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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与热情
我们的员工行为准则

各位同事：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已阐明我们的身份、工作方式以及愿景。指导方针的核心是 “我们是谁”，意指我们矢志抓
成果，工作中秉承诚信和热情理念。 “我们的工作方式” 助我们实现 2025 宏图。

我们的员工行为准则昭示所有人，诚信与我们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我们全球经营，背负决策之重任，一举一动
关乎自身声誉、彼此关系，以及广大客户、业务伙伴和公众的利益。本员工行为准则是公司内外部行动及行为
指南。我们遵纪守法，BI自身的道德准则是其业务经营的圭臬。

我们（即董事会）矢志遵纪守法，恪守道德准绳，也要求大家亲力亲为。

Hubertus v. Baumbach

Jean Scheftsik de Szolnok

Carinne Brouillon

Michael Schmelmer

Michel Pai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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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发突破性疗法和保健解决方案，填补医疗空缺

我们打造最强创新、最优品质，来提升自身竞争力 

我们坚信，合作乃企业走向辉煌，永葆活力的关键

我们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价值

我们营造多样化、协作性和开放的环境，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我们主抓成果，工作中秉承诚信和热情

我们彼此尊重、信任、谅解，我们共同成长

人才是我们进步的驱动力

我们的使命是改善人类和动物健康，从而造福人类

我们心系大众，善待资源

我们着眼长远规划，重视长期绩效

我们独立经营，由家族掌管，这一点亘古不变

指导原则的核心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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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责任主体

虽然法律、政策和程序因国家或地区而异，但 Boehringer Ingelheim 的道德准则始终如一。

BI 所有员工须遵守本准则，以及适用于各地区和岗位的政策、程序和法律。我们还须确保代表公司
行事的第三方（如顾问、合同工、代理等）了解并遵守本员工行为准则和适用政策、程序和法律。

众人拾柴火焰高

BI 秉持诚信和热情，全力以赴，为协助践行该承诺，我们以员工行为准则为基础， 制定 “道德与合规
项目”。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应对某种情况，建议首先咨询您的上级，但如果您不方便或无法这样做，则 “道
德与合规项目” 可为您提供相关信息、培训和举报渠道链接等。详情请见：

• 全球道德与合规网站 • 举报门户网站
• 道德与合规政策 • 举报政策

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

您有时可能会发现某种行动或行为已经或可被视为与我们的承诺不符，例如不道德行为、品行不
端、可疑行为或偏离本员工行为准则的行为。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您向有关渠道 “举报” 
或利用 “举报”门户网站报告您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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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道德准则

诚信与热情： 
商业原则 

患者安全和药物警戒 
确保产品具有正向的利益-风险平衡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会监测产品质量，确保满
足全球客户和监管机构的质量和安全要求。

我的承诺 
以身作则，遵守全球药物警戒法规，并向我所在地患者安全和药物警戒部门报告
所有不良事件和药物警戒信息。 

更多信息 
• 患者安全和药物警戒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01

质量
我们视质量（包括所有合规要求）为研究、开发和向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产品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我的承诺 
以身作则，提品质、促合规，将其视作公司的成功要素，并向当地有关部门申报产品
投诉情况。

更多信息 
• 质量政策
• 诚信供应链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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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研究与开发 
在所有研发活动中，我们致力于保障所有参与者的权利、安全和福祉以及信息的准
确性。我们承诺遵守良好的临床试验规范。 

我的承诺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人类生物样本使用得当，善待实验动物，尽责遵循动物管理及
使用规范。

更多信息 
• 动物福祉政策
• 人类生物样本和相关数据政策
• 赫尔辛基宣言
• 适用的本地标准

04 与外部机构和人员的互动交流
我们提供有关产品的准确、清楚且平衡的信息，不从事有损客户或利益相关方的利
益，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我们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业务守则所规定的透
明度和披露标准。

我的承诺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与客户和利益相关方开展业务，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惯例。

更多信息 
• 全球与外部机构和人员互动交流政策
• IFPMA 业务守则
• 适用的本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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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社交媒体和公共关系 
BI坚持致力于守诚信、塑信任。媒体代表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方依靠并期待我们信
守承诺，提供一致、准确且负责任的信息。 

我的承诺 
我会将新闻记者和其他外部人员的请求直接转交给当地负责对外传播的公司代
表，并且我知道需要遵守所有社交媒体指南。 

更多信息 
• 社交媒体指南
• 适用的本地标准

06 防止贿赂和腐败 
我们不承诺、提供、支付、索要或接受可能会对业务运营的决策或行动产生不当影
响的任何有价物品或利益。

我的承诺 
避免参加一切通过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产生或被视为不当影响的活动。

更多信息
• 反贿赂/反腐败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07 采购和供应商关系
我们知道，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在我们的成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仅与我们精心
挑选且与我们共同致力于质量、服务、可持续性、多样性和商业道德行为的合作伙
伴开展业务、签署合同。

我的承诺
开展尽职调查，以确保我仅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谈业务。同时确保与合作伙伴签
署适当的合同。

更多信息 
• 供应商行为规范
• 采购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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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反垄断与公平竞争 
虽然我们希望能一展抱负，但会以诚实公平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并遵守反垄断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我的承诺
避免参与导致或误会与竞争对手串通，或阻碍公平竞争的活动。

更多信息 
• 反垄断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09 出口管制与贸易
我们遵守适用的出口管制和贸易条例，支持旨在促进和平、稳定和人权的努力（包括
联合国的条例）。

我的承诺
确保依据现行出口管制和贸易条例，仔细审查每项物品（货物、软件、技术和相关服
务）的交付情况，并确保履行所有由此产生的义务。

更多信息 
• 出口管制与贸易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10 内幕交易
我们致力于确保全球金融市场的公平运作，并禁止员工分享股票上市的商业合作伙
伴的内部内幕信息，亦禁止员工从事内幕信息交易或分享可能会对投资决策产生不
当影响的 “内部情报” 。

我的承诺
当涉及到股票上市的商业合作伙伴的重要信息时，我会保持谨慎，不会向既定项目
团队以外的任何人披露此类内幕信息，亦不会从事内幕交易或提供内幕信息的情
报。

更多信息 
• 内幕交易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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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平待遇、反歧视和包容 
我们时刻相互尊重、公平待人，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我们尊重并重
视员工的不同个体特征、不同观点和独特背景。我们坚守全球各地的人权和国际劳
工标准。

我的承诺
尊重同事间的差异，既不实施也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歧视、骚扰、职场侵犯或性别不
平等。

更多信息 
• 联合国全球契约
• 适用的本地标准

12 利益冲突 
我们确保决策和商业判断客观，且无不当个人利益，在此基础上开展业务。

我的承诺
时刻以公司利益为重，避免个人利益与 BI 利益之间存在或可能存在冲突的情况。

更多信息 
• 反贿赂/反腐败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诚信与热情：
工作场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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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保护
我们尊重员工、患者、医生和其他数据主体的隐私权。我们仅依据特定的业务需求
处理个人信息，并严格遵循相关法律和法规。

我的承诺
我以合法、公平、透明的方式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确保其隐私得到保护。

更多信息 
• 适用的本地标准

14 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信息
信息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之一， 我们会小心保护和管理信息。 我们保守秘密， 并
获取、执行和捍卫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的承诺
我不会披露 BI 或其合作伙伴的机密信息，在公共场所处理公司信息时小心谨慎，并
适当采取保护措施。 采用适当的方式使用、管理、保护和保留公司记录。

更多信息
• 信息管理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尊重环境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企业活动中保护员工、设施和环境免受有害影响，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并提升环保意识。我们会选择与我们共享此承诺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
作伙伴。

我的承诺
我始终致力于维护良好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如果在工作场所遭遇或面临安全或环
境威胁，我会向相关职能部门报告。

更多信息 
• 环境、健康、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15



10

16 政治活动
我们尊重并支持个人利用自身资源和业余时间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我的承诺
我不会代表 BI 参加支持政党或候选人活动，亦不会代表 BI 进行政治捐赠。在个人
参与政治活动时，避免让人产生我在代表公司行事或发言的印象。

17 人权
我们承诺尊重人权，并为实现人权做出贡献。我们持续加深对人权的了解，并不断
评估我们业务活动对人权的影响，包括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可能为此做出的贡
献。如有需要，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包括发挥我们在业务关系中的影响
力。

我的承诺
一旦我知晓，任何因我们的业务活动造成或与之相关的对人权的潜在影响，我将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补救措施，同时向相关部门或通过合规举报热线(Speak Up 
Portal)进行报告。

更多信息 
• 人权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18 违规事件举报
我们认真对待所有对潜在违规事件的举报，在必要时实施客观、彻底、及时的调查
工作。禁止对善意举报人的任何打击报复行为。对潜在违规事件的举报能够帮助BI
及时恰当地发现问题并采取行动。

我的承诺
我可以通过BI现有的任一举报途经报告潜在违规事件，例如不遵守法律法规、本员
工行为准则、公司政策或流程的事件。如果接收到举报，我会聆听和接收信息，严格
保密，强调禁止报复，并转至恰当的举报途经进行后续处理。我有责任配合进行内
部调查。

更多信息 
• 在公司内网中输入 “speakup”
• 违规事件举报政策
• 适用的本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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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问，则问自己: 
相关文件无法涵盖您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或适用于您和您职位的每项政策。文件无法取代良好的判
断力。

您有时可能无法决策，或者无法立即理解或弄清某些问题。如果遇到此类情形，请在决定或行动前，
参考道德与合规规定, 询问自己以下问题：

如有疑问，则问自己:
• 是否合法？
• 是否符合本员工行为准则和公司政策？
• 是否介意公之于众？
• 是否感觉正确？

如果您对以上问题都能如实回答 “是”， 那么您不需要疑虑。

如果您对任何一个问题回答 “否”，或者无法确定，请咨询您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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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得相关政策和流程的全文，请访问 全球合规主页

https://mybi17.eu.boehringer.com/sites/mybi/company/GlobalCompliance/Pages/GlobalCompliance.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