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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唯有通过公正与诚信取得，才是真正的成功。” 
— Heinz M. Buhofer 

1. 目的和范围 

本 V-ZUG Group 行为准则包含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关键原则，这是我们行为和从事业务的准则，可以帮助
我们实现伦理、专业和法律的高标准。 

本行为准则适用于全世界 V-ZUG Group 实体的所有员工和董事会成员, 以及管理机构。 

2. 基本价值观 

我们根据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制定规划并采取行动。这些价值观形成了 V-ZUG Group全球业务单位和员工的
共同平台，是我们成为所有利益相关人值得信赖的伙伴的基础，也是我们想要被衡量的标准。  

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 可持续而长期地创造价值； 

- 卓越； 

- 业务运作中坚持诚信。 

3. 可持续而长期地创造价值 

我们的一举一动均目光长远，从而为客户、员工和所有者等利益相关人创造可持续的成功。相比短期利润
，我们更看重长期价值。 

我们保持一种负责而可靠的文化。我们理解的企业责任是通过解决社会、治理和环境问题而使我们的业务
能够在将来传承给下一代。 

 

3.1 

公司治理 

V-ZUG Group 据此努力实现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企业家雄心之间的最佳平衡
。我们有意地将此类多样性用作创新之源、内部基准以及最佳实践。 

我们持续监控公司治理，并实施恰当的检查和平衡。  

 

3.2 

公平机会 

我们的员工是公司取得成功的根基。我们致力于以尊重、尊严和公平彼此
相待。雇佣和升职基于专业和社会能力、资质以及个人绩效。V-ZUG 
Group 不能容忍在工作场所的任何骚扰或歧视，尤其是涉及到出身、种族
、性别、年龄、宗教以及任何其他受法律保护的个人特征的时候。我们尊
重员工的多样性。 

V-ZUG Group 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强制或强行雇用员工和童工。 

 

3.3 

安全与健康 

我们致力于使我们的产品对于客户安全而有保障。我们遵守行业规范以及
所有适用的产品安全法律法规。 

我们的工作场所和生产设施均进行了优化，以避免可能会导致事故、紧急
情况、健康问题或安全风险的危害。涉及到员工安全和健康的事宜都在第
一时间进行报告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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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和当地参与 

我们对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发高质量家用设备及服务、从而满足客户需
求，并满足高效率标准以节省自然资源，同时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法律法
规。 

当开发新产品或者规划新制造工厂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业务过程中均会将
环境因素纳入考虑。我们持续提高公司产品和生产设施的效率和性能。包
括水和能源在内的各种浪费必须在源头处就予以降低或消除。同时，我们
也鼓励员工在业余时间的行为要对环境负责且可持续。 

我们努力培养、保持并促进与公司运营所在地的当地接触和当地参与。 

4. 卓越 

卓越与创新是我们可持续而长期的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力。我们关注质量，致力于持续改进我们的经营方
式。我们保持日常工作的高标准，通过开放而激励性的工作和公司文化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明了我们的市场优势，保护我们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我们的声誉和专业知识。  

 

4.1 

客户关注与声誉 

我们理解客户需求，致力于提供同级中最佳的家用设备和服务。我们在质
量和客户服务上从不妥协，全心全意地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从而惠及客
户。 

我们高度珍视 V-ZUG Group 的声誉和品牌。 

 

4.2 

保密性和数据保
护 

我们的保密性及内部信息（包括交易秘密和专业知识）受保障、保护，并
免于受到未授权或不恰当的披露。雇员不得为了个人利益或不当或违法目
的使用机密信息，不得带出、披露或分享公司保密信息。违反保密性或数
据安全的事项必须立即报告。 

我们尊重适用的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法规。我们绝不歪曲或伪造信息。 

 

4.3 

企业资产及财产 

我们保障 V-ZUG Group 的资产、知识产权和财产以及运营方式的安全，采
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予以保障和保护。我们使用此类资产和财产仅用于出
于 V-ZUG Group 及其实体利益的商业目的，而非出于个人利益或不当或非
法目的。所有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创造的或与 V-ZUG Group 的任何利益方面
相关的任何知识产权都应该立即报告。 

我们尊重他方的资产、知识产权和财产。 

 

4.4 

沟通和证券法规 

我们向客户、员工和雇主，以及向媒体和公众提供的信息是清晰准确而且
透明及时的。我们以专业的方式进行沟通。 

V-ZUG Holding AG 为上市公司，受到隶属于 SIX 集团的瑞士证券交易所
关于特别出版物的规则制约。因此，我们确保根据适用的特别出版物规则
处理并披露对价格敏感、非公开的事实。公司能够获得内部消息的员工受
到严格的保密规则约束，不得交易 V-ZUG Holding AG的证券或衍生工具。 

5. 业务运作中坚持诚信 

我们深信，可持续而长期的价值创造和卓越只有在业务运作中坚持诚信才能实现。我们以公平而诚信的方
式从事业务，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内部政策。我们从文字和精神两方面遵守下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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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判断，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行动。我们以 V-ZUG Group 的利益为导向
，我们的独立性为充足的、以未来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机会。  

 

5.1 

利益冲突 

我们避免任何可能与 V-ZUG Group 利益相冲突或者对其有害的行为或工作
，或者可能用于个人喜好或利益的行为或工作。这可能包括参与外部工作
或活动、与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管理的企业签署业务合同或投资于与 V-
ZUG Group 形成竞争的活动。 

不能或无法避免的利益冲突必须随时立即披露，当出现潜在的利益冲突或
者不当个人利益有危险时，相关决策者应让步。在此情况下，必须寻求上
级或法务部的建议和指引。 

 

5.2 

腐败与贿赂 

我们公正廉洁，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贿赂。与业务活动相关的礼品、招待和私
人好处，只有在数额和频率上适度、合乎情况且与商业行为惯例和法律相一致
的时候，我们才能提供或接受。我们确保此类礼品、招待和私人好处不会影响
我们的决策流程。 

我们绝不接受或送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礼品、招待和私人好处，此类物
品具有不当获取或保留业务或其他服务的潜在嫌疑，或者会引起任何相关
人士的利益冲突。 

我们不向任何客户、商业伙伴、政府或政府相关机构的员工或其他代表（
或其家人或朋友）提供、做出或给予贿赂、回扣或其他不当支付，或任何
有价物品，以达成业务、接收信息或获取官方许可、执照、行动或其他业
务优势。  

 

5.3 

竞争和反垄断 

我们在质量、服务和价格方面公平竞争，遵守所有适用竞争和反垄断法律
法规。特别地，我们不与竞争对手就限价、市场分割/限制或交易抵制/拒
绝达成协议、谅解或讨论（或者甚至信息分享）。此外，我们不与客户、
经销商或供应商就限定再销售价格或被动转售限制达成协议或谅解。我们
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5.4 

账目和票据 

我们精确、完整、一致、及时、真实而公平地记录所有的业务交易。我们
的账目和其他票据可用于内部和外部审计，但是受保护免于不当涂改或伪
造，也免于未经授权的获取。 

6. 执行 

6.1 

做出道德的业务 
决策 

每天我们都要做出具有伦理内涵的业务决策，并影响 V-ZUG Group 的资产
、记录或声誉。在做出良好的业务决策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问自己下列
问题： 

- 这符合 V-ZUG Group 的总体长远利益吗？ 

- 如果我的决策或其结果在报纸上出现，我会感到尴尬吗？ 

- 这会影响我为 V-ZUG Group 的利益而决策和申辩的能力吗？ 

- 还有谁会因我的决策而产生负面影响（客户，员工，雇主等）？ 

- 这是否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是否在 V-ZUG Group 的风险承受范围内？ 

- 这是否是“正确的事情”，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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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引起合理关注或者不确定性，我们会努力从上级或法务部寻求建议和
指引。 

 

6.2 

合规 

 

我们要求所有员工都了解并遵守本行为准则。不能照此执行则可能会产生
惩戒后果，包括终止雇用。所有雇员都要求确认他们已收到一份本行为准
则，且均已阅读、理解并同意受其条款约束。公司将会向员工提供充足的
教育和培训。 

 

本行为守则的基本原则是对内部政策进行补充。本行为准则及适用于所有
员工的相关集团政策列表会适时予以通知。 

 

6.3 

报告 

如果公司员工有充分理由相信特定行为违反了本行为守则，则应将此类行
为向其上级或最终向法务部(compliance@vzug.com)报告。报告将会保密
处理。员工不会因为就行为守则提出充分理由的事项而使其雇用受到任何
负面影响 

7. 总结条款 

本行为守则由 Metall Zug AG 董事会和集团管理层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批准，自 2020 年 6 月 25 日起生
效。本行为准则用多种语言版本提供。如果不同语言版本之间有不符，则以德语版为准。 

任何对本行为守则的修订均需得到 V-ZUG Holding AG 董事会的批准。 

 

楚格市，2020 年 5 月 24 日 

 

V-ZUG Holding AG 董事长  V-ZUG Holding AG 首席执行官 

 

Oliver Riemenschneider  Heinz M. Buhofer 

mailto:compliance@vzu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