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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lkem, 我们相信诚信是一种竞争优势。为了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在
我们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都正直不阿。当我们面临道德上的挑战时，我们
会去参照培训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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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鼓励开放文化的原因。如果我们的组织内部或与外部合作伙
伴的合作运营中发生了不当行为，我们希望了解相关情况。对不当行为
的了解使我们能够制止它、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为将来实施纠正措施。

1.8

通知举报的主体对象

13

举报那些达不到我们的高标准的情况就是在帮助 Elkem. 您尽可安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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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同时我们也知道 Elkem 本来就面临各种风险。我们是一个全球组织，复
杂的运营机构遍布全球，与多个客户和业务伙伴合作，并且我们不断致
力于发展壮大，包括在新兴经济体方面。

Knowing about misconduct enables
us to put a stop to it,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implement corrective
measures for the future.
举报。我们对针对举报问题者的打击报复零容忍。
您的举报行为会受到保护，这一点尽可放心。

Michael Koenig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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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举报政策？ ?

1.2

您为何应该举报？

1.4

举报政策规定了如何举报涉嫌违反 Elkem 行为准则的行为，以及这些举
报会得到怎样的处理。

应该举报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您看到或听到任何可能违反法律或我们的行为准则的情况，请进行
举报。如果您不确定某种情况是否违反法律或行为准则，请自问以下问
题并采取相应行动:

Elkem 致力于正道经商。我们想知道发生的那些不符合我们的行为准则
的情况。
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您是那些在“战壕”里感受到公司脉动
的人。我们依赖您将不对劲的情况通知我们。
当员工和利益相关方进行举报时，每个人都会受益。举报不当行为有助
于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您可以自由地讨论道德问题。当您举报了不
当行为，Elkem 才能够采取行动、做出改进并最终以负责任的方式经营
业务。

1.3

不确
定

举报政策适用于谁?

我们欢迎所有员工和董事会成员来提出他们的担忧。我们还邀请其他利
益相关方（如代理商、供应商或经销商）在发现违法或不道德行为时通
知我们。举报政策适用于 Elkem 开展业务的所有司法管辖区。

它是否合法？

否

<

是

获得建议

不确
定

它是否与道德手册一致？

否

举报！

<

是

回答：可以，您了解到违反法律或违反我们的道德规范的情况时就应
该进行举报。虽然您不是 Elkem 的员工，但 Elkem 还是想了解相关情
况。记得只进行善意的举报。切勿举报您明知不实的问题。

不确
定

可以泄露给媒体吗？

否

是

<

提问：有一位 Elkem 员工找我，他建议订立一个回扣协议，作为选择我
公司作为首选供应商的回报。当然，我拒绝了这个请求，但现在我不知
道该怎么办。由于我不是 Elkem 的员工，我可以举报这种情况吗？

提问：我是 Elkem 的一名顾问。我最近了解到一种行为，Elkem 员工
与主要竞争对手会面，分享价格信息。这项举报政策适用于我吗？
回答：是的，该政策适用于所有遇到违反法律或 Elkem 行为准则的人，
包括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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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举报的问题示例包括：

•
•
•
•
•
•
•
•
•

•
•
•
•

贿赂或腐败
欺诈、贪污或其他经
济犯罪
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
与受制裁方进行贸易
伪造财务记录

•

反竞争行为（价格分
享、滥用支配地位）
内幕交易或分享内幕
信息
非法披露机密信息
侵犯隐私（滥用个人
数据）

•
•
•
•
•

健康和工作违规行为
欺凌和骚扰
性骚扰
以种族、宗教、性取
向等为由实施歧视

•
•

•
•

严重违反我们的价值
观或行为准则
利益冲突
过度的礼品、娱乐或
招待

侵犯人权
侵犯原住民权利
污染或其他环境问题
健康和工作违规行为
使用非法来源的原材
料

欺诈性地操纵我们的
生产流程
我们产品质量上的严
重问题

•

问题：我的同事负责监督 Elkem 的原材料采购。采购量的很大一部分来
自他儿子拥有的一家公司。我的同事还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我不
认为这种设定是违法的，但我不确定 Elkem 是否在从这家供应商采购
时得到了最优惠的价格。在我看来，从这家供应商采购原材料，我的同
事会从中获利，这可能不符合 Elkem 的最大利益。我是否可以举报这
一担忧？
回答：是的，您应该举报这一担忧。这显然构成了利益冲突（买方可能
有意以高价采购，因为这对他的儿子和他自己有益，而 Elkem 则有意按
市价采购）。这可能并不违法，但违反了我们的行为准则。
问题：我对经理这个季度给我的评估不满意。考虑到我付出的辛劳，我
真的认为这不公平。我是否应该通过“举报”渠道举报这种情况？
回答：否，这不属于违反法律或违反 Elkem 行为准则。这属于个人问
题，您应与您的经理或人力资源部进行讨论。
问题：我觉得我的经理在耍我。他在会议上不理我，专横地让我退出项
目，还在同事面前训斥我。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我觉得自己受
到了骚扰和欺凌。我是否应该通过“举报”渠道举报这种情况？
回答：欺凌和骚扰可能构成违法行为。这不仅仅是您个人对经理的不
满。您应该首先尝试与管理层或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联系人讨论这种情
况，但如果您觉得这样做不自在，或者您觉得这样做没有帮助，在万不
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举报”渠道。
问题：我观察到有未成年人在一家 Elkem 供应商经营的矿山工作。我很
担心这种情况，但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向 Elkem 举报。毕竟，违反工作规
章的不是 Elkem，而是我们的供应商。
回答：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遵守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包括我们对人权
的立场。这是一个与 Elkem 有关的问题，您应该举报。

我们鼓励您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包括描述您所观察到的情况、您担忧
的原因、姓名、日期、地点和证人。您提供的信息越多，越便于我们评
估您的担忧。
但是，如果您有与您的就业条件、绩效评估或类似问题相关的个人申
诉，那么“举报”程序不是适当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请与您的经理或
人力资源部讨论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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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的经理或您经理的经
理交谈

If you report through
the Speak Up
channel, you will
remain anonymous
unless you choose to
reveal your identity.

如果您觉得这样做不自在

问题：我怀疑我的上司贿赂了一位政府公职人员以获得建筑许可证。我
担心，如果我和他或他的上级讨论这个问题，我的工作就不保了。我该
怎么办？
回答：我们鼓励您先尝试与直线管理层解决任何问题。您也可以向人力
资源部或合规部举报您的问题。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您觉得这样做不自
在，则可以通过“举报”渠道直接举报问题。

...

与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联
系人或当地合规倡导者交
谈

问题：我最近参加了 Elkem 的一个投标。我得知我的三个竞争对手串通
进行钻塔竞标。我怎么能让 Elkem 了解这一情况？
回答：外部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 Elkem 网页访问“举报”渠道。如果您有
关于 Elkem 的问题，请通过“举报”渠道告诉我们。

如果您觉得这样做不自在，
并且希望保持匿名...

1.5

如何举报问题?

1.6

我们鼓励您向您的经理或管理团队的任何成员举报任何此类问题。
如果您觉得与管理层交谈不自在，请与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联系人或当
地的合规倡导者交谈。
如果您觉得这样做不自在，或者觉得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请使用“举
报”渠道举报您的问题。
“举报”渠道可实现保密和匿名举报。您可以用您的母语通过书面消息或
语音信箱留言。任何后续沟通都将使用您的母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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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报问题时会发生什么?

Elkem 致力于确保所有涉嫌不当行为的举报都得到有效、专业且符合我
们价值观的处理。

通过全天 24 小时开通的“
举报”报告您的问题并与
Elkem 合规部进行沟通。

依据本政策进行的所有举报都将由公司合规部处理。管理层、人力资源
部和合规部倡导者将把向他们提交的所有举报转给公司合规部进行跟
进。
如果您是通过“举报”渠道进行举报，除非您选择公开身份，否则您将始
终匿名。“举报”渠道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 People Intouch 运营，公司合
规部同样不了解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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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matters will be
handled seriously,
confidentially and
within reasonable
time.

举报后，您将收到一个唯一的案件编号（登录名），您可以使用它来跟
进您的问题，或稍后提供任何额外信息。请在一周内返回系统，查看您
的案件有何进展。
收到举报后，公司合规部将把每份举报分配给相应的个人进行审查，并
在必要时进行调查。有关举报的信息将严格作为“须知信息”进行分享，
以便进行和完成审查和/或调查。
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合规部可能不会调查举报。如果举报包含的信息不
足以启动调查，而且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举
报明显是出于恶意，也属于这种情况。
公司合规部将调查结果提交给管理层进行审查。管理层将负责根据调查
结果采取补救措施。
公司合规部将向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提供季度案件报告。

问题：我通过“举报”渠道留下了一份匿名举报。如果我没有留下自己的
名字或任何联系方式，该怎么了解案件的结果？
回答：当您登录该(系统) 时，将收到一个个人登录代码。要查看办案进
度，您必须使用自己的个人代码登录。您收到消息时不会得到提醒。这
是为了保护您的隐私和信息的机密性。
问题：我怀疑我们的一家供应商使用非法采伐木材，并针对这一情况进
行了举报。会对此采取行动吗？
回答：一切事宜都将在合理的时间内严肃、机密地接受处理。公司合规
部将对收到的信息进行评估，并确定适当的行动方案。这可能意味着
进一步调查问题、将问题上报给公司管理层和/或实施纠正措施。 请注
意，如果信息不足以启动调查，将不对您的举报予以调查。
问题：我不想在调查我举报的情况时暴露身份或参与其中。因此，我希
望保持匿名状态。为避免暴露身份，我提交了一份很笼统的举报，几乎
没有涉及人员和地点的信息。我能指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吗？
回答：您可以始终选择保持匿名状态，并在举报中按自己的意愿提供较
多或较少信息。但要知道，如果您提供明确的信息，改变形势的可能性
会更大。另外，您也可以选择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更积极地参与调查。
您的举报仍将做保密处理，并且被指控者自始至终不会了解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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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Your identity will not
be revealed.

善意

务必善意地进行举报。这意味着您不应该举报自己明知不实的情况。请
仅在您诚实地认为发生了违规情况时进行举报。如果您蓄意提出恶意或
不实指控，这将被视为违反我们行为准则的行为。

If you report on
something you
honestly believe has
taken place, you are in
good faith.

问题：我怀疑我的同事一直在和竞争对手分享价格信息。我没有确凿的
证据，但我确实听到他和另一位同事讨论过此事。如果我举报此事，结
果发现我的怀疑缺乏根据，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
回答：如果您举报的是自己诚实地认为已经发生的情况，就是出于善
意。任何支持您所声称的情况的文件都能有所帮助，但并不要求您提供
证据。即使您的怀疑有误，也仍会认为您是出于善意。
问题：我和我的同事真的合不来。她不愿配合，拖慢了我们正在处理的
项目进度。如果我提交一份举报，说她收了项目供应商的回扣，会怎么
样？即使并不属实，她也会惹上麻烦，而我却能逍遥法外。对吧？

1.8

通知举报的主体对象

除非会严重妨碍调查或者出于其他正当理由而推迟通知，否则将把潜在
调查及时通知您的举报的主体对象。调查的主体对象将有机会应对向其
提出的任何指控，并陈述他们眼中的事实。
您的身份不会被透露给主体对象，事实会以保护您身份的方式呈现给主
体对象。但我们无法保证主体对象不会根据向其提出的指控得出自己的
结论。

问题：我的投诉针对我的上司，他曾两次对我有性企图。我想保持匿
名。您能保证我的身份不被泄露吗？
回答：在调查中，必须给予受指控者应对向其提出的指控的机会。您的
上司将收到指控，并有机会从自身角度讲述事件。负责调查的人不会透
露您的身份，他们会尽最大努力用不表明您身份的方式改述事件。但无
法保证主体对象不会根据向其呈现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任何情况
下，调查人员都不会向这些人证实您就是他们怀疑的那个举报人。

回答：不是这样的。如果您恶意举报自己明知不实的情况（出于恶意举
报），这违反了 Elkem 的行为准则，您可能会面临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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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您会受到保护

您不应该害怕举报。Elkem 不接受针对举报者的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
这意味着您举报时会受到保护，免受任何类型的骚扰、欺凌、降职或其
他类型的不利待遇。
一旦发生了打击报复，请立即向您的直线经理或其他支持职能部门（人
力资源部、合规部或法务部）报告。我们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行为。打
击报复者将遭受纪律处分。

1.10

隐私

Elkem 将对根据本政策收到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报信者和举报主体
对象的隐私都将受到保护。将严格按照“须知信息”进行信息分享。如果
利用“举报热线”进行举报，服务提供商的工作人员和/或翻译将接触到信
息，但仅是作为“须知信息”进行接触。
Elkem 根据 Elkem 的隐私政策处理数据。

1.11

如何找到本地合规倡导者

Elkem 为整个组织的每个生产部门、业务部门和销售办公室都指定了一
名合规倡导者。请随时与您当地的合规倡导者讨论任何道德问题。您也
可以直接向您的合规倡导者提交举报，后者会把举报转发给公司合规部
进行后续跟进。

Elkem does not accept
any form of retaliation.

请参阅内联网上的道德与合规网站，以确定您所在机构的合规倡导者。

1.12

如何联系公司合规部

1.13

如何找到举报渠道

您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箱直接联系公司合规部：
compliance@elkem.com。公司合规部在挪威总部外运营。

可通过内联网上的道德与合规网站以及我们网页上的道德与合规网站访
问“举报”渠道。

https://intranet.elkem.com/en/services/global/ethics-and-compliance/

问题：我的上司正在骚扰和欺凌我们部门的几个员工，包括我自己。我
向人力资源部举报了这个问题。我的经理怀疑是我进行了举报，因为
我以前就说过这件事。 一周前，她让我退出一个我做了很长时间的项
目。如果说举报有什么效果，那就是欺凌加剧了。我该怎么办？
回答：Elkem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如果您觉得自己因举报问题
而受到处罚，请立即通知人力资源部、法务部或合规部。我们将采取行
动保护您，并会考虑对作恶者进行纪律处分。

14

15

www.elkem.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