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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声明 

1.1 本政策规定 NEP Group, Inc. 及其所有附属公司和子公司（统称为“NEP”）、各自的管理

人员、董事、员工和内部合同工（统称为“人员”），及其任何代理、顾问、供应商、提

供商、服务提供商以及代表 NEP 以任何身份行事的任何其他人员（统称为“代表”）以诚

信和道德的方式开展业务。我们对违反本公司适用竞争法的行为奉行零容忍政策。 

1.2 我们坚信，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利于我们的业务和客户。无论我们在何处经营，我们始终致

力于以专业、公平和诚信的方式开展所有商业交易和业务关系，并且绝不容忍任何活动以

任何方式非法限制客户期望的竞争水平。 

1.3 我们遵守所有适用于本公司业务的竞争法律，以及我们提供服务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竞争法

律。 

2. 关于本政策 

2.1 本政策旨在： 

(a) 阐明公司及其人员在遵守和坚持防范企业反竞争行为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以及 

(b) 向公司人员提供关于如何识别和避免可能触犯竞争法行为的信息和指南。 

2.2 如果本公司或任何人员的行为触犯了竞争法，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 

(a) 金额高达整个集团全球营业额 10% 的罚款； 

(b) 声誉受损； 

(c) 负担繁重、费用高昂的调查，往往持续数年之久； 

(d) 要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目前十分常见）；以及 

(e) 不可执行的条款或合同。 

2.3 违反竞争法的人员同样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例如： 

(a) 刑事处罚，包括监禁和/或罚款（即使他们并没有作出不诚实的行为）； 

(b) 取消董事资格； 

(c) 民事赔偿责任； 

(d) 声誉受损；以及 

(e) 纪律处分。 

2.4 因此，我们严格履行竞争法责任，并要求下文第 3 节所述的所有人员始终遵守本政策。 

3. 哪些人必须遵守本政策？ 

本政策适用于第 1.1 节中定义的 NEP、人员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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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政策的负责人是谁？ 

4.1 本政策将由 NEP 董事会、NEP 首席法务官、NEP 集团合规总监及其各自指定的人员进行管

理。 

4.2 首席法务官的主要及日常职责是实施本政策，监督其使用和效果，处理有关本政策的任何

问询，以及审计内部控制系统和程序，以确保这些系统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可能触犯竞争

法的行为。 

4.3 所有级别的管理人员有责任确保下属人员了解并遵守本政策以及定期接受适当的培训。 

4.4 您可以畅所欲言，就本政策如何改进提出自己的意见。意见、建议和问询应向首席法务官

或集团合规总监提出。 

5. 与竞争对手往来的一般原则 

5.1 我们有时会在正式的商业交易或行业活动中与竞争对手接触。在与 NEP 竞争对手接触的过

程中，您有责任和义务始终遵守以下原则，避免产生（或表现出）触犯竞争法的非法反竞

争行为风险。 

与竞争对手达成非法协议 

5.2 与竞争对手协商以任何方式限制竞争的行为严重违反竞争法，尤其包括以下行为： 

(a) 商定价格、任何价格要素或其他交易条件； 

(b) 限制或控制供给； 

(c) 与竞争对手分配市场或客户；或  

(d) 联合抵制客户、供应商或其他竞争对手。 

5.3 即使在下列情形中，非法协议的性质也不会改变： 

(a) 协议尚未实施或生效；或 

(b) 协议未采用书面形式。法律禁止竞争者之间达成任何形式的反竞争协议或谅解，

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明示还是暗示、口头还是默许（例如，心照不宣的“君

子协议”）。 

5.4 因此，禁止任何员工与 NEP 的竞争对手协商以任何方式限制竞争。 

5.5 在 NEP 与竞争对手建立任何业务关系之前，必须咨询首席法务官或 NEP 集团合规总监。与

竞争对手的业务关系获得批准后，必须始终严格遵守本政策中有关信息交换的原则（如下

所述）以及首席法务官或集团合规总监指定的任何协议。 

与竞争对手进行非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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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不得与竞争对手交流竞争性敏感话题。即使没有达成协议，仅仅是与竞争对手讨论或交换

竞争性敏感信息（如下所述），就其本身而言，也可能构成严重违反竞争法的行为。因为

这种交流能够消除双方竞争策略变量（例如价格、产量、需求、成本、营销计划、创新等）

的不确定性，有助于竞争对手联手合谋。无论是双边还是单边交流，甚至间接交流（例如

通过客户来交换信息），竞争主管部门往往会从此类讨论或信息交换中推断存在卡特尔协

议。 

5.7 不得与任何竞争对手讨论或交流以下涉及“竞争性敏感信息”的话题： 

(a) 近期或未来价格，包括任何价格要素（附加费、折扣或回扣），或定价变动时间； 

(b) 向客户提供的信贷或供给条款； 

(c) 经营成本； 

(d) 利润或利润率； 

(e) 销售、营销或战略业务计划； 

(f) NEP 或其竞争对手目前或将要服务的客户的身份或账户数据； 

(g) NEP 或其竞争对手目前或将要服务的市场或地理区域； 

(h) 特定的招标或投标； 

(i) 谈判策略；或 

(j) 客户的选择或与客户终止合作关系，或对客户请求的响应。 

5.8 如果您收到来自竞争对手的任何不当接触请求，应立即通过适当方式向首席法务官或集团

合规总监报告。所有与竞争对手的往来通信应予以保留。 

5.9 不得以任何第三方（包括任何客户或供应商）作为中间人，与任何竞争对手交换竞争性敏

感信息，亦不得向任何第三方索取竞争对手的竞争性敏感信息。如果客户向您提供了竞争

对手的竞争性敏感信息，请务必保留记录并指明 (i) 信息提供者以及 (ii) 您/NEP 并未向客户

索取此信息，然后通知首席法务官或集团合规总监。 

6. 投标准备和决策 

6.1 竞标是 NEP 业务的重要方面。适用于 NEP 的竞争法明确要求，竞争者独立决定成本、定价

数据及投标各个其他方面，不得与任何其他投标者合作。因此，在投标准备过程中，我们

必须遵循以下准则： 

(a) 在制定 NEP 的投标或投标估价时，不得使用从竞争对手处获得的任何信息。我们

的投标政策和决策应根据相关的经济因素、市场条件以及从非竞争来源获得的竞

争信息独立制定。不得基于与竞争对手的任何交流或协议制定此类政策和决策。 

(b) 不得与任何竞争对手讨论任何投标或投标方面（包括投标金额、用于计算投标的

任何信息、NEP 的意图或递交投标的其他方式）。 

与竞争对手联合投标及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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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如果由于双方各自无法满足所有投标要求等原因，NEP 考虑与竞争对手递交联合投标或达

成分包关系，应在与潜在的投标或分包合作伙伴进行讨论之前，咨询首席法务官或集团合

规总监的意见。在与任何竞争对手递交任何联合投标或达成分包安排时，必须遵守以下协

议（以及首席法务官或集团合规总监指定的任何其他协议）： 

(a) 在递交任何联合投标或讨论或安排分包事宜时，必须取得客户的同意。确认客户

不反对可能达成的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后，双方才能讨论相关的客户、投标或商

机，讨论内容包括由哪方负责就投标或商机事宜联系客户、联合投标或分包协议

是否适合相关项目，或双方各自在合同中扮演的角色。 

(b) 然而，双方可以大致（即不涉及特定客户或项目投标或商机）交换或讨论关于各

自服务能力和技术的非敏感技术信息，以便能够通过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独立地

向客户营销或推广一整套服务。 

(c) 确认客户不反对正在进行的联合投标或分包讨论后，双方不得交换或讨论任何竞

争性敏感信息（如上所述），除非经各自法律顾问事先明确同意。 

(d) 双方应出于对拟定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的评估和实施，将任何信息交换或讨论限

制在严格必要的范围内。 

(i) 在分包安排的情况下，信息交换或讨论可能包括： 

(A) 分包商向主承包商收取的费用（并非主承包商向客户收取的项目总

费用）； 

(B) 准备和实施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所需的技术信息；以及 

(C) 分包协议适用的合同条款。 

(ii) 联合投标并不构成分包安排的一部分，而是涉及到联合营销或联合销售要

素，会带来触犯竞争法的极高风险，因此，任何信息交换应获得首席法务

官或集团合规总监的事先批准，必要时还需咨询外部法律顾问。 

(e) 对于从另一方获取的信息，双方应仅提供给出于评估或实施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

而需要使用此信息的组织内部人士或代表。 

(f) 除评估或实施特定项目的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之外，NEP 不得将从另一方获取的

信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g) NEP 应对从另一方获取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尤其是，不得将从另一方获取的任

何机密信息披露给与其签订联合投标或分包安排的任何其他供应商。 

7. 在行业会议和活动上确保行为得当 

7.1 NEP 是多个行业协会的成员，我们会定期参加会议、颁奖晚宴等行业活动。 

7.2 虽然加入行业协会通常对 NEP 及其员工有利，但我们的会员身份也会带来潜在的竞争法风

险，因为此类协会经常会聚集众多竞争者，导致讨论很容易转移到不当话题上。有竞争对

手出席的社交活动也容易引发极具风险的讨论。 

7.3 因此，您有责任在任何行业会议、大会和活动（包括所有社交讨论）中遵守以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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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绝不讨论或交换竞争性敏感信息（如上所述）。应保持社交性谈话，会上讨论或

提出的行业问题应仅限于非竞争性且能够公开获取的行业普遍问题或疑虑。 

(b) 在参加任何贸易协会会议之前，应提前了解会议议程。确保在会议上不会披露或

讨论任何竞争性敏感信息。会议结束后，应保留会议记录（以及在会议上分发的

任何材料）。 

(c) 如果竞争对手在会议或活动期间提出了任何不当话题，仅仅保持沉默是不够的。

您应立即要求终止讨论。如果讨论继续，则应明确并立即退出讨论，并且离开房

间（或有竞争对手出席的晚宴等场合)，然后尽快向首席法务官或集团合规总监报

告此事。 

8. 您的责任 

8.1 请务必确保阅读、了解并遵守本政策。 

8.2 为我们工作以及在我们管控之下的所有人员都有责任防范、发现和报告违法的反竞争行为。

您必须避免可能导致或间接表明违反本政策的任何活动。 

8.3 如果您认为或怀疑已经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必须尽快通知首席法务官

或集团合规总监。 

9. 保护 

9.1 在某些情况下，员工在提出疑虑或举报他人不当行为时，会担心可能会有一些不利影响。

我们的目的在于鼓励开诚布公，并支持根据本政策善意提出真诚疑虑的任何人，即使经过

调查发现他们是错误的。 

9.2 我们致力于确保任何人不会出于以下原因而遭受任何不利对待： 

(a) 拒绝参与、牵涉或协助他人的反竞争行为；或 

(b) 善意报告其怀疑已经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的实际或潜在触犯竞争法的行为。 

不利对待包括解雇、纪律处分、威胁或其他与提出疑虑有关的不利对待。如果您认为自己

遭受了任何不利对待，应立即联系首席法务官。 

10. 培训 

10.1 我们将确保向被认定为可能触犯竞争法的员工提供关于本政策的强制性培训。 

11. 违反本政策 

11.1 任何违反本政策的员工将面临纪律处分，可能会因为不当行为或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 

11.2 如果代表 NEP 工作的其他个人和组织违反本政策，NEP 可能终止与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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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报告疑虑 

12.1 所有董事、管理人员和员工应在其有理由相信存在违反或可能违反本政策、公司程序或法

律法规的任何情况下，进行举报并鼓励他人举报。您可以根据《道德与商业行为准则》第 
17 节和/或《举报政策》的规定善意举报任何不合规行为。公司不容许对善意举报已知或

可疑的不当行为或其他违反本政策的行为的董事、管理人员或员工进行报复。 

13. 批准 

  本政策的实施已获得以下人员的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席执行官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席法务官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集团合规总监 日期 

 
 

 

 

 

 

 

修订历史 
日期 修订概要 
2020 年 12 月 1 日 政策已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