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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 保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行决定随时更改或终止本政策的权利，并可选择是否就此通知员工。 

1. 政策声明 

1.1 NEP Group Inc (NEP) 及其所有附属公司和子公司（统称为“NEP”）致力于诚信经

营，并希望其各自的所有管理人员、董事、员工和内部合同工（统称为“人员”）

均以高标准自律，并遵守我们的《道德与商业行为准则政策》、NEP 政策或任何当

地行为准则。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构建开放和责任文化，以防止不当行为发生并在

其发生时予以解决。 

1.2 本政策旨在： 

(a) 让员工了解我们会认真对待并酌情调查其提出的疑虑，同时会尊重员工的

隐私，以此鼓励员工及时举报涉嫌违规行为。 

(b) 围绕如何提出疑虑为员工提供指导。 

(c) 让员工能够安心提出真诚疑虑，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即使经过调查发现

他们是错误的。 

1.3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人员。本政策不构成任何员工的雇佣合同的一部分，我们可随时

对其进行修改。 

2. 本政策的负责人员 

2.1 首席法务官和首席人力资源官对本政策承担全面责任，并在员工根据本政策提出疑

虑时，负责审查针对疑虑所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 

2.2 所有人员都应对落实本政策负责，并确保根据本政策来披露下文第 3 节和第 4 节详

述的疑似风险或不当行为。 

3. 什么是举报？ 

3.1 举报是指披露工作中与疑似不当行为或风险相关的信息。这些行为或风险可能包

括： 

(a) 犯罪行为； 

(b) 欺诈行为； 

(c) 未遵守任何法定或专业义务或监管要求； 

(d) 健康和安全风险； 

(e) 贿赂或违反我们的《反贿赂政策》； 

(f) 违反竞争法或我们的《竞争法政策》； 

(g) 违反我们的《道德与商业行为准则》； 

(h) 违反我们的《反骚扰、报复和歧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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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助长纵容逃税行为； 

(j) 违反我们集团或当地的政策和程序或行为准则； 

(k) 有可能损害我们声誉的行为； 

(l) 您认为不道德的行为； 

(m) 未经授权披露机密信息； 

(n) 故意隐瞒上述任何事项。 

3.2 举报人是指提出与上述任何一项相关的真诚疑虑之人。如果您对于影响我们任何

活动的疑似不当行为或风险存在任何真诚疑虑（即所举报的疑虑），应根据本政

策进行报告。 

3.3 如果您不确定某种行为或风险是否属于本政策涵盖的范围，应向举报事务管理人员  
Craig Betler（人力资源部）或 David Leadbetter（法务部）咨询意见。 

4. 提出所举报的疑虑 

4.1 我们希望，在多数情况下，您能够向直属经理或当地管理人员提出任何疑虑。您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当面告知、遵照当地程序或者采用书面形式。他们可能会

协商一种方式，来快速而有效地解决您的疑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相关

事宜交由举报事务管理人员、首席法务官或首席人力资源官处理。 

4.2 如果事态比较严重，或者您认为直属经理或当地管理人员未能解决您的疑虑，或者

您出于任何原因不愿意向上述人员提出疑虑，则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a) 举报事务管理人员 Craig Betler（人力资源部）或 David Leadbetter（法务

部）。 

(b) 首席法务官或首席人力资源官。 

4.3 如果您不愿意选择上述方案或者想要匿名举报，则可通过 SpeakUp 匿名举报并向 
NEP 表达您的疑虑；这项服务全天候开放，由独立的第三方提供支持。您可以使用

接入码 23583 拨打热线电话 +1-866-2506706（或本政策附件 A 列出的当地电话号码）

或访问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 进行举报。 

5. 保密和数据保护 

5.1 我们希望员工能够根据本政策向直属经理或当地管理人员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疑

虑。 

5.2 如果举报人担心直属经理或当地管理人员可能会实施报复，请放心，举报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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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联系第 4.2 节所述的首席法务官、首席人力资源官或举报事务管理人员，

他们将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您的隐私。 

(b) 使用第 4.3 节所述的 SpeakUp 进行匿名举报。 

5.3 NEP、SpeakUp 和任何受指派的调查人员将对收到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只要举报

人是善意举报并且 NEP 无需根据法律要求进行披露，我们就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举

报人和举报对象的隐私。 

5.4 个人数据处理是实施本政策的必要条件。有关 NEP 如何遵守数据保护法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NEP《数据保护政策》。 

6. 调查和结果 

6.1 您提出所举报的疑虑后，举报事务管理人员、首席法务官或首席人力资源官将对您

的举报进行初步评估，以划定调查范围。 

6.2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指派调查人员或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的成员包括具

有相关调查经验或掌握相关主题专业知识的人员或当地员工。调查人员可能会提出

变更建议，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出现不当行为的风险。 

6.3 我们会直接或通过 SpeakUp（如果是匿名举报）向您提供关于调查进展以及可能持

续时间的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受到保密要求的限制，我们可能无法向您提

供关于调查或因此作出的任何纪律处分的详细信息。您应该对与调查相关的任何信

息进行保密。 

6.4 如果我们最终认定举报人恶意作出虚假指控，举报人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6.5 如果我们认为根据第 4.2 节或第 4.3 节举报的事宜更适合通过当地投诉程序进行处

理，我们可能会建议举报人换用当地投诉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对您的举报

进行保密。 

6.6 NEP 保留不对举报人根据本政策提出的事宜进行调查的权利。 

7. 外部披露 

7.1 本政策旨在提供关于举报、调查和补救任何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内部机制。在大多

数情况下，您无需向外部人士举报。 

7.2 根据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适合向外部机构（例如监管机构）举报您的疑虑。

向媒体举报是非常不合适的行为。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向外部人士举报疑虑之前征求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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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所举报的疑虑通常与我们员工的行为有关，但有时也可能与客户、供应商或服务提

供商等第三方的行为有关。我们鼓励您先在内部举报此类疑虑。 

8. 对举报人的保护和支持 

8.1 在某些情况下，举报人担心可能会有一些不利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目的

在于鼓励开诚布公，并支持根据本政策提出真诚疑虑的任何员工，即使经过调查发

现他们是错误的。 

8.2 举报人不能因为提出真诚疑虑而遭受任何不利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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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联系举报事务管理人员。 

8.3 您不得以任何方式威胁或报复举报人。如果您涉嫌此类行为，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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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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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席人力资源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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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SpeakUp 当地联系信息 

国家/地区 电话号码说明 网络服务网址（通用网址：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 
接入码 

    
澳大利亚 1800452051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au 23583 
比利时 0800-71365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be  23583 
中国 4009901434 

联通用户请拨打： 
108007440179 
电信用户请拨打： 
108004400179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cn  23583 

丹麦 80885638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dk  23583 
斐济 不适用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fj  23583 
芬兰 08001-13031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fi  23583 
德国 0800-1801733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de  23583 
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 
800963161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hk  23583 

印度 0008004401221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in 23583 
爱尔兰 1800-552136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ie  23583 
意大利 800-787639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it  23583 
日本 0120 774878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jp 23583 
荷兰 0800-0202007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nl  23583 
新西兰 0800450436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nz  23583 
挪威 800-18333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no  23583 
卡塔尔 8000162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qa  23583 
新加坡 1800-8232206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sg 23583 
西班牙 900-973174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es  23583 
瑞典 020-798813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se  23583 
瑞士 0800-561422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ch  23583 
阿联酋 80004412727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ae  23583 
英国 0800-1693502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gb  23583 
美国 1-866-2506706 www.speakupfeedback.eu/web/nep/us  235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