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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
JACOBS DOUWE EGBERTS



执行委员会寄语

尊敬的同仁：

我们很高兴向大家介绍 JACOBS DOUWE 
EGBERTS (JDE) - 行为准则（我们的准则）。  

我们的准则同样适用于所有员工和顾问/临时
工。这一承诺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我
们也希望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例如供应商、代
理商、顾问和被许可方）在代表我们行事时遵循
类似的原则。不论担任哪个职位或任职多长时
间，任何人都需遵守我们的准则，无一例外。 

我们在打造世界领先的咖啡专营公司时将始终
秉持一致的核心信念、愿景、价值观和承诺。 

除了履行法律和监管义务外，我们还需要按照公
司准则和价值观行事。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并互相帮助达成目标。如果我们中有人看到或认
为我们看到了某些违反我们的准则或我们必须
遵守的法律和法规的事情，我们有责任大声说
出来。 

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出您可能遇到的任何问
题。大声说出政策描述如何报告您的疑虑，并确
保您永远不会因善意举报而遭受报复。只需坦诚
布公地说出您知道或怀疑的事情。 

感谢您一直遵守我们的准则。

JDE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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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行为准则是向利益相关者以及彼此表明我们关注商
业道德的极佳方式。它还指导我们在日常工作和职业关系
中做出明智、合理的决定。简而言之，我们的准则代表我们
的合规文化。  

当然，我们的准则并不是我们做出道德决策的唯一指导。
必须同等重视我们的合规政策中规定的准则，以及适用于
全球工作的各种法律和法规，所有这些都是本准则的基
础。仔细阅读准则。考虑它在哪些方面适用于您以及您为 
JACOBS DOUWE EGBERTS 从事的工作。如果您发现自己
有疑问或疑虑（也许只是可能），本准则将提供有用的报告
资源和其他公司政策的参考，来帮助为您提供指导。

我们为何制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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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结合我们的报告资源和政策，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
日常工作中以及遇到困难时熟练运用决策技能。如果您对
如何在特定情况下做出最合适的决定感到担忧，请考虑以
下有关可用方案的问题：

• 什么代表/反映最高水平的诚信？
• 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 如果我的决策出现在新闻中，将会怎样？
• 结果将如何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品牌形象？

如果在考虑这些问题后仍不确定，请不要径直采取行动和
继续。相反，在存在任何不确定性的所有情况下，请从本准
则中列出的任何资源中寻求帮助。我们必须将核心价值
观、使命宣言、准则和最高道德标准作为决策的准则 - 偏
离任何准则来实现业务目标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诚实守信地对待全
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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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准则同样适用于所有员工和顾问/临时工。这一承
诺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业务
合作伙伴（例如供应商、代理商、顾问和被许可方）在代表
我们行事时遵循类似的原则。不论担任哪个职位或任职多
长时间，任何人都需遵守我们的准则，无一例外。对于供应
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已在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中明
确规定。

谁必须遵守我们的准则？

引导我们行为的
价值观包括

简单 
企业家精神 
责任感 
遵守纪律 
团结

目录

如果我们不愿意遵守，那么制定强大的准则就没有任何意
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阅读准则，了解其背后的价值观，
并遵守其指导原则。这样做，我们将助力营造一个判断正
确、坦诚布公的环境。我们应该了解并遵守适用于我们所
从事工作和开展业务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和法规。如果
我们不确定我们需要怎样做，我们应该从适当的资源中寻
求建议，并且花时间自我学习，以便拟定适当的草案和做
出明智的决策。 

根据准则我们需承
担哪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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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以身作则。因此我们的经理和其他领导者有
责任始终表现出对坚守道德标准的明确承诺。如果有
其他人向您报告，则您有责任树立正面的榜样，在开
展所有工作时体现职业道德和诚信。作为榜样，您有
责任向下属宣传行为准则。为了帮助经理或其他领导
者宣传行为准则，公司会提供定期培训。

同下属保持联系，让他们可以跟您畅谈问题、意见，提
出疑虑和报告。如果您发现自己收到已知或可疑的不
当行为报告，请按照我们的大声说出政策采取适当
措施，上报问题。此外，当员工善意举报后经证明不是
不当行为的行为时，切勿对其进行报复或容忍报复行
为。

经理还承担其他哪些责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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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们彼此开诚布公，我们整个组织才能成长和进步。因此，
您应该报告违反本准则或我们工作时适用的法律的任何实际或
可疑不当行为（例如欺诈或违规行为）。这样做有助于公司秉持
透明和诚信的文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公司解决潜在问题，以免
对我们或我们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造成负面影响。 

大声说出政策中说明了在提出问题或说出可能的问题时可以使
用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

• 向您的经理报告问题（然后经理负责进一步上报）；
• 如果这与您的报告经理有关，请与您的当地合规官联系（询

问您的人力资源部联系人谁是当地合规官）；
• 将问题直接报告给中央合规部 

（通过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到： 
ethics.compliance@jdecoffee.com）；或者

• 通过 https://wrs.expolink.co.uk/JDE 将问题报告给公司警
报热线

公司警报热线由独立的第三方提
供商维护。警报热线向全球所有
同事和供应商在线提供，网址为 
https://wrs.expolink.co.uk/JDE。
在我们的大多数办事处，也可以通
过电话联系。从您所在国家/地区
拨打警报热线时，会说您母语的口
译员将与您联系。他们将帮助您完
成报告。有关按国家/地区列出的
联系信息的完整列表，请参阅本准
则的“资源 - 警报热线号码”部分。

如何寻求帮助或报告？

目录 寻求帮助和表达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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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能容忍对善意举报可疑不当行为的任何人的
歧视或报复行为。当我们如实准确地表达疑虑时，我
们不必担心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您知道或怀疑发生
了针对您、另一位员工或供应商的报复行为，则应将
其报告给上面列出的资源。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阅大声说出政策。

首先，要知道，当您报告时，将根据当地法律将其视为机
密。再小的问题也是问题 - 认真对待所有报告，并迅速
全面地展开调查。按照当地法律的规定，任何被指控行
为不当的人都有权访问报告的信息，并在发生错误时进
行更正。必要时，JACOBS DOUWE EGBERTS 将采取公
正适当的纠正措施或纪律处分。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将
全力配合公司员工或外部审计师或政府官员完成调查
或问询。

违反准则最直接和持久的后果是我们对彼此、公司、品
牌和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违反准则意味着我们打破
了一直致力于与客户、业务合作伙伴、所有者、同事以及
生活和工作所在社区建立的信任。除了坚守诚信承诺
外，我们还有责任秉持制定准则时所依据的法律内容和
精神。因此，违反准则、公司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将面临
严重后果，包括纪律处分，直至解雇、个人罚款，在某些
情况下还会被判处监禁。

我们公司有关报复的政
策是什么？

报告时会发生
什么？

违反准则的后果？

目录 寻求帮助和表达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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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需要开展团队合作，尊重彼此的
差异并重视彼此的贡献。我们重视营造一个多元化、包容性的工
作环境，综合考虑所有想法、观点和背景。我们任何人都不应因
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婚姻状况、宗教、政治派别、国籍、种族
背景、社会出身、年龄、残障、工作委员会成员身份或受法律保护
的任何其他特征受到歧视。 

同样，我们公司也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非法骚扰或霸凌。一般而
言，“骚扰”是指由于个人特征而针对某人作出的不受欢迎行
为。骚扰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通常所有骚扰行为都具有营
造胁迫、敌对或令人反感的工作环境的目的或效果。骚扰行为
包括不受欢迎的性侵犯、暴力威胁和令人反感的言论，JACOBS 
DOUWE EGBERTS 不接受任何此类行为。我们也不接受一般的
不尊重行为，包括羞辱、侮辱、恐吓或孤立他人。

请记住，所有情况都将接受调查，并且您不会因善意举报而遭
到报复。 

相互尊重和真诚待人

在 JACOBS DOUWE EGBERTS，我们坚信健康和安全对我们所从
事的工作至关重要。公司应提供一个安全、有趣的工作场所，促使
我们不断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对我们而言，维护这些工作场所安
全高标准并促使彼此对我们的行动和行为负责很重要。我们绝不
应该为了生产力而牺牲安全，也绝不应该鼓励其他人这样做。通
过熟悉并遵守所在办事处的安全规程和程序，尽力维护安全的工
作场所。如果您觉得工作环境绝对不安全，请立即告知您的经理、
主管或其他可用资源。这样做是预防事件发生的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进一步维护工作场所的安全，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在受到酒
精、非法药物、滥用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影响的情况下工作。我们公
司遵守各种当地政策，其中详细规定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职责。 

您有责任了解适用您的政策。合规框架中说明了适用您（和您所
在地区）的政策，可通过内联网访问。如果您对适用的政策有任何
疑问，请与您的经理联系。如果您无权访问内联网，请询问您的经
理或人力资源部联系人，获取适用您所在地区政策的访问权限。 

维护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目录 彼此之间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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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在 JACOBS DOUWE EGBERTS 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会
向公司提供我们自己的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

• 工作经历

• 个人联系信息

• 婚姻状况

我们都有隐私权。因此，我们有责任根据工作适用的各种隐私
法保护同事信息。我们公司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章，其
中包括员工数据隐私准则，以及消费者、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
伴数据隐私准则。如果您在工作中获得有关同事的任何个人信
息，请格外小心，确保根据员工数据隐私准则安全地存储此类
信息。仅在履行您的工作职责需要时才使用此类数据。此外，在
以电子方式或其他方式将个人信息发送到其原籍国家/地区之
外前，请向您的经理、当地合规官、主管或法务部门寻求建议。

我们对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采取相同的保
护措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消费者、供应商和业务合
作伙伴数据隐私准则。

除了个人信息外，在 JACOBS DOUWE EGBERTS 工作，我们也
会接触到公司相关的机密信息。“机密信息”通常包括所有可能
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用或泄露后可能会对公司造成危害的未
公开信息。 

为了确保我们公司的重要机密信息得到适当的保护，我们不得
向 JACOBS DOUWE EGBERTS 以外的任何人泄露这些数据，除
非经过授权或法律明确规定。我们必须避免与没有明确业务目
的需要知道的同事讨论此类信息，并且我们绝不能丢失、误放
机密信息（或包含此类信息的技术）或使这些信息无人看管。作
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切勿在他人可能会偷听的地方讨论此类
信息，例如机场航站楼、火车站、饭店和公司的公共区域。 

在 JACOBS DOUWE EGBERTS 工作期间，我们可能还会获悉尚
未公开、可能对投资者买卖 JDE Peet 或其他公司的股票或其
他证券的决定意义重大的信息。此类信息通常被称为“内幕信

 
我们保护信息并且不参与内幕交易

目录 彼此之间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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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且可能包括规模较大的收购、诉讼取得的重大进展、
财务业绩等。 

如果我们获悉内幕信息，我们就不能交易 JDE Peet 的股票
或证券。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不仅违反公司政策，也是违
法行为。

我们不得使用内幕信息来交易其他公司的股票或证券，也不
得将此类信息透露给任何人，包括家人和朋友。此外，我们还
应将此类信息严格保密，直到公开发布为止。 

有关进一步的指导或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公司秘
书：corporate.governance@jdepeets.com。

我们可以访问的一些机密信息包括“商业秘密”（使我们公司
具有竞争优势的数据）和知识产权（“IP”）。我们的 IP 是一项
特别重要的资产。为了不断创新，我们必须在整个工作过程
中全力以赴保护和维护我们的 IP。“IP”包括无形财产，例如
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权、徽标和品牌。法律保护我们享有此
类财产的权利，就像保护我们的有形财产一样。一定要注意，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公司资料、在公司上班时间、以公
司费用或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产生的所有 IP 均归 JACOBS 
DOUWE EGBERTS 所有。 

如果您对哪些内容属于机密信息有任何疑问，或者对知识产
权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所在地区的法务部门或合规官。如
果您不知道谁是您的合规官，请询问您的经理。 

 

目录 彼此之间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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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咖啡和茶叶市场的创新者，我们为卓越的产品品质感到自
豪。坚守质量和安全承诺，可以确保产品的消费者享有最佳体
验，而我们的制造、营销和分销业务合作伙伴可以对其业务充
满信心。为此，我们在整个开发和生产过程中都遵守适用的法
律和法规规定。面对不利事件，我们也会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您
对产品安全或质量控制有任何疑虑，望您立即与安全或质量协
调员联系。

保证交付高质量的产品

作为咖啡和茶叶市场的领导者，我们有责任为合乎道德的职业行
为树立高标准。我们必须准确真实地陈述产品的质量和可用性，我
们需要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对待所有业务合作伙伴。通过实施诚实
和合乎道德的销售和营销做法，并保持健康的业务关系，我们可为
其他人树立榜样。

我们要像对待业务合作伙伴一样尊重和礼待竞争对手。我们公平
对待他人，绝不寻求通过非法或不道德的手段获取有关竞争对手
的信息。我们不会为了收集竞争性数据而歪曲我们自己或我们的
公司。相反，我们通过合法和公开的渠道来收集重要的竞争信息。
如果新同事从竞争对手的组织加入我们，我们不鼓励或允许他们

公平对待他人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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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有关其前雇主的机密信息。 

此外，“竞争法”旨在维护一个自由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中，公司
可以公平和合乎道德地竞争，进而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违反这些
竞争法的一些主题包括：

• 限价
• 交换敏感和机密（商业）信息
• 围标
• 划分区域或客户
•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区别对待客户或供应商、捆绑销售产

品、利用目标回扣等）

在与业务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打交道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讨
论这些或其他反竞争主题，也不与任何业务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
出于该等目的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您参加了行业协会或有竞争对
手参加的任何其他会议，或者可能讨论了竞争主题，请咨询您当地
的法务部门，确保遵循所需的规程。如果我们甚至与竞争对手达成
了正式或非正式协议来限制交易，则相关个人和我们的公司可能
会面临严重后果。如果您发现自己参与了此类对话，请立即结束讨
论并明确表示自己无意违反竞争法，并要求记录下您将离开会议
的事实。然后，您应根据竞争法政策进行报告。 

有关如何处理竞争法认为的敏感问题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竞争
法政策》。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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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我们的市场地位并维护我们的诚信品牌，我们有
责任始终为公司谋求最高利益。这包括积极避免利益冲突
情况或披露先前存在的冲突。当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活动与
公司的利益和活动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这种
冲突不仅可能源于我们与客户和供应商等其他人的交往，
也可能源于我们与同事的关系。 

如果您认为自己存在利益冲突，或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则
应根据《大声说出政策》立即披露相关事宜。 

为公司谋求最高利益

我们努力与所有业务合作伙伴建立健康、持久的关系，毕
竟，我们之间的合作越好，我们取得的成果就越好。建立良
好业务关系的一种常见方式是交换礼品、娱乐和款待。但
是，如果在赠送或接受礼品、恩惠、娱乐或款待时没有遵循
严格的指导原则，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利益冲突，或出现利
益冲突。我们提供给第三方或从第三方接受的任何东西必
须是：

• 同一第三方每个日历年提供的价值合理、不超过 80 欧元
（或等值本地货币，但不超过零基预算政策中规定的每

日膳食上限的 200%）的物品
• 不经常
• 大方得体
• 主动提供
• 通常提供给具有相似关系的其他人的类型
• 不是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例如礼品卡
• 业务相关
• 遵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即使在提供或接受符合这些条件的礼品或提供娱乐活动
时，我们也必须始终谨记不要做任何可能造成偏见的事情。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向政府官员提供礼品、娱乐和款待。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礼品、娱乐和款待政策》。

礼品、娱乐和款待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公司和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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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公平开展业务，不受任何腐败影响。参与贿赂或
其他形式的腐败不会给我们公司带来长期利益。实际上，
提供或接受贿赂会有损 JACOBS DOUWE EGBERTS 的
诚信声誉，并给公司和我们自己带来风险。明确地说，“贿
赂”可以是任何有价之物，例如金钱、礼品、娱乐或特殊恩
惠。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禁止我们贿赂第三方，包括政府
官员。

为了遵守反贿赂和腐败法律，我们必须：

• 不向第三方（包括公务员或政府人员）行贿、提供或承
诺贿赂（诱导、奖励等）以影响业务成果

• 不提供或接受“回扣”，也不返还已付或应付的款项作
为进行业务安排的奖励

• 切勿让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代表我们行贿或提供回扣，
或蓄意允许他人这样做

• 避免支付“疏通费”或为加快政府日常行动（例如签发
许可证）而支付的款项

贿赂和腐败风险通常发生在以下几个领域：

• 与第三方签约
• 礼品、娱乐和款待
• 招聘
• 洗钱

每个领域都有明确的准则和规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遵守
这些准则和规程来防止腐败。您有责任了解这些准则和
规程并照办。违反反贿赂和腐败法的后果很严重。因此，
在未事先咨询您的经理、主管或法务部门成员之前，切勿
向公务员提供或接受任何有价之物。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反贿赂、制裁和反洗钱政策》。

开展业务时无腐败行为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公司和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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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是腐败的一种形式，是利用合法的金融和经济系统将
非法所得资金转变成看似合法的资金的过程。此过程涉及
隐藏非法所得资金的来源。

JACOBS DOUWE EGBERTS 的政策是不接受以任何形式
掩盖非法活动收益的性质、位置、来源、所有权或控制措施
或者规避报告规定的付款。除与我们签订商品或服务合同
的实体或个人以外，公司不得向任何实体或个人付款。

有关防止洗钱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反贿赂、制裁和反洗
钱政策》。 

业务开展无洗钱行为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公司和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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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客户都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产品。为了运输产品，并获得相关商品和服务来促进生产，我们应
遵守国际贸易法。这进一步体现在我们遵守工作适用的各种进出
口管制政策方面。产品、服务、技术或一条信息被运送到其他国家/
地区的个人或组织，便是“出口”。进口活动（或将我们从外部来源
购买的商品带到其他国家/地区）通常要遵守其他各种法律和法
规。如果您从事进出口活动，确保您已熟悉职务适用的法律和法
规。不同类型的贸易制裁也可能适用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
工作。这些制裁通常很复杂，并且经常发生改变。如果您不确定某
个国家/地区、实体或个人是否受到贸易制裁，请联系法务部门寻
求指导。有关进一步指导，请参阅《海关和贸易法政策》。

为了高效完成工作，我们每天都被公司委托保管许多实物资产。我
们有责任保护这些资产，包括所有设备、设施、资金和文档，并采取
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它们被盗、损坏或被滥用。

我们还必须以安全、合乎道德和合法的方式使用 JACOBS DOUWE 
EGBERTS 的计算机、数据和电信资源。我们的使用应该富有成效，
并且不防碍日常工作。我们绝不应使用公司的计算机和信息系统
发送或查看不适当、非法、色情或攻击性的声明或材料。我们在起
草电子邮件时也要小心，因为电子邮件可能会在未经我们同意的
情况下被修改和转发。有关进一步指导，请参阅《信息安全政策》。

遵守国际贸易法

保护公司资产

目目 诚实守信地对待公司和所有者

我们每天都在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联系并
分享经验。我们了解并接受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的与利益相关者
建立对话的各种机会。“社交媒体”广义上涵盖博客、微博、社交网
站、Wiki 和照片/视频共享网站、留言板和聊天室。尽管我们可使用
社交媒体，但我们应始终牢记，电子邮件是我们永久、可传输的通

成为社交媒体和网络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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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应与公众就公司事务进行沟通交流，除非这是您的职责所
在。在与公众沟通交流公司相关信息时，我们应尽力提供准确
而公允的公司账目。为此，我们应仔细控制共享信息的类型以
及分享方式。如果有媒体或财务分析师与您联系并要求提供公
司信息，则应将这些人推荐给公司公关部或您所在国家/地区
的指定发言人。除非您获得授权并拥有正确的信息，否则切勿
尝试处理公众提出的任何问题。虚假陈述或错误描述我们的公
司，即使是无意为之，也会影响我们的诚信品牌和声誉，我们应
竭尽所能避免这一损害。 

通过媒体方式进行通信时我
们会保护自己的声誉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公司和所有者

信记录，因此它们会极大地影响公司的声誉，我们无论如何都
不能损害公司声誉。除非获得特别授权，否则我们绝不能给人
留下通过社交媒体代表公司发言或行事的印象。当以个人身份
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绝不能披露有关公司、客户、业务合作伙
伴或同事的机密信息。获授权代表公司发言时，我们必须遵守
现有的公关政策。 

我们在从事所有工作时都重视诚实和透明。这些价值观体现在
我们的财务账簿和记录中，使我们的所有者和公众可以了解公
司当前的市场地位和财务状况。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尽力确保账
簿和记录公正、准确和完整。我们在公司记录中提交的每条数据

（无论是人员、时间、费用还是安全记录）都必须真实、可信和全
面。记录此类信息时，我们必须遵循所有适用的会计规定和内部
控制措施。我们也有责任随时提交任何相应的合同文档。有关会
计规定的指导，请参阅《会计手册》。我们对诚实的承诺要求我们
仅从事合法和授权的业务交易。 

如果您发现任何会计或审计违规行为，或负责会计或财务报告
的个人的欺诈事件，则应根据大声说出政策报告您所知道的情
况。此外，如果您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发生了不道德或非法的行
为，则应根据大声说出政策报告可疑活动。

有关如何恰当处理和存储公司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文档管
理政策》。 

公正准确地维护账
簿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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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创新能力与我们的工作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我们
的目标是使 JACOBS DOUWE EGBERTS 成为最佳工作场
所。我们关心同事，并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健
康的工作场所。我们还坚信在整个组织内倡导人权并遵守
办事处的所有工资和工时法。我们不使用或纵容非法童工
或强迫劳动，并且不与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士开展业务。此
外，我们希望供应商在为 JACOBS DOUWE EGBERTS 工
作时坚持同样的标准。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明确规定
了这一期望。

我们是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我们在祖国充满激情地工作。我们坚信通过慈善捐赠和志
愿工作回馈当地社区，可使我们生活、工作和实现创新的
地方变得强大和具有凝聚力。JACOBS DOUWE EGBERTS 
支持同事个人的活动和贡献，但从不作任何要求或规定。 

根据我们的《礼品、娱乐和款待政策》中的“慈善捐款”部
分，应总经理的要求并经执行委员会授权，公司将与少数
几家慈善机构合作，由公司承担向这些机构捐款的费用。
始终禁止有政治目的的慈善捐款。

如果您选择参与慈善事业，则通常应该在自己的时间，用
自己的金钱这样做。除非事先获得经理或主管的批准，否
则不要将公司的时间或资源用于开展个人活动。此外，永
远不要强迫同事做同样的事。有关进一步指导，请参阅我
们的《礼品、娱乐和款待政策》中的“慈善捐款政策”部分。

我们支持当地社区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全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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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负责任的领导者，关注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
愿意采取措施减少影响。为此，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可
持续发展做法，努力做到符合或超出环境法律法规的规
定。我们力求节约资源，尽量减少浪费，有效利用水资源、
能源和原材料。我们也要求供应商达到类似的环保标准。
如果您对工作适用的环境法有任何疑问，或怀疑 JACOBS 
DOUWE EGBERTS 的措施或现状违反此类法律，您有责任
根据大声说出政策报告此事。

支持环保

目录 诚实守信地对待全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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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提出疑虑或寻求其他信息时，有许多方案可供选择。

警报热线 24/7 全天候向全球所有同事提供，可帮助回答
您有关业务行为问题和合规相关事宜的问题。您还可以向 
JACOBS DOUWE EGBERTS 建议可能需要调查或管理层
注意的情况。 

警报热线承诺对您的问题和身份保密。如果您愿意，可以
匿名联系热线。您的信息只会与需要了解的人共享，例如
参与回答您的问题或调查和纠正您提出的问题的人员。 

资源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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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接入码 免费电话/LCR

澳大利亚 61283113030

奥地利  0800 281700

白俄罗斯 882000 730028

比利时 003224010546

巴西 52262 0800 761 4120

保加利亚 00800 110 44 74

中国 52262 4001 204952

捷克共和国 +420228885126

丹麦 4536927633

法国 52262 33170770423

格鲁吉亚 +995706777955

德国 52262 0800 180 4007

希腊 +302111984823

匈牙利 06800 14863

爱尔兰 0035316950742

意大利 00390687503657

哈萨克斯坦 87172696063

拉脱维亚 +37166164320

立陶宛 +37052140795

马来西亚 52262 60392122180

墨西哥 52262 525541611449

摩洛哥 212520485043

荷兰 0031207036452

新西兰 +6498874609

警报热线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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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52262 2193 9710

波兰 +48128812711

葡萄牙 800 880 374

罗马尼亚 08008 94440

俄罗斯 52262 +74993504513

新加坡 52262 6531631423

斯洛伐克 421233056807

南非 0800 990520

西班牙 4938004964

瑞典 46850336415

瑞士 0225801730

泰国 027873679

土耳其  902129001615

英国 0800 374199

乌克兰 52262 +44 1249 661808

美国 1877 533 5310

赞比亚 +44 1249 661808

如果您的国家/地区未在上面列出，请致电：

+44 1249 661808  

或拨打以下任一免费电话号码：

http://www.expolink.co.uk/whistleblowing-hotline/PDF/
International-Freephone-listing.pdf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随时与我们联系：
 
报告工具：https://wrs.expolink.co.uk/JDE 
电子邮件：Ethics.compliance@JDEcoffee.com 
公司网址：www.jacobsdouweegberts.com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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