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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杜邦认为供应商是帮助我们企业成功的合作伙伴。
可持续的成功也要求我们对可持续性的承诺嵌入到
我们的供应链中。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
工具就是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该准则适用于杜
邦全球各地的供应商。 就像杜邦的员工行为准则一
样，它是建立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的。 
 
杜邦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安全与健康，尊重他人
与平等待人，遵守最高的职业操守以及保护地球，
这是我们定位的基石，也是杜邦公司所坚持的立
场。 它们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和地球的坚定承诺，并
展示在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上。 这些价值观是永恒
的，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石，并有助于为我们对可
持续性，社区影响，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我们其他
运营方式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和坚定承诺奠定基础。 
它们也是我们对供应商的期望。 
  

我们的价值观为
我们做出的每一
个决定，所采取
的每一个行动提
供了方向，我们
努力朝着通过发
现和交付重要的
成果来实现通过
必不可少的创新
推动世界蓬勃发
展的目标。 

https://www.dupont.com/about/our-val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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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供应商行为准则文档旨在概述杜邦关注的关键领域并展示我们的期望。 请访问我们的立
场声明，以了解有关我们在供应链透明度，产品安全，人权，生物伦理学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立场的更多信息。 
 
 

安全与健康 
 
杜邦致力于我们的员工，承包商，客户还有我们所在工作的社区的人们的安全与健康。同
样，我们期望杜邦的供应商能够遵守所有的法律和法规，为其员工提供一个安全与健康的工
作场所，并将质量融入到其业务流程中。 
 
我们承诺在工作场所零伤害。请访问了解更多关于杜邦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卓越承诺。 
 
供应商应在其安全和健康程序里包括这些内容。 
 
健康，安全，环境和质量法规：供应商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健康，安全，环境和质量法规。 
必须获得，遵守并保持所有必需的许可证，证书和注册文件是有效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供应商应保护其员工免受来自化学，生物，电气和物理等方面的危害。 
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至少应包括充足的照明，适宜的温度，卫生，通风良好和安
全的饮用水。 其中规定，职工的住房必须符合国际公认的卫生，健康和安全标准。 
 
流程安全：为了所有雇员的安全及健康，如何面对危害，如何适当的使用防护装备的交流和
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供应商必须制定有效的安全程序以管理和维护其所有流程符合相关的标
准。 
 
质量和产品安全：供应商要一如既往地向杜邦提供符合其预期用途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并满
足所有适用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供应商需证明他们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价值链中的
供应商需要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体系。必须提供所有危险化学品的化学品安全说明书。如果
对产品安全有任何疑问，必须立即向杜邦公司报告。 
 
 
 

尊重他人与平等待人 
 
作为一家以目标为导向的公司，我们通过必不可少的创新推动世界蓬勃发展。我们也致力促
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 我们会以有专业，尊严和尊重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员工及所有合作伙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html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html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safety-health-and-environment-commi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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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营造一种大家可以做贡献，创新和脱颖而出的氛围。 我们期望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供
应商和承包商能坚持同样的标准。 
 
人权：自 2001 年，我们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并承诺无论我们在哪里经营，都会致
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作为杜邦政策的一部分，在杜邦全球的运营设施中，包括由供应商参
与的经营活动中，不允许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奴役及贩卖人口。一旦被杜邦公司发现违反
这些原则而且拒不纠正的，我们将终止业务关系。请访问了解更多关于杜邦对人权的声明。 
 
 
禁止雇佣童工和强迫劳工及公平待遇：我们不允许剥削儿童，让他们从事不能接受的有害工
作，以及拐卖，体罚，骚扰，虐待，或奴役。供应商不得威胁和体罚员工，也不得对员工进
行其它任何形式侮辱及骚扰，包括身体、性别、心理或语言上的。如在支付雇佣费用过程中
扣押护照，扣缴工资或个人财产，强迫加班等都是不能接受的。请访问了解更多杜邦对童工
和强迫劳工的立场。 
 
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我们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 解决公平
与平等需要持续的努力，我们已经与其他组织展开合作来共同解决种族主义，消除偏见和扫
除平等障碍。 仅仅在公司内部来宣导包容性，影响力是有限的， 我们在认真思考如何通过
我们努力开展的业务来发挥对我们的行业和社区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 
 
杜邦的政策是，我们开展的
业务应在其供应链中包括并
支持高性能的，小型和多样
化的供应商，这是我们全球
承诺的一部分。确保我们的
供应链基础体现在我们的客
户，员工以及我们生活和工
作的社区是一项关键的业务
战略。 请访问了解更多杜
邦有关供应商多样性的信
息。 
 
 
 
我们期望我们的供应商拒绝任何形式的歧视，例如与种族，宗教信仰，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有
关的歧视，并同样致力于为起所有员工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我们强烈鼓励供应商持续
努力扩展与小型企业，少数族裔和妇女拥有的企业以及其他多元化组织展开合作。 
 
结社自由与工作时间，工资和福利：供应商应允许其雇员的结社自由，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是
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按适用的法律进行补偿。根据完成的工作给员工支付公平的工资，有

“ 
“在杜邦，与我们所在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中的小型和多元化企业
合作不仅仅是书面的企业责任：多元化和包容性是我们文化的
核心。 我们认为，声音和思想越多样化，创造和创新的机会就
越多。 我们重视与供应商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认可它们在协
助我们实现旨在通过必要的创新推动世界蓬勃发展的宗旨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为我们拥有与代表全球员工和客户群的供
应商合作的悠久历史感到自豪，并期待继续扩展我们多元化的

供应商网络。” 
 

Miguel Gonzalez | 杜邦首席采购官 

http://www.dupont.com/corporate-functions/our-company/insights/articles/position-statements/articles/human-rights.html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child-and-forced-labor.html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child-and-forced-labor.html
https://www.dupont.com/supplier-center/supplier-divers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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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工作时间及适当的加班报酬。供应商将遵守所有适用的反歧视雇佣的法律。此外，杜
邦期望我们的供应商能以与杜邦在平等机会与非歧视中的声明一致的方式进行经营，该声明
可在杜邦行为准则中标题为“机会平等与非歧视”这一节中找到。 
 

遵守最高标准的职业操守 
 
杜邦公司承诺以最高的道德标准遵纪守法地开展业务活动，并成为一家在全球皆受到尊敬的
企业而努力工作。我们期望我们的供应商能坚持同样的标准。 
 
 
商业诚信与公平竞争：供应商必须按照所有相关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法规，遵守最高的诚
信和透明度，包括海外反腐败法案，英国反贿赂法及任何其他是适用的当地法律。并保证不
会代表杜邦公司或者任何其它公司从事任何形式的贿赂来开展业务。供应商在开展业务时必
须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并遵守所有适用的反垄断法。请阅读杜邦有关对反贿赂/反腐败的声
明。 
 
知识产权与机密信息：保护杜邦的知识产权对我们公司的将来是至关重要的。 供应商需要
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在商业交易过程中提供的任何知识产权。 一些被视为机密的信息，只
能提供给需要知道的供应商的员工。如不再需要供应商代表杜邦开展业务，供应商所持有的
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应及时退回杜邦或销毁。请阅读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对杜邦供应商保护
机密信息的要求。 
 
 
钴与冲突矿物：我们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有道德地采购矿物。 我们支持遵守经合组织有道
德地采购矿物和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该指南通过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遏制与冲突矿
物贸易有关的暴力行为，从而促进了对人权的保护。 目前，冲突矿物包括钽铁矿
（cotan），锡石金和黑钨矿，或其衍生物，包括锡，钽，钨和金。 在美国境内，国务卿可
能会更新其他矿物或其衍生物的名单，根据其销售是否在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或邻国的武装冲
突提供资金。 阅读我们关于冲突矿物的声明。 
 
 
礼品政策：杜邦不鼓励接受或馈赠礼品。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提供礼品或款待安排，则它
们必须符合该区域的商业惯例，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不会被视为或构成贿赂或不当付款，
不会被视为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业务关系，不得违反适用的法律或道德标准，并且在公开披
露的情况下不会使供应商或杜邦感到尴尬。此外，在杜邦全球采购部门，我们为员工制定了
更严格的礼品政策。在采购组织内，员工可能不能接受任何礼品。我们要求供应商即使在传
统的“送礼时期”（例如年底的假期）也不要赠送任何礼品，以帮助我们履行对最高职业操守
的承诺。 
 

http://www.dupont.com/content/dam/dupont/corporate/our-company/our-company-landing/documents/DuPont_CoC_English.pdf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anti-bribery-anti-corruption.html
https://www.dupont.com/general/suppliers/supplier-center/Supplier_Library.html
https://www.dupont.com/general/suppliers/supplier-center/Supplier_Library.html
https://www.dupont.com/content/dam/dupont/amer/us/en/news/corporate/documents/Principles%20-%20Conflict%20Minera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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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发现杜邦员工任何与我们的商业道德政策不一致的行为，请通过电话或在线匿名举
报您的疑虑。 有关如何报告可疑问题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www.dupont.com/policy-
and-ethics.html. 
 

保护地球 
 
 
杜邦为客户提供科学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经营我们的业务时致力于保护环境和保护地
球的自然资源。通过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社区，我们努力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
贡献更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请访问了解更多有关杜邦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信息。 
 
Responsible Care®: 我们自愿承诺遵守 Responsible Care ®原则。它专注于在设备工艺和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改善环境、健康、安全的表现。我们期望供应商接受 Responsible Care 
®或者制定类似的计划，以支持自己的运营。 
 
气候保护：作为科技行业的领导者，我们在全球保护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期望我们
的供应商以经济的方式合理使用自然资源，例如能源，水和原材料。在可能的情况下，供应
商应该考虑在其供应链中使用可再生资源。供应商应该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立相关程
序和跟踪进度。并专注于：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水资源的利用管理——数量和质
量；三）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四）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详细了解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
的立场。 
 
请阅读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在生物技术，PFAS 和 REACH 的声明。 
 
杜邦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杜邦拥有强大的产品管理实践，以支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
保护。这些做法使我们的产品能够满足或超出适用的法规要求。 我们的团队会审查我们的
产品组合是否存在受关注物质，并致力于减少、消除或替换受关注物质。 我们意识到，要
实现我们对避免、减少或消除受关注物质的承诺，需要与客户和供应商建立牢固的关系。我
们期望供应商将坚定地承诺并积极支持我们下减少、消除或替换受关注物质的努力。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相关信息或有关我们监测的相关物质的具体信息，请联系 
substances-of-concern@dupont.com。  
 

管控 
 
 
确保将这些指导原则嵌入到我们的供应链中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供应商应采用或建立涵盖这
些标准的管理体系。要使任何体系是有效的，都需要监控其绩效以及设定目标或指标。本着
持续改进的精神，我们致力于与供应商合作并提供支持，以达到本规范的要求。 

https://www.dupont.com/policy-and-ethics.html
https://www.dupont.com/policy-and-ethics.html
https://www.dupont.com/about/sustainability.html
http://responsiblecare.americanchemistry.com/
http://responsiblecare.americanchemistry.com/
http://responsiblecare.americanchemistry.com/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climate-change.html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biotechnology.html
https://www.dupont.com/pfas.html
https://www.dupont.com/position-statements/reach.html
mailto:substances-of-concern@dupont.com


DuPont Supplier Code of Conduct  Revised March 2022                             6 

 
法律和客户要求：供应商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合同协议以及与供应商的运营，
产品和服务有关的行业公认标准。 
 
承诺，责任和风险管理：供应商应调配适当的资源以确保本准则的实施和持续遵守，包括定
期自我评估以确保合规。 供应商必须识别和管理所有涉及领域的风险。 
 
不合规：我们保留通过内部和外部评估机制来稽核供应商是否遵守本准则的权利。 一旦发
现违规，供应商必须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如果供应商未能及时纠正不合规行为，我们可以
单方面暂停交易，拒绝交付和/或退还供应商的任何商品或服务，并且没有赔偿的义务。 
 
举报：如果您有发现任何杜邦员工不合规的行为，我们期望供应商直接向杜邦道德与合规热
线举报。 我们有提供多种语言，免费的电话举报热线，并且安排第三方提供 7 X 24 小时的
服务。 
 
 
 
 
 
 
 
 
 
 
 

 

 
 

© 2022 DuPont. DuPont™, the DuPont Oval Logo, and all trademarks and service marks denoted with ™, ℠ or ® are 
owned by affiliates of DuPont de Nemours, Inc. unless otherwise noted. 

请访问杜邦供应商中心网站了解更多关于杜邦信息，政策，交易方式等信息。 
https://www.dupont.com/supplier-center.html 

https://www.dupont.com/policy-and-ethics.html
https://www.dupont.com/policy-and-ethics.html
https://www.dupont.com/supplier-center.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