论。根据公司政策，这是
否构成骚扰？

答:	根据公司政策，任何人都不能基于他人的种族而造成有敌意的工作环境，即使这种行

为是发生在社交网站上。您应告诉您的主管、联系道德办公室或者通过行为准则中列

明的其他报告途径行事。	

相关政策

骚扰	(H.01.02)

电子通讯和互联网使用	(E.02.07)

社交媒体	(H.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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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和环境

Brunswick	相信，员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对公司的持续成功至关重要。	

Brunswick	致力于把公司的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确保业务营运的环境可持续

性，在此基础上提供卓越的产品和体验。

我们积极促进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并为此制定相关政策和计划，给员工自身和他们的同

事带来完善保障。我们须遵守所有的安全工作程序，积极预防事故的发生。如您意识到

自己的团队成员或者和我们的业务有关联的第三方面临任何安全威胁，请报告给当地管

理层，或者依照行为准则中的报告程序行事。	另外，您还须依照当地的指引规定，从速

报告工作场所的任何疾病或人身伤害。

请牢记安全第一。在工作中我们须时刻注意不受药物、酒精或者可能妨碍安全高效工作

的任何其他物质的影响。Brunswick	禁止员工从事公司业务时（不论是否在公司场所）

或者在操作公司车辆或设备时使用、管有、转交、贩卖、分发、制造包括大麻在内的药

物或酒精，又或受到这些物质的影响。

Brunswick	严禁工作场所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团队成员中如有此类行为者，将予以纪

律制裁，情节严重的予以解雇。	

工具箱

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不当行为的示例

	 在安装有高噪音重型机械的厂区需要采取听力保护措施，但是员工并未使用必要的防

护设备。

	 某工厂经理为给公司省钱把污染性废物倾倒在工厂旁边的空地上，没有依照适用法律

和公司政策妥善处置。	

	 为了增加产量，一名生产部员工拆掉了机器上需要经常调节的安全装置。

问与答

问:	我发现一台机器上的安全装置坏掉了，需要时间来修理，可是我们的生产进度很紧
张。我该怎么做？

答:	如您经过培训后操作的机器上的安全装置发生故障，您应立即报告。在故障装置被修

好之前，不能操作这台机器。每个人都有责任保证工作环境的安全。Brunswick	把员

工的安全放在首位。

问:	我发现一名同事有时上班醉醺醺的，甚至在工作时饮酒。我很担心她的健康和安全。
我该怎么办？

答:	您应立即咨询主管，他会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您的顾虑。请牢记安全第一，不论对您自

己还是您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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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工厂附近有一些未用的油漆和化学品，我不知如何处理。该把它们扔掉吗？

答:	不行。您应咨询当地的环境健康和安全代表，了解如何安全处理未用的油漆和化学品。

相关政策

工作场所禁止滥用药物和物质	(H.05.01)

工作场所安全	(H.05.03)

工作场所暴力预防	(H.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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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信息和数据安全

保密信息包括有关	Brunswick	的业务、营运、员工、客户、业务合作伙伴、

产品、战略及商业秘密的信息。保护本公司的保密信息是每个人的责任。保密

信息包括对	Brunswick	有价值、或者过早披露会有助于竞争对手或损害公司

利益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信息。

保密信息还包括员工、业务合作伙伴及客户的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公司合法持有的可识

别个人身份的健康、财务或其他信息。Brunswick	致力于保护所有个人信息的隐私和安

全，并遵守适用的隐私法律对其进行管理。我们收集、使用和处理的个人数据须仅用于

合法的商业目的，我们须限制拥有合法商业目的的人士使用这些信息，并注意防止未经

授权的信息披露。	我们不允许向第三方披露信息，除非为我们政策所允许。

在管理保密信息时，务必遵循适当的安全程序和保障措施。在以书面形式共享保密信息

（包括电子邮件）及进行私人谈话时要小心谨慎。使用手机或在公共场所交谈时，要注

意周围环境。即使雇佣关系终止，您仍有责任保护保密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保留或废除保密记录应按照记录管理和数据安全政策进行。某些关于诉讼、审计或调查

的记录需要以高出标准的要求保存。遵循法律保留指引，确保您没有销毁或者遗失重要

信息。	

工具箱

保护我们的品牌

我们每个人有责任保护和建立	Brunswick	最宝贵的资产-品牌。我们都有义务加强和保护	

Brunswick	的商标、版权、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公司商标（例如公司标志和名称）全

球认可，不应滥用。在推广和其他资料上使用任何	Brunswick	标志前应事先与法律部确

认，在使用分公司标志前须经分公司营销部预先批准。

另外，工作期间您可能编写材料或制定流程，这些均属于	Brunswick。知识产权属于	

Brunswick	最有价值的资产。在您从	Brunswick	离职时，须交还您所持有的所有知识产

权和其他工作产品，包括任何副本。在没有适当法律文件规定的情况下，不允许使用公司

知识产权或者与公司外部人员共享。

保密信息示例：

	 Brunswick	与员工、代理商、战略伙伴和／或其他第三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

	 知识产权，如公司拥有的商标、专利、版权和商业秘密均为公司所有。

	 营销方案。

	 定价信息。

	 技术规格。

	 员工的个人信息，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社保账号、银行账号或福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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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个人或财务信息。

	 公司财务信息（如发票明细、工资记录、财务报表、应付账款汇总、卖家清单、	

价格和成本信息等）。

	 有关潜在收购和／或新产品发布的财务和其他商业信息。

	 现有或潜在新产品的工程图纸。

	 客户名单和协议、市场份额数据、供应商协议、战略计划等

适当保护保密信息的示例

	 某产品设计兼工程人员确保在午餐前把敏感的产品图纸锁在抽屉里。

	 某会计人员离开办公室前始终启动密码保护程序。

	 某人力资源经理把敏感的人员信息锁在柜子里。

	 某采购人员在提供	Brunswick	保密信息前，从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手上得到一	

份签署的保密协议。

不当保护保密信息的示例

	 某名员工的表妹正开展一项业务，并向他索要客户和同事的名单，这样她就可以为了

新业务联系这些人了。这名员工答应了她的要求。

	 某名工程师把公司开发的专有金属模具技术的信息卖给了公司的竞争对手。

	 某营销经理对一项新的游船设计理念感到兴奋，在没有公布之前，便把设计的细节分

享给家人和朋友。	

问与答

问:	我接到了其他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员工打来的电话。她正在为一个基准项目工作，	
想要我员工的入职日期、头衔、基本工资等信息。我不知如何是好。

答:	员工信息是保密的，只应给予获得信息授权的人士。您不要提供这类信息，除非您确

定这种做法是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人力资源部和隐私办公室寻求指导。

问:	我经常因工作原因出差，而且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我正在访问一个客户，开了一天
会，客户邀请我一起吃饭。我是该把笔记本电脑带进餐厅，还是把它放在租用汽车的
后备箱里呢？

答:	这种情况下，您要把笔记本电脑带进餐厅，保证数据安全。即便把电脑放在汽车里，

也有人会撬开车偷走它或干脆偷走汽车。要积极注意保密信息，随身携带电脑，	

直接监管和保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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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我为	Brunswick	发明了一项新的游船设计，该设计从未用过。我即将离职开始创
业。我能用这项设计吗？

答:	不能，在受雇于公司期间所发明的设计属于公司的“知识产权”。从	Brunswick		

离职时，要交还	Brunswick	的一切知识产权。未经适当授权保有或者使用该类财产

可能违反版权法和行为准则。

问:	我是一名	Brunswick	的新销售代表。我有一份清单，上面载明了新产品成本和对前
雇主客户的优惠价格，我觉得使用这份清单会对我在	Brunswick	的工作有所帮助。
这是否存在问题？

答:	是。Brunswick	尊重竞争对手的保密和专有信息。我们不仅保护自己的敏感信息，	

也应保障竞争对手、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的信息安全。	

问:	我在一份文件中看到了几名同部门员工的薪水。我能告诉别人吗？

答:	不能。您没有业务理由知道其他员工的个人信息。您应立即把文件交还给人力资源

部，或在适当情况下，应可根据公司记录管理和数据安全政策处理。

问:	我收到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	Brunswick	的竞争对手那里工作。这封电子邮件
的附件标有“保密”字样，里边详细记载了这家公司的营销战略，我知道该电子邮件
是误发的，可既然我已经得到该信息，我可以使用它吗？

答:	不可以。您的朋友是不经意间泄露了这些信息，但上面明确标着“保密”字样。	

因此，不应使用它，并应立即交还或销毁。

相关政策

受保护健康信息的隐私	(H.04.13)

受控数据分类政策	(P.01.02)

记录管理	(L.03.01)	

公司身份指引文件（通讯/Brunswick	模板和风格指南/公司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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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系统

电子信息技术对我们开展业务发挥重要作用。Brunswick	的电子信息系统，	

包括互联网、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机、语音信箱、移动设备和即时通讯用于

帮助您做好工作，因此应主要用于业务目的。只有在合理限制内，才允许用于

个人目的，而且用于个人使用时不能干扰工作职责。

Brunswick	电子信息系统属于公司财产，系统生成或收发的消息同样属于公司财产。	

本公司有权监测电子系统的使用，不论是用于业务目的或个人目的，并有权在适用法律

许可的范围内阻止或拦截某些内容、消息或文件。监测用于开展内部调查、	

保护	Brunswick	的合法权利及确保公司政策和适用法律得到遵守。行为准则中列明的		

Brunswick	政策和原则同样适用于公司的电子信息系统的使用，不论这种使用是出于业

务原因还是个人原因。请记住，在编写包括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文本在内的电子消息

时，须以撰写	Brunswick	其他信件和信函时同样的谨慎态度和专业精神对待。

无论您是否使用公司系统在社交媒体网站发布信息、参与讨论或以其他方式交流公司信

息，您均须清楚明确地表明与公司的雇佣关系。另外，在代表	Brunswick	发布信息时，

应只发布真实无误的事实。绝对不应虚假陈述自己或	Brunswick。	

工具箱

不当使用公司电子信息系统的示例

	 某员工向公司外的朋友发送一条笑话，该笑话冒犯了某宗教群体。

	 某员工使用公司电脑访问色情资料。

	 某营销经理未经适当授权便向公司外部发送新产品研发的保密信息。

	 某分析师出于个人原因过度使用公司信息系统，比如在工作电脑上频繁发送电子邮

件，推广家庭业务。

	 某员工在一家社交媒体网站发表贬低同事种族的言论。

	 某员工没有表明其为	Brunswick	效力便匿名发布称赞	Brunswick	产品的言论。

问与答

问:	某团队成员向我发送一封老套的贬低男性的电子邮件。我想把它发送给一个公司外的
朋友，他会认为这很有趣。既然他不在本公司工作，我能转发给他吗？	

答:	不能。不要使用	Brunswick	的电子信息系统向公司内外的人员发送可能有冒犯性的

资料。发送该类资料可能违反公司的骚扰政策、行为准则和相关法律。您应立即删除

该电子邮件，并把收到电子邮件一事告知	IT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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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我想写一篇博客，谈一谈	Brunswick	的优秀产品。这样可以吗？

答:	如果您想写有关公司产品的内容，您须明确表明您是	Brunswick	员工，且应当确保

您发布的产品信息真实无误。

相关政策

电子通讯和互联网使用	(E.02.07)

社交媒体	(H.01.05)

工作场所搜索	(H.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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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司资产

公司的设施、设备、材料、财产、技术、信息和品牌是大家齐心协力、辛勤劳

作的结果。我们每个人、客户、股东和业务合作伙伴都有责任保护	Brunswick	

财产，防止出现盗窃、损失、浪费或损害。

按预期方式保护和使用	Brunswick	的资产。切勿为个人或任何非本公司人员的利益使用

本公司资产。切勿将公司电脑或设备用于非法或不道德活动，如赌博或色情活动。盗窃

公司资产不仅会遭到解雇，还会面临刑事诉讼。不当或非法使用	Brunswick	财产将伤害

我们所有人。

工具箱

公司资产示例

	 公司资金或产品。

	 员工工作时间。

	 电脑系统和软件。

	 电话。

	 复印机。

	 公司车辆。

	 公司商标。

问与答

问:	我有一个制作婚礼请柬的小业务，现在正为一名同事设计请柬。我能为此使用公司电
脑几天吗？

答:	不能。这超出了	Brunswick	政策所允许的个人偶尔使用的范围。

问:	我的经理让我在公司上班期间帮他处理私事，如取干洗的衣物和购买个人礼物。	
这是否存在问题？

答:	是的。您的经理滥用了您的工作时间，而这属于公司资产。您应按行为准则所述规定

报告此事，以便解决问题。

相关政策

电子通讯和互联网使用	(E.02.07)

社交媒体	(H.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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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

Brunswick	尊重您代表自己或您支持的事业或候选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	

但要求您不得在工作期间参与政治活动。本政策中的“政治活动”是指与具体

明确的雇佣事宜不存在直接联系的活动。	

您须注意，不得使用	Brunswick	的名称、财产或其他资源支持您个人的政治活动，且您

在与第三方业务联系人谈论您的个人政治观点时应小心谨慎。公司不会报销员工的个人

政治捐款，亦不会增加或以其他方式调整员工薪酬以反映其作出的政治捐款。我们鼓励

您在遵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在个人时间自付费用参与公民和政治活动。您不得表示或

暗示您付出的时间、资源或资金来自	Brunswick	或受	Brunswick	支持。您绝不会因是

否作出个人捐款而受到奖励或惩罚。

工具箱

工作场所不当政治活动示例

	 某经理要求所在部门的员工购买某候选人政治募款活动的门票，该活动得到他的一个

大客户的支持。

	 某工厂员工下班后，在公司停车场为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分发传单。

	 某经理在办公室电脑上向同事发送电子邮件，敦促他们为他所支持的候选人投票。

问与答

问:	我的朋友正在竞选公职，我想帮助他竞选。这是否允许？

答:	是。您个人参加政治活动属于您的私事。但需保证不使用公司资源推动竞选活动，	

包括公司时间、电子邮件或公司名称。

问:	我妻子正在竞选州议员。我能否使用	Brunswick	的电脑和复印机为她设计宣传册和
海报？

答:	不能。您不应使用公司资源来支持个人政治活动。

问:	我的经理非常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且和我的政治信仰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有时
对候选人的种族、宗教或原籍国发表一些令人反感的言论。他能因为我的政治观点不
同而拒绝给我升职或加薪，甚至解雇我吗？

答:	不能。您的经理不能因为您的政治信仰不同而采取对您不利的雇佣措施。另外，	

根据公司的骚扰政策，如果他的行为造成令人感到恐惧、敌意或冒犯的工作环境，	

您有责任进行报告，以便在适当情况下调查此事。

相关政策

骚扰	(H.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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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程序

如果您知道有违反行为准则或任何	Brunswick	政策的行为，须及时通过下列一种方式报

告。可匿名报告，免费道德热线提供翻译服务。在符合开展公平全面调查的范围内，	

报告将予以保密。	

	 请通知主管；

	 联系您所在地的道德顾问（当面、通过电话、信件或电子邮件）；

	 拨打美国免费道德热线	877.684.5252	或国际免费道德热线（电话号码在行为准则最

后部分列出）；

	 使用网络流程：www.bcethics.com	

–或–		

位于欧盟的员工请使用基于网络的流程:	https://bcethicseu.alertline.com	；

	 您可当面、通过邮件	(1	N.	Field	Court,	Lake	Forest,	IL	60045)、电话		

(847.735.4318)、电子邮件	(ethics.advisory@brunswick.com)	或传真	

(847.735.4388)	联系道德办公室；或

	 向本公司总法律顾问发送邮件。

道德热线由一家外部公司的人员负责，并可一周全天候拨打。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匿名报

告，尽管匿名会限制我们有效调查您的问题。Brunswick	会在适当情况下及时调查报告并

采取适当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配合任何调查并公开坦诚地共享信息。一旦完成调

查，我们会合理地尽力与您再次沟通。

报复零容忍

如果您使用行为准则所述的任何程序真诚报告，您不会因此而遭到报复。任何因报告而进

行报复或干扰报告调查的员工将予以纪律制裁，情节严重的予以解雇。如果您认为某人对

您进行报复，请及时使用上述方式之一报告。

故意诬告他人、欺骗调查人员或拒绝配合调查将违反行为准则。本着“真诚”进行报告并

不意味着您在提出问题时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只表示您真诚地认为违规行为已经或

可能已经发生，以及您的报告是如实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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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问与答

问:	如果我进行报告，我的职业生涯是否会受到影响？

答:	不会，Brunswick	管理层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的环境，员工可以真诚报告道德和合规

问题，且不会因报告而受到负面影响。Brunswick	会对所有报告的报复事件作出反

应，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我们绝不容忍员工的报复行为。

问:	我怀疑存在违反行为准则的情况。即使我不能肯定是否真有问题，我也应该报告吗？

答:	是的，您有责任立即报告可能违反行为准则的行为。我们会严肃对待您的报告，并在

适当情况下开展调查。报告实际没有违规的可疑行为，要胜过忽视可能违反法律或公

司政策的行为。

问:	如果有人恶意报告，打算嫁祸于我，会怎么样？

答:	我们将专业客观地处理所有调查。“恶意”报告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可能受到纪律制

裁，情节严重的将予以解雇。

相关政策

会计和财务问题投诉处理程序	(E.02.01)

举报人政策	(E.02.03)

骚扰政策	(H.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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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书：

您个人承诺做出正确选择

我确认，我已阅读和理解	《Brunswick	Corporation	行为准则》中的信息，	

并同意遵守行为准则及其他	Brunswick	政策。

员工姓名	 日期

员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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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TOLL-FREE HELP LINE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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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	 	
COUNTRY	 SERVICE	 ACCESS	CODE	 HELP	LINE

Australia	 Optus	 1.800.551.155	 800.556.2803

	 Telstra	 1.800.881.01 1	

Belgium	 	 0.800.100.10	 888.507.5629

Brazil	 	 0800.890.0288	 888.649.901 1	
	 	 			or	
	 	 0800.8888.288

Canada	 	 ——	 877.684.5252

China	 Beijing	 108.888	 888.649.9014	
	 vicinity

	 Shanghai	 108.1 1	
	 vicinity

Denmark	 	 8001.0010	 888.649.9026

France	 	 0800.99.001 1	 888.649.9047	
	 	 			or	
	 	 0805.701.288

Germany	 	 0.800.2255.288	 888.649.9048

Hong Kong	 Hong	Kong	 800.96.1 1 1 1	 888.649.9054	
	 Telephone

	 New	World	 800.93.2266	
	 Telephone

Hungary	 	 06.800.01 1 1 1	 888.649.9057

Italy	 	 800.172.444	 888.649.9058

Japan	 KDDI	 00.539.1 1 1	 888.649.9059

	 NTT	 0034.81 1.001

	 Softbank	 00.663.51 1 1	
	 Telecom

Korea	 DACOM	 0030.91 1	 888.649.9062

	 DACOM	US	 550.2872	
	 Military

	 Korea	 0072.91 1	
	 Telecom

	 Korea	 550.4663	
	 Telecom	
	 US	Military

	 ONSE	 0036.91 1

	 	 AT&T	 	
COUNTRY	 SERVICE	 ACCESS	CODE	 HELP	LINE

Mexico	 	 01.800.288.2872	 888.802.9416

	 Alternative	 01.800.462.4240

	 Por	Cobrar	 01.800.1 12.2020	
	 Espanol

Nertherlands	 0800.022.91 1 1	 888.802.9418

New Zealand	 000.91 1	 800.721.0942

Norway	 	 800.190.1 1	 888.802.9432

Poland	 	 ——	 0.0.800.1 1 1.1717

Portugal	 	 800.800.128	 800.569.9578

Russia	 	 8^10.800.1 10.101 1	 888.802.9441

	 Moscow	 363.2400

	 Outside	 8^495.363.2400	
	 Moscow

	 St.	 363.2400	
	 Petersburg

	 Outside	St.	 8^812.363.2400	
	 Petersburg

Singapore	 Sing	Tel	 800.01 1 1.1 1 1	 888.802.9451

	 StarHub	 80.0001.0001

Sweden	 	 020.799.1 1 1	 888.802.9454

Switzerland	 	 0.800.89001 1	 888.802.9458

Thailand	 	 1.800.0001.33	 888.802.9459	
	 	 			or	
	 	 001.999.1 1 1.1 1

United	 BT	 0800.89.001 1	 800.569.9578
Kingdom	 C&W	 0500.89.001 1

United	 	 ——	 877.684.5252	
St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