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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按照我们的五项全球承诺，Modine 制造公司（“Modine”）希望我们所有董事、雇员和
Modine 的任何其他关联方或代表 Modine 开展业务的任何其他人，包括我们的子公司和关联
公司在内，都能持续遵守最高级别的道德和职业操守标准。
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Modine 必须遵守我们开展业务所在各国的反腐败法律。 遵守此等反
腐败法律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
Modine 必须遵守的这些法律包括《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和 2010 年《英国贿
赂法》（“贿赂法”）。 根据业务情况，此等法律和其他规定皆适用于 Modine 在全球范围
内的各种活动，尽管事实上可能某项法律是一个国家制定的，而经营活动却发生在另一个国
家中。
本政策的目的是围绕 Modine 对遵守 FCPA、贿赂法和/或任何其他反腐败法（统称为“各
法”）的期望值，提供明确指示。
违反各法会导致：
 向 Modine、我们董事、高级职员和雇员处以大笔罚金；
 对此类行为的行为人实施监禁；和
 给 Modine 的声誉以及业务经营能力造成巨大损害。

II.

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 Modine 所有各方，并从广义上来说，还适用于 Modine 或 Modine 第三方与其
他非关联第三方之间进行的交易活动，非关联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政府组织中的外国“官
员”或代表

III.

政策声明
我们所有业务交易只能以良好的商业决定和公平交易为基础，这是 Modine 的一项政策。 因
此，我们全体董事和雇员（统称为“Modine 各方”）以及我们的分销商、代理人、代表、
顾问、合资伙伴和代表 Modine、我们子公司和/或关联公司的任何其他第三方（统称为
“Modine 第三方”）必须持续遵守最高级别的道德和职业操守标准，包括全面遵守各法的
要求。 Modine 的每一方和 Modine 第三方都有义务遵守各法，还有义务立即汇报任何疑似
的违规行为。
Modine 各方和 Modine 第三方应遵守由 Modine 制定的、旨在促进持续遵守本政策的各项程
序。 Modine 各方应避免与 Modine 第三方中当前未遵守或可能不会遵守本政策和/或
Modine 各项程序的人员，或当前未表明或可能不会表明有意遵守本政策和/或 Modine 各项
程序的人员，开展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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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交易

考虑到背景环境，通常 FCPA 会禁止公司和公司代表为了获得或持续获得业务而向外国政府
（即非美国政府）和准政府官员们，提供任何有价物品。
贿赂法规定的范围更广，严禁任何人为了从受贿人处获得互惠不当得利，擅自提供、许诺或
给予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 与 FCPA 不同，受贿人无需具备外国官员身份。 无论是直
接提供、许诺或给予好处还是通过第三方提供、许诺或给予好处，本质上毫无区别。 另
外，贿赂法还规定，为向行贿人提供互惠好处而索取、同意接受或接受好处，一律都属违法
行为。 无论任何当事方是明知还是自认为实施此类行为或活动并不正当，本质上毫无区别
可言。
在本政策中“好处”包括但不限于礼品、任何种类的支付款、娱乐和旅行
贿赂法中包括一项行贿外国官员的独立罪行，并严禁向此等人员提供、许诺或给予好处。
就 Modine 的任何商业活动而言，Modine 禁止 Modine 所有各方和 Modine 任何第三方
1. 为了从受贿人处获得不当得利，提供、许诺或给予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 这包

括政府官员和非政府官员。 另外还禁止直接或通过第三方提供、许诺或给予各种好
处；
2. 为了向行贿人提供互惠利益，索取、同意接收或接受好处。 无论是直接索贿还是通
过第三方索贿，无论任何当事方是明知还是自认为实施此类行为或活动并不正当，本
质上毫无区别可言，和/或
3. 为了加快常规政府职能而支付任何款项（即所谓的“疏通费”或“通融费”）。 如
果无视此项禁止规定仍然支付此类款项，则疏通费或通融费的付款人应立即向他们的
直线经理汇报。 直线经理要立即将此类款项告知下列人员：
a. 会计部相关经理，并要求会计部经理将此笔款项记录为“疏通费”；和
b. Modine 商业道德委员会，提供一份包括下列内容在内的报告：
i. 此类付款的发生背景（发生日期、时间、国家、办事处）
ii. 互动过程中涉及到哪些人
iii. 是否在胁迫情况下付款，以及付款的性质
iv. 为企图付款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v. 已付总额
vi. 付款是在何时被汇报给何人的
B. 关于当地习惯/传统的免责条款
由于Modine的业务遍布全球，所以根据当地习惯或传统，可能会需要交换一些有一
定面值的礼品。 遵守此等当地习惯可以不受上述禁止规定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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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等礼品的给予或接受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显而易见，给予或接受的唯一意
图是为了遵守当地习惯，而非提供或获得某项互惠不当得利。 如果向政府雇员或政
府机构雇员赠送礼品，此等礼品的性质必须明确，不得用来影响该官员或该雇员执行
自身政府职务或工作职务，也不得用于获得或保留业务，或获取商业利益等目的。
多件具有一定票面价值的礼品（无论是提供的还是接收的礼品）都违反了本政策规
定。
就像所有其他推销支出一样，Modine各方或Modine第三方提供的具有一定票面价值
的礼品，必须作为一项支出来记录（请见下列第III (C) 部分）。
如果您对是否适用当地习惯/传统之免责条款存有疑问，请在接受或给予此等礼品之前，向法
务部咨询。
备案/核算要求

C.

Modine 要求其账簿和记录都能获得合理详细的保存，并准确公平地反映出 Modine 的所有交
易情况。 因此，应当：





按照管理层的授权来执行所有交易。
所有交易的记录方式都要能允许根据适用标准来编写财务报表。
所有交易都能捕捉到资产进出 Modine 的动态信息
按合理时间间隔对所有交易进行审查。

上述声明无意取代 Modine 现行会计原则。
潜在的“红色旗帜”

D.

Modine 希望 Modine 各方和 Modine 第三方时刻警惕“红色旗帜”的出现，因为“红色旗
帜”可能代表交易有问题。 此等红色旗帜可能包括：









财务安排的异常支付，例如：
o 向一个编号（即身份被隐藏）的银行账户付款
o 向 Modine 第三方所在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业务开展所在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中
的账户付款。
o 用现金付款。
佣金过高，存在异常
正在进行付款交易的所在国曾有腐败记录。
代理人或顾问声誉不可靠
Modine 第三方拒绝配合 Modine 共同保证 Modine 第三方会履行合规义务。
会计记录缺乏各项开支的透明度
发票金额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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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ne 第三方和某名政府官员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Modine 某位现任或拟定的第三方明显缺少实施被期望/被请求提供服务的资质或资
源，因此针对 Modine 为什么能继续与该现任或拟定的 Modine 第三方保持或达成某种
关系，提出合理质疑。
政府或官员强烈“建议”Modine 与某个特定的 Modine 第三方合作。
请求在进行交易之前或当时，向慈善组织捐款。

合规责任
所有员工均有义务支持该政策中所包含的原则，并与其他同事合作确保公司持续符合法规。
管理人员应以身作则支持这些原则，也有责任监督自身责任范围内对本政策的遵守情况。一
旦发现违反本政策，相关员工将受到与违规行为相对应的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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