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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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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史密斯的独特之处之一是其价值观。自 1874 年创立伊始，我们就一直在运营中
遵循同一套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源于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史密斯家族，他们坚持诚实守
信和厚德经营，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A. O. 史密斯正是因为这种对诚信的坚定
承诺而在所有涉足的市场中都享有杰出的声誉。这种声誉体现在三个方面：积极关注我
们客户的长期成功、渴望成为一名优秀企业公民，以及承诺在任何时候都尊重彼此并维
护彼此的尊严。

我们已经编写并分发这份《指导原则》，以确保把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对道德规范的信念
传达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本《指导原则》旨在提供一个行为准则和
道德框架，适应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这本小册子还将帮助您了解公司对您的期望， 
并为您提供如何在复杂或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遵守行为准则的有关指导。随着 A. O. 史
密斯向新市场和新国家/地区不断进军，我们希望每名员工都能理解、接受并恪守同一
套商业标准。我们也希望客户、供应商和业务所在地的社区知道我们为自己定下的高 
标准。

A. O. 史密斯公司的声誉源于您的言行和信念。你们每个人走出去都
代表了公司形象，而且你们的日常言行会为公司的道德形象增光或
是抹黑。在当今的世界，通讯信息可瞬间传遍全球，对公司的信任
以及公司公平对待商业伙伴的口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也更加脆弱。我尊重并感谢大家对 A. O. 史密斯价值观的承诺，
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商业合作中继续遵循这些价值观。

Ajita G. Rajendra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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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史密斯公司建立了这套价值观并将其作为指导原则，由此开展业务，与客户、员工和业务

所在地的社区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成功依赖于为相同目标共同努力并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每一名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

争创利润，力求发展

利润增长对 A. O. 史密斯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实现利润增长，我们必须： 

 •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新产品；

 • 提供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和更完善的职业保障；

 • 为股东增加投资价值。

我们将为股东追求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有计划地增长业务，从而实现以下目标：

 •  我们各业务部门的增长率将会互补，使公司的增长率高于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率；

 •  增长所需资金将来自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所产生的基金以及外部资金（如借贷和股本）。

 

重视科研，不断创新 
 
创新是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我们将做到以下几点：

 •  通过创新和持续改进，提升产品和服务给客户带来的价值，从而使所有主要产品系列占据
市场主导地位；

 •  寻求技术创新之路，来提高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和设备的生产效率；

 •  帮助员工改善态度和提高技能，鼓励员工参与和培养创造力；

 •  实现卓越的管理制度，以获得最佳的结果，明确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  着眼于以规范化的方式实现盈利性增长，以降低风险。

A. O. 史密斯 
价值观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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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保持声誉  
 
在与个人和组织的一切往来中，我们都将秉持诚信的原则。我们将做到以下几点：

 • 在所有声明及广告中都实事求是；

 •  公平地对待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和监管机构以及员工；

 •  严格遵守所有法律，只追求崇高的目标，同时拒绝不道德的行为；

 • 使业务的各个方面达到高品质标准；

 • 使这些价值观在员工中代代流传。

 

一视同仁，工作愉快  
 
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我们将吸引富有想象力和能干的员工。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既强调
团队精神，又欢迎多元化。我们将做到以下几点：

 • 营造以人为本的氛围；

 •  既鼓励自由和个人发展，又注重自律和工作热情；

 • 对待同事要一视同仁；

 • 根据个人贡献公平支付薪金；

 •  提供安全的设备、合适的资料和培训，始终坚持安全操作。

 

保护环境，造福社区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业务所在地的公众和社区，我们将做到以下几点：

 •  力争业务增长，为当地的经济繁荣作贡献；

 •  资助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鼓励员工参与；

 • 确保我们的工厂设备及生产运营符合环保标准；

 •  以一切合理的方式鼓励大家保护和维持自由企业制度，这是实现以上目标的必要条件。
 
这一切的关键是在 A. O. 史密斯的日常工作中贯彻我们的价值观。下文所述的行为标准是我们价
值观的精华和开展业务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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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员工和业务操作 
 

遵守所有适用法律

A. O. 史密斯希望在其所在领域中大展身手，与此同时，严格遵守法律。
 
A. O. 史密斯公司绝不会从事任何触犯法律的活动，也绝不会怂恿任何人以 A. O. 史密斯公司名
义违反法律。如果您怀疑某种行为或决策可能违反了法律，那么您有责任在行动之前调查清楚。 

 
在本册后面的章节中，您会读到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业务活动有重大
意义，我们希望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但是请记住，除了这些法律之外，您还应该遵守所有
适用的法律法规。
 

遵守社会道德标准

道德行为不仅仅指遵守法律。它的含义是公平、诚实和始终如一地从事所有商业活动。我们期望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都能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
不道德和不诚实的行为对 A. O. 史密斯公司的利益有害无益。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避免一切可能或看似可能危及我们道德标准的活动。此外，您必须谨记永
不泄漏 A. O. 史密斯的任何机密信息。
 
没有哪一套准则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它仅是为制定决策提供了一个框架。要知道，您要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而承担这种责任有时候并不是一件易事。陷入道德困境的时候，不妨做做这个测
试。问问自己：

 
如果您能诚实地回答说您会去做，那么它很可能
就是正确的决定。如果您有哪怕一点点的迟疑，
那么请在付诸行动之前进一步审查这个决定。

本《指导原则》阐述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我
们希望 A. O. 史密斯公司的每一名员工、管理人
员和董事在任何时候都遵守这些原则。

指导
原则

“如果我的同事、朋 
友或家人仔细研究这 
个决定，我还会作 
出这个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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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哪些责任？
 

遵循所有法律和政策。阅读、

学习并遵守这些指导原则、法律

和 A. O. 史密斯公司的政策是您

的责任。请记住，作为一名 A. 

O. 史密斯公司的员工，我们希

望您遵守指导原则。

 

有疑问时请询问。您有问问题

的责任，特别是如果您对某个行

动或决定有疑虑或顾虑。

 

说出您的疑问或顾虑。您有责

任举报您可能目睹的任何违反这

些指导原则、公司政策或任何非

法或不道德的行为。

* A. O.史密斯正直援助热线电话服务和网站配备外部服务商提供的训练有素的沟通专家，他们会倾听您的顾虑。 电话服务和网站
都以多种语言提供。 这些服务全天候提供。 使用正直援助热线时，您可以保持匿名。

指导原则     5

举报程序

问题：  如果我有疑问或要报告顾虑，我应该与谁联系？

 
解答：  我们希望听到您的疑问和顾虑。  要提出疑问、

顾虑，报告可能的不道德行为或违反法律或公司
政策的行为，或要寻求有关道德与合规事宜的指
导，您有多种选择。 您可以联系或咨询： 

    • 您的上司
     • 工厂领导
    • 人力资源部
     • 法务部
    • 正直援助热线*
    • 微信企业号投诉平台（中国适用）

正直援助热线电话号码

加拿大 1-800-350-1325

中国 10-800-110-0450或400-601-3276

法国 0800-99-0011，然后拨打800-350-1325

香港特别行政区 
 800-93-2266，然后拨打800-350-1325

印度 000-117，然后拨打800-781-6270

墨西哥 001-800-376-4207

荷兰 0800-020-0082

土耳其 0811-288-0001，然后拨打800-778-191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 
 8000-021，然后拨打800-350-1325

英国 0800-032-2206

美国 1-800-350-1325

越南 1-201-0288，然后拨打800-350-1325

正直援助热线网站

正直援助热线网址为www.aosintegrity.com，在中国还
可以通过微信访问。



举报程序（续）

我们将秉承最高的道德标准

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鼓励员工始终做正确的事。A. O. 史密斯坚持在遍布全球的业务中秉承最高
的道德标准。我们期望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都能达到这一最高标准。
 

然而，正确措施有时很难把握，特别是在当今复杂的商业世界中。
我们信赖您的正确判断力，凡事请以公司（和您的）最佳利益为先。

尽管开口问
如果您有任何困惑或疑问，或者您察觉到了不对劲的情况， 
 . . 开口问！
 
请向您的上司寻求帮助。大多数情况下，他或她将能为您提 
供指导。您的上司还可以把您的问题转达给公司其他可以帮 
助您的人。
 
询问您的人力资源部或工厂领导。他们不仅了解 A. O. 史密斯 
公司的指导原则，还很熟悉工作场所的许多管理规则和规定。

有时候，您可能会不习惯与您的上司讨论事情。其他选择包括联
系法务部或拨打“正直援助热线”。 

正直援助热线

“正直援助热线”为您提供帮助 

“正直援助热线”是一项保密服务，您可以拨打该热线举报或投诉以下情况：

 • 公平雇用机会；

 • 骚扰，包括性骚扰；

 • 利益冲突；

 • 内幕消息的不当使用或其他违反证券法的行为；

 • 安全、健康和环保法律或法规；

 • 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版权）;

 • 贿赂；

 • 遵守反垄断法；

 • 公司帐簿或记录中的不准确、虚假或误导性条目；

 • 不当的国际活动；

 • 其它道德操守的问题。

“确保选择正确

的立场，然后 

坚定不
移地 
坚持您的立场”

—亚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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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正直援助热线或通过正直援助热线报告您的顾虑后，您可以期望：

 •  我们将认真考虑您的问题或疑问。如果您举报某种情况或其他员工，您将得到保护，不会
受到报复；

 •  您的身份信息将得到保护。“正直援助热线”的沟通专家将鼓励您说出自己的名字以及地
点，以便能够代表您采取措施。但是，如果您希望保持匿名，我们会依法尊重您的意愿；

 •  我们将及时、谨慎、专业地处理您请求的信息；

 •  “正直援助热线”的沟通专家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机密报告。如果您举报的事件需要立即处
理，“正直援助热线”的沟通专家将联系相关的公司代表；

 •  如果您举报的事件关系到财务或会计违规，“正直援助热线”的沟通专家会将此事直接转
达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  A. O. 史密斯公司会将调查情况反馈给“正直援助热线”；

 •  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跟进正直援助热线，了解A. O.史密斯公司为解决您的顾虑而采取 
的措施。

请记住，恪守 A. O. 史密斯公司的指导原则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如果有人无意或故意选择忽
视我们的标准，我们都将深受其害。如果您发现非法或不道德的情况，请告诉我们， 或者拨
打“正直援助热线”。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声誉不能因个别的大意行为而毁于一旦。

无报复政策

只要是善意举报违反我们指导原则或政策的可疑事件，就不会遭到报复。根据公司政策，报复举
报者的任何人都将受到处罚（重至和包括终止雇佣关系）。
 

问题：   我有证据表明某个公司领导可能违反了公司的政策，还可能犯法。我担心如果举报这
个问题，可能会失去工作。

 
解答：   您有责任举报问题，公司将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报复，例如因您出于诚信举报问题而

将您解雇。处理可能触犯法律、公司政策或道德标准的行为符合我们所有人的最佳利
益。请记住，您有多种举报渠道。您可以联系您的上司、工厂领导、人力资源部、 
法务部、或正直援助热线。



公平雇用机会
 
A. O. 史密斯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优秀才能。我们寻求最合格的员工，无论其种族、肤色、宗
教、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和残疾与否，或其他法律保护的情况。我们为公司业务的全球
化发展而自豪，为不同背景的员工努力创造一个优质的工作环境，帮助员工成长和发展，充分发
挥潜能。 

 

骚扰

您有权力在没有任何骚扰的环境中工作，包括怀
有敌意、攻击性、或侮辱性的行为，令人厌恶的
身体接触，针对您或某一员工群体的言语、书面
或图像形式的污蔑。

以下情况构成骚扰：

 •  性骚扰，如令人不悦的性暗示或性要求； 

 •  种族或民族骚扰，即针对您的种族或出生
国家/地区的怀有敌意或令人不悦的行为；

 •  宗教骚扰，对您宗教信仰的侮辱；

 •  针对您的年龄、残疾情况、或任何其他
受法律保护的、与工作无关的特征进行
骚扰。

 
公司将处罚违反这项规定的任何员工。如果您受
到骚扰，或者目睹某个人受到骚扰，请立即向您
的上司或人力资源代表举报。

 
  机密与隐私

除法律授权或要求披露的情况外，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均应严格保守公司、客户、代理商、 
顾问或供应商交予的机密信息。机密信息包括所有非公开信息，一旦披露，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利
用或者损害公司、客户或供应商的利益。未经授权披露的重大信息（理性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
买、出售或持有公司股票时会考虑的重要信息）也可能导致内幕交易民事和刑事责任。请仔细阅
读《内幕消息与证券交易》章节，以获得更多信息。

在这本小册子中，有 A. O. 史密

斯公司指导原则在业务中应用的

示例。这些例子是为了向您提供

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原则

案例。但您可能会在工作中遇到

的情况将不仅限于这些案例情

况！ 如果在任何时候您发现自

己对某种情况的合法性或道德方

面有顾虑，请询问。请询问您的

上司、人力资源部或法务部。如

果您发现了任何可疑或非法的行

为，请立即向您的上司、人力资

源部、工厂领导、法务部或正直

援助热线举报。

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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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     9

在业务操作过程中，A. O. 史密斯必须收集员工或应聘者的相关信息，以便决定是否雇佣；公司
仅保留与雇佣相关的有用信息。仅“需要知道”个人信息的 A. O. 史密斯公司员工（如您的上
司）有访问权限。任何电子人事档案都设有密码，未经授权的公司内外人员无法查看。我们必须
谨慎处理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私人信息，不要违反法律。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
系法务部。
 
 
问题：   “我的一名同事有残疾，但他仍然能够工作。他不时拿他的病情开玩笑，但最近我们

很多同事都太过分，说的笑话更像是侮辱。我应该怎么办？”
 
解答：   这可能会严重到法律规定的非法骚扰的程度；即使不是非法骚扰，这种行为对他人不

尊重，与 A. O. 史密斯公司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背道而驰。您应该向上司或人力资源部
代表举报这一情况。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求助法务部或正直援助热线。

 
 
利益冲突

当您的个人利益妨碍或看似妨碍 A. O. 史密斯公司的利益时，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当员工、管理
人员、董事或其家庭成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或要求获得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时，也会产生利益冲
突。
 
利益冲突的常见示例包括：当您或家庭
成员有以下情况时，

 •  与 A. O. 史密斯公司当前或潜在
的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有直
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

 •  代表 A. O. 史密斯公司与供应商
或客户做生意，而且后者雇佣了
您的亲属担任负责人、管理人员
或有决策权力的员工或代表；

 •  接受目前或潜在客户、供应商或
竞争对手赠送的礼物，其价值超
过了礼节性往来的礼物。

  

问题：   “我姐姐工作的公司想对 A. O. 史
密斯公司的项目投标。我们是否被
禁止选择该公司作为供应商？”

 
解答：    不一定。您应该向您的上司和公司

总法律顾问披露你们的关系，并不
参与选择哪家公司为供应商的决
定。 如果您姐姐的公司是最好的
供应商，则可以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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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冲突 （续）

  简单的业务招待，如请客吃饭或请客户观看体育赛事属于正常的业务关系。禁止较大规模
的娱乐形式，如支付或接受旅游费用。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法务部；

 •  在损害 A. O. 史密斯公司利益的情况下，担任另一家公司的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或负责
某项业务。

在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行动之前，您必须公开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或甚至看似利益冲
突的个人利益。员工和管理人员应该告知上司或法务部；董事应通过董事会查清任何潜在的利益
冲突。根据具体情况，可免除对利益冲突的控诉。如果请求撤销对利益冲突的控诉，应联系 
A. O. 史密斯公司法务部的总法律顾问。

职务之便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有责任抓住机遇，为 A. O. 史密斯公司获取合法利益。不可以直接或间接
地与公司竞争。禁止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将利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职务而发现的机遇占为已有。
禁止利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职务谋求个人利益。

 
问题：   “上司有时候让我们在周末借用公司的平板车运泥土或建筑材料。我们总是十分小

心，归还平板车时，总是将其清理干净，并加满油。上司说这样做没问题，但是公
司允许吗？”

 
解答：   您的上司无权决定这样使用公司资产是否合适。您必须申请工厂经理或人力资源部

的书面许可。此外，为避免出现任何问题，获得书面许可之后才能使用平板车。

问题：   “我想购买我们工厂旁边的土地。我最近还听说公司正在考虑一项扩大厂房的计
划，如果我把土地卖给公司，我可以赚一大笔钱。这是允许的吗？“

 
解答：   不允许。如果您知道有利于 A. O. 史密斯公司的机遇，您必须告知公司。在这种情

况下，公司本可以直接获得土地，支持长期扩张计划。您先购买土地，然后将其出
售给公司以获取利润的意图是不妥当的。

 
 



公司以外的董事职务

任何 A. O .史密斯公司员工都不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接受营利性公司的董事职务。首席执行官
及其他管理人员必须遵循 A. O. 史密斯《公司治理指南》的审批流程，该指南见于 
www.aosmith.com。其他员工不能在公开上市的公司担任董事职务，除非首席执行官将之作为
特例予以书面批准。

产品安全

在制造创新型高品质产品方面，我们公司拥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对客户有价
值、满足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并且在正常使用时保证安全的产品。产品安全是每一名员工的职
责。如果您发现任何产品安全问题，请立即向您的上司、经理或法务部举报。同样地，如果美国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任何公司外部人员就某个产品安全问题与您联系，
请立即让该机构或个人联系法务部，以妥善处理。

互联网与其他通讯技术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个人和商业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成为帮
助我们建立品牌和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强大工具。
请记住，当您使用公司的通讯技术时，如电子邮
件、语音邮件或互联网，我们希望您能遵守法律
规定、公司政策和《指导原则》。您不能访问、
下载、上传或传播法律禁止的材料，包括含有色
情内容、令人厌恶的言语或可能对公司形象产生
负面影响的材料。

有权访问公司内联网 AOSNET 的员工都需要仔细
阅读并同意公司的《网站网络访问政策》。该政
策规定了网络应用程序的合理使用，包括内联网
和互联网。

“法律控制 

一般人。 

正确 
的行为 

控制伟大的人。” 

—马克·吐温

工作环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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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社会媒体可以对 A. O. 史密斯的声誉产生积极的影响。无论您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使用社交媒
体，应确保其用途可以为自己、同事和 A. O. 史密斯公司带来正面影响。请记住，当您通过社交
媒体谈论公司、同事、客户或供应商时，您的文字和图像可能会被很多人看到，其人数可能超出
您的预想。您保证自己不会无意间披露机密信息。另外，除非您已经被授权，不要在社交媒体上
代表公司发言。欲了解更多有关社交媒体的机会和义务的信息，请参阅公司的《社交媒体政策与
指南》。
 
 
 
问题：   ”有人在互联网的留言板上发布对 A. O. 史密斯公司产品的负面评价。我可不可以

假造一个名字，假装我是一名新客户，发布美化产品的评论？”
 
解答：    我们理解您“打抱不平”的想法，但请不要使用假身份加入任何有关 A. O. 史密斯

公司的网上讨论。这种行为违反 A. O. 史密斯公司的政策。其他公司的员工曾经这
样做过，而且被发现，使自己和雇主非常尴尬。此类发布可能还会违反联邦法律。
当您在网上谈论 A. O. 史密斯公司时，应以 A. O. 史密斯公司员工的身份参与。 
此外，当您参与讨论时，您必须确保您没有看似代表 A. O. 史密斯公司发言。在这
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把负面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营销团队。

安全、健康与环境

做优秀企业公民，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守所有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公司投入了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以确保大家遵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我们在此领域还拥有获得培训和认证的专
业人士。
 
A. O. 史密斯公司的责任有：

 • 以确保工作场所安全为目标，设计、建造和运营工厂；

 • 在我们工厂所有的设备上安装适当的机器保护装置及安全装置；

 • 按要求设计并制造安全使用及运转的产品；

 •  对制造过程中使用的物料，提供安全资料表等文件；

 • 从源头减少废弃物或排放物；

 • 指定能够适当处理有害废物的合格供应商；

 • 将我们的安全规定和政策传达给所有员工；

 •  保持完整和准确的记录（包括环境和安全日志），完成其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下一次您做选择时，做正确的事。从长远来看，举报这

种行为会减少对大家的伤害。” 

—Wendelin Van Dra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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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为了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
生产任务，我的同事停用了
一台出了问题的机器上的安
全装置。还没有人受伤，我
知道进度安排很重要，但我
不想这样做。”

 
解答：   您是正确的。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停用安全装置。请立即
向您的上司或工厂的安全经
理举报。

作为一名员工，您也有责任。您有责任养成安
全的工作习惯，还要确保同事安全地工作。
 
这包括：

 •  始终使用工厂设备上安装的所有机器保
护装置、锁定装置和安全装置；

 •  熟悉并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眼
镜和耳塞；

 •  安全、妥善处置任何废料，特别是要谨
慎处置有危害的废物；

 •  一旦发现危险情况或目睹其他员工以不
安全的方式工作，请通知您的上司。

问题：   “我们能够与新供应商签订合同，以降低成本。我听到新供应商的卡车司机说他们没有
适当地处理我们的废物。我应该怎么办？”

 
解答：    向您的上司、工厂领导或法务部举报可能的违规事件。废物处置不当是一个严重问题， 

A. O. 史密斯公司可能需要为供应商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员工也可能
因为知道或参与有害废物的不当处置而被罚款或监禁。

保护和合理使用公司资产
公司资源只能用于合法的商业目的，为A. O.史密斯公司谋取利益。所有的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
都应保护、有效利用公司的资产。盗窃、疏忽和浪费都将直接影响A.O.史密斯公司的盈利能力。您
应立即举报任何涉嫌欺诈或盗窃的行为，以便开展调查。



市场

14

问题：   “我常常浏览谷歌上公司的”讨
论小组“，注意到有人发布关于 
A. O. 史密斯公司的一些非常敏感
的信息，包括一些我认为是机密的
新闻。我是否应该在网上对此事作
出回应或做些什么？”

 
解答：   不要在网上回应，因为这将有可能

使情况变得更糟。相反，请立即联
系人力资源部或法务部并告知他们
您的顾虑。散播内幕消息属于违法
行为，即使参与的个人并未从“小
道消息”中获取个人利益。如果有
必要，我们会联系相应的执法机构
调查这起信息滥用事件。

内幕消息与证券交易

作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A. O. 史密斯
公司有义务尽快向大众投资者通报所有
的重要信息。重要信息是指理性投资者
在决定是否购买、出售或持有我们的股
票时认为重要的任何信息。例如，与客
户签订的重大新合同、重要的新产品问
世、收购、重大的法律诉讼以及未来销
售及盈利预测等。
 
作为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您可能在
消息发布之前就已获悉。这通常被称为
非公开信息或“内幕消息”。因得知内
幕消息而购买或出售股票是非法行为。
将此类信息透露给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
也是违法的。内幕交易会使您和获得消
息的对方都被罚款和判处监禁。
 
A. O. 史密斯公司的《内幕交易合规政策》详细介绍了如何妥善处理内幕消息。请记住，我们的
政策适用于客户、供应商和公司的内幕消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或希望得到一份《内幕交易
合规政策》的副本，请联系法务部，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aosmith.com，或访问 AOSNET
上法务部的“合规与道德”部分。
 

问题：   我们的新供应商负责提供在下个月推出的新产品的一个关键部件。我有一种预感， 
新产品上市后，该供应商的股票价格会上升。我现在可不可以购买该供应商的股票？

 
解答：   不可以。这将构成非法交易内幕消息，即使您未使用 A. O. 史密斯公司股票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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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公司最近聘请了竞争对手的原
总工程师（她还没有签订”不竞
争“协议）。我们可以询问她关
于前雇主的新产品计划吗？”

 
解答：   如果询问的内容有关任何专有或

非公开信息，则不可以。事实
上，应该提醒她，她不能主动地
评论她的前雇主的任何专有信
息，否则她和 A. O. 史密斯公司
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或诉讼。

竞争与公平交易

我们力求公平、正当地战胜竞争对手。每一名
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都应努力与公司的客
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员工进行公平交易。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搜集和分析竞争对手的
信息是一项重要和必要的活动。对积极进取的
员工来说，获得竞争信息的公共资源很多，如
年度报告、互联网站、新闻动态、展销会和股
票分析报告等。
 
我们不希望您用不正当、不诚实或非法手段试
图获取竞争情报。盗窃、非法侵入、窃听等手
段都是明令禁止的。谎报（如冒充客户以获取
敏感数据）同样违背我们的指导原则。
 
所有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均不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操纵、隐瞒、滥用特权信息、歪
曲事实或采取任何其他蓄意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有时候，您可以从非公开来源或第三方获得竞争信息。对这些情况要格外小心，在处理此类信息
来源时，您必须谨记遵守道德标准和所有适用的法律。
 
同样，切勿对其他公司（包括竞争对手、其员工和产品）做出虚假或误导性的评论。请在描述我
们和竞争对手的产品时使用公平和准确的比较。最佳做法是强调 A. O. 史密斯公司产品或服务的
优势。

 
问题：   “我得到进入竞争对手的计算机的密码。我可以用它来获取他们的产品成本信息吗？”
 

解答：   不可以。这种电子侵入是非法行为。“黑客侵入”竞争对手的计算机、下载竞争对手
的计算机文件以及从第三方获取竞争对手的计算机文件的行为都是禁止的。

 



反垄断

A. O. 史密斯在所有服务领域都积极而独立地进行竞争。我们与竞争对手、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
以及定价和其他市场活动都遵守一系列“反垄断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法是基于同样的
原则，即如果企业积极竞争， 不与其他公司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和默契时，那么公众获益最大。
 
A. O. 史密斯公司遵守以下反垄断法，无一例
外。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如果因工作关系
接触竞争对手、客户或供应商，那么就有责
任遵守我们的反垄断政策。
 
就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而言，您绝不可在以下
方面达成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或默契：

 • 固定或控制价格；

 •  分配产品，划分市场或地区;

 •  联合抵制某些客户或供应商；或者

 •  阻止或限制生产、销售或分销任何产
品。

与客户打交道時，您不可以：

 •  未经法务部批准即确定价格，客户必
须以此价格出售 A. O. 史密斯公司的
产品；

 •  威胁客户，若他们不以建议零售价出
售 A. O. 史密斯的产品，则将切断货
源；

 •  未经法务部批准，向竞争客户提供不
同的价格、服务或促销回扣。

 
A. O. 史密斯可向供应商采购产品，但是反垄
断法禁止以供应商采购公司产品为条件而达成的协议和默契。
 
你们中许多人可能会参与行业协会或其他专业组织，从而接触到竞争对手、客户或供应商。请记
住，反垄断法适用于正式和非正式沟通，以及书面或不成文的协议或默契。当您参加任何一个行
业协会或其他组织的活动时，始终要牢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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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最近的一次展销会上，我
被邀请与竞争对手的销售人员
共进早餐。我们谈论了一些一
般性话题，然后讨论话题转到
我们对某个特定客户收取多少
费用。我并没有发表很多谈
论，也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定
价信息。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
反垄断法？”

 
解答：   这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您处

于一种可能违法的情况。什么
都不说有时可以被解释为同意
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最好的
行动是当时在餐桌上就告诉大
家讨论的话题是不恰当，并立
即离开。在未来，最好避免这
些情况，以将您的风险降到
最低。



“如果我们希望 
看到世界上发 
生某种改变， 
我们必须成为 

改变本身”

—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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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反垄断法可能会对 A. O. 史密斯公司，并可能对您造成
严重后果。公司和您都可能会受到重罚，在某些情况下，您还
可能会被监禁。如果您在参与任何交易的过程中有关于反垄断
的疑问或顾虑，请联系您的上司、人力资源部或法务部。

贿赂 

虽然商业惯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可能不尽相同，但作为
一名 A. O. 史密斯公司的员工、管理人员或董事，您在任何时
候都不得行贿或受贿。
切勿为达到以下目的而提供金钱、礼物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 收到客户订单；

 • 换取有关竞争对手、客户或供应商的信息；

 • 避免支付罚金、许可费用或其它政府税费；

 • 试图影响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的决定；或者

 • 获得不当业务优势。
 
如果您确信顾问或代理人将把您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金额用于贿赂，那么您可以拒绝支付。公司仅
保留声誉良好和有资格的业务合作伙伴，不会与可能参与腐败活动的业务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有
一个好方法（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是坚持每笔业务交易都有采购订单或合同，不要使用现
金或现金等价物进行支付。

A. O. 史密斯公司及其管理人员、董事和员工都必须遵守公司的《反贿赂政策》，并遵守所有适
用法律的文件和精神，包括反贿赂和反腐败法。A. O. 史密斯公司还有政策要求第三方遵守上述
这些法律，并在适用情况下，遵守《反贿赂政策》。不容忍非法活动和不道德行为。此外，尽管
某些为了加快或确保例行政府服务项目进行而支付“便利费”可能并不违反美国《外国腐败行为
法案》，这些款项往往违反 A. O. 史密斯公司业务所在国的法律，因此 A. O. 史密斯公司禁止支
付便利费。

 

问题：   “我们正在与国外的一家公司谈合同。我们与该公司的主要联系人是一位外国官员。
我得知这个国家的惯例是宴请官员并提供娱乐活动，而建议的宴请地点很昂贵，包括
娱乐在内可能需要花费1万美元。我是否应该准备举办招待活动呢？”

解答：   不应该。美国司法部的指导方针表明，根据美国《外国腐败行为法案》，这种情况属于
违法和不当旅行和娱乐开支。这种行为也可能违反其他国家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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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我们正在考虑与另一家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我得知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付钱给政
府官员，为与这些官员任职的国有企业谈成利润丰厚的合同。鉴于 A. O. 史密斯公
司本身并没有支付这笔资金，有必要对此产生顾虑吗？”

解答：   有必要。包括美国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在内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禁止通过第三
方或中介机构行贿。与第三方相关的常见问题包括：支付第三方代理或顾问的费用
过高、给第三方分销商不合理地大打折扣、仅包括含糊描述服务的第三方“咨询协
议”、第三方顾问从事的行业与其提供咨询的行业不同，以及第三方与该外国官员
有亲戚关系或有密切联系。

 

专利、商标、版权与知识产权

A. O. 史密斯多年开发得来的知识和技术是公司的重要资产。与其他任何资产一样，我们竭力
保护这些知识，使其不落入竞争对手手中。此资产的形式可以是产品设计、计算机程序或文
件、流程说明和业务实践。有多种方法来保护
这些知识和技术（也称为“知识产权”）：

 •  公司可以选择将这些知识和技术作为商
业秘密或自有工艺保护，不向外界公开
任何信息；

 •  公司可选择为产品或工艺申请专利。 
A. O. 史密斯业务所在国政府颁发的专
利表明我们发明了该产品或工艺，而且
该发明在特定的时间内不能被竞争对手
复制；

 •  为保护市场上的某个产品或服务的名
称，我们可以申请商标；

 •  版权使我们能够保护说明书、视频、计
算机程序、网站及相关业务的内容不被
复制。

问题：   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努力
从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获得许
可，以便我们能够向那个国
家出口我们的产品。政府官
员已表示可能很快就会授予
许可，但在他的国家，惯例
是向他的慈善基金会捐钱以
加快获得许可的进度。这种
做法可以接受吗？

 
解答：   不可以。这是不当付款， 

即使付款可能是慈善性质。



任何从事新产品或新程序开发的人员都应
该与公司的专利委员会协调工作。委员会
将对创意进行评估，确定是否可以为其申
请专利。委员会将与公司外部的专利律师
合作，以确保在专利调查和申请的过程中
正确地遵守所有程序。
命名新产品或服务时，您应该请法律事务
部进行商标搜索。如果您选择为新产品或
服务的名称申请商标，A. O. 史密斯法务
部将帮助您获得商标，并告诉您保护商标
的方法。
 
 
商业礼物

给予或接受礼物是一个很困难的话题，需
要良好的判断力。通常情况下，诸如笔、
咖啡杯、棒球帽或食物篮之类的廉价礼物
是建立良好业务关系的一部分。但是，大
宗或昂贵的礼物会被视为贿赂，必须加以
避免。
 
A. O. 史密斯公司不禁止以下小礼物和娱
乐支出：

 •  非经常、惯例、金额合理；

 •  不违反当地有关礼物和接待的规范
或者接受方的行为准则；

 •  提供或给予礼物的意图不是对接受
礼物的人施加不当影响； 

 •  遵守 A. O. 史密斯公司的流程和限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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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我得到某种软件的副本，以在某个
项目中使用。我注意到软件标签有版
权标志。有必要为此顾虑吗？”

 
解答：  是的。计算机软件也受保护，未经授

权不得擅自使用。您必须确定您是否
取得了使用这个软件的适当许可。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T部门。

问题：   我正计划家人到夏威夷度假。一名供
应商提到他在夏威夷有一个公寓。我
问他我是否可以使用他的公寓，他表
示同意，还说我不用向他支付任何费
用。这样做可以吗？

解答：  这是不当索求，您不应该使用这名供
应商的公寓。如果您从供应商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他或她可能会感到有
压力让身为客户的您感到高兴。 此
外，这种安排可能会导致实际或可能
的利益冲突。可以认为这份礼物将影
响基于我们的业务需求来选择供应商
的能力。如果您对礼物是否适当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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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礼物（续）

同样，简单的业务招待属于正常的业务范畴，如请客吃饭或邀请客户观看体育赛事。禁止更大规模的
娱乐形式，如支付或接受旅行费用。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得向供应商、客户或其它个人或组织要求或索求礼物。
 
如果您不清楚某种特定礼物或娱乐形式是否被禁止，请咨询您的上司、人力资源部或法务部。

问题：   “别人给我寄来了一份不恰当的礼物，但无法退回。我应该怎么办？”

 
解答：   将该礼物上交给法务部或人力资源部经理进行处置。

政治捐款

我们鼓励员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支持其选择的候选人。然而，A. O. 史密斯公司没有授权任何员
工、管理人员或董事向政治家、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公司捐款。
 
公司在美国赞助一个 A. O. 史密斯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AOSPAC），设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让
A. O. 史密斯公司的员工共同支持表示支持公司员工、产品和利益的候选人。任何美国公民参与 A. 
O. 史密斯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行动纯属自愿。

 
问题：   “我的上司告诉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最喜欢的竞选公职的官员捐款。尽管我 

不同意这个上司的意见，但是我感到了捐款的压力。我必须捐款吗？”
 
解答：   不是必须的。A. O. 史密斯公司不限制您的个人政治活动或您使用个人资金。这意味 

着您可以自主地支持您选择的候选人或政党，也可以选择不参加政治活动。您的上司 
不得利用职务之便或将公司资源（包括他的工作时间）用于政治竞选。您应该立即把 
这种情况举报给人力资源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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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文档记录、记录管理与税收

可靠的信息对企业成功经营而言至关重要。记录和报告应该准确、及时、完整并符合美国普遍接受的
会计准则。您应对自己撰写的任何报告或保存的任何记录负责。这包括销售记录、生产记录、花费报
告、库存或废旧报告、环境记录、会计记录，以及任何其他业务相关报告、转述本或记录。如果您在
公司帐簿或记录上发现任何不准确、虚假或误导性条目，请立即报告您的上司、公司首席财务官、法
务部或拨打正直援助热线。正直援助热线的电话内容将直接汇报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公司有政策规定记录应该保存多久。您有责任按照这项政策将记录保存足够长的时间，然后销毁记
录。如果您对记录的保留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法务部。
 
A. O. 史密斯公司在公正、准确地报告纳税义务和及时缴纳税款方面一丝不苟。我们遵守所有外国和
美国税法以及外汇管制法。切勿代表公司参与任何违反法律的交易。
 
 
问题：   “我的一个同事提交了不准确的花费报告，而且想要报销她从未购买的物品和餐点。 

我向上司举报了这一行为，但这种做法仍在持续。我是否应该拨打‘正直援助热线’ 
举报呢？” 

 
解答：   是的。公司财务记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如果您的顾虑未得到解决， 

您应该向法务部或正直援助热线举报。



贸易合规
 
我们的国际活动必须遵守美国以及我们业务所在地的其他国家的贸易法规。如果您不清楚其他国家或
任何物品的进出口贸易规定，请咨询贸易合规部或法务部主任。
 
美国禁止与被列为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支持者以及贩毒集团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开展业务。这一名单
包括可能参与开发化学或生物武器、开发弹道导弹，以及在某些国家从事敏感核活动的“终端用户”。
我们必须遵守此限制方名单，这对我们作为全球供应商的声誉至关重要。
 
美国还对若干国家/地区实行制裁和贸易限制。法务部可以告知您针对特定国家/地区、个人和实体实
行的制裁政策以及其他监管制裁。
 
我们进出口的任何物品都必须准确分类，并分配正确的关税编号，以便应用并支付相应的关税。准确
地确定特定商品、信息或服务属于哪项法规管辖是至关重要的，以确保该商品、信息或服务按照出口
管制被适当地确定、保护、处理和转移。
 
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坚持遵守美国反抵制法。这些法律禁止我们参与未经批准的抵制（拒绝与某些
国家或民族开展业务）。反抵制法的目的是要求美国公司（包括其海外子公司）拒绝参与美国不认可
的外国抵制。换句话说，禁止美国公司（包括其海外子公司）与其他国家合作，违反美国的抵制政
策。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我们在抵制原产地为以色列的商品和服务的国家与客户或供应商打交道时，
最有可能遇到受规管抵制的情况。当您看到或听到可能涉及采取行动或提供与未经授权的抵制有关的
信息的声明或请求时，请通知法务部。如果您不确定任何国家的抵制状态，请联系贸易合规部。
 

全球

“事情的真相是您一直知道 

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困难的是 

付诸实践。”

—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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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一名客户的代表说他或她
将不会接受任何其部件是在
某个国家生产的产品。我应
该如何回应？”

 
解答：   不要参与任何这样的讨论。

向贸易合规或法务部主任举
报对话内容，他或她可以告
诉您下一步如何做。

海关贸易合作反恐计划（C-TPAT）

令 A. O. 史密斯公司引以为豪的是加入了由美国海关
和边境保护局发起的旨在加强进口商的供应链和边
境安全的海关贸易合作反恐 计划（“C-TPAT”）
划。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对于员工的安全、设施
的安全以及产品的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求
国际供应商在包装、装箱和将产品运送到我们的设
施的过程中实施安全程序。我们的员工在接收来料
和部件、包装成品和装车交付客户时也遵守相应的
安全程序。我们希望每一名员工都遵守这些安全程
序，以确保我们的产品得到妥善和安全的处理。公
司还采用相应体系和程序来帮助维持我们设施的安
全。这些体系和程序包括访客登记程序、员工身份
证和设施周边安全。我们希望您认同我们的承诺，即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如果您在工厂内看到
任何您不认识的人员或任何可疑活动，请报告您的上司或工厂经理。我们的供应商网络、我们的公
司、甚至美国的安全可能有赖于我们每个人都保持警惕，并报告可疑活动。

问题：   “我在运送和接收部工作，注意到一名携带包裹的男子站在我们的卡车拖车旁。他没 
有佩戴任何员工证或访客徽章。我是否应该上前询问他在做什么？”

解答：   禁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拖车存放和装车的地点。该陌生人携带的包裹中可能有毒品、 
武器或其他违禁品。虽然上前并询问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是谁或他在工厂做什么的做法 
本身没有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更安全的做法是立即联系您的上司。如果联系不到 
您的上司，请尽快联系您的工厂经理或人力资源部经理。

供应链的诚信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已通过数项适用于制造商和供应商（包括关于贩卖人口、冲突矿物以及化学品和有
害物质的法律）的法律。A. O. 史密斯公司致力于遵守这些法律和法规，并希望其供应商也这样做。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法务部。



总结

我们所有人都为我们的声誉感到极为自豪，并因身为 A. O .史密斯这样的公司的员工而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铭记：即便是像我们这样长期以来拥有极佳声誉的公司，公司声誉也可以因疏忽
而毁于一旦。重要的是学习和理解我们的《指导原则》，而同样重要的是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这些指导原
则。公司希望每一名员工、管理人员和董事都遵守这些原则。任何豁免都必须由工厂经理或人力资源部
代表以书面形式预先批准。我们对管理人员和董事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对管理人员或董事的任何原则免
除必须由董事会或董事委员会进行审查和批准，并将及时地在公司的网站（www.aosmith.com）上披
露。

请记住，恪守 A. O. 史密斯公司的指导原则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如果有人无意或故意选择忽视我
们的标准，我们都将深受其害。如果您发现非法或不道德的情况，请告诉我们，或者拨打正直援助热
线。我们辛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卓越声誉不能因个别的疏忽事件而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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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  田纳西州阿什兰市 

（Ashland City, Tennessee）
 •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Austin, Texas）
 •  印度班加罗尔市 

（Bangalore, India）
 •  英国班伯里市 

（Banbury, United Kingdom）
 •  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  田纳西州库克威尔市 

（Cookeville，Tennessee）
 •  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 

（El Paso, Texas）
 •  加拿大安大略省宏泰市 

（Fergus, Ontario, Canada）
 •  肯塔基州佛罗伦萨市 

（Florence, Kentucky）
 •  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市 

（Franklin, Tennessee）
 •  俄亥俄州格罗夫波特市 

（Groveport, Ohio）
 •  德克萨斯州霍尔特姆城 

（Haltom City, Texas）
 •  越南河内 

（Hanoi, Vietnam）

 •  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 
（Irvine, California）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 
（Istanbul, Turkey）

 •  田纳西州约翰逊市 
（Johnson City, Tennessee）

 •  墨西哥华雷斯市 
（Juarez, Mexico）

 •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 
（Knoxville, Tennessee）

 •  田纳西州黎巴嫩市 
（Lebanon, Tennessee）

 •  中国溧水
 •  南卡罗来纳州麦克比市 

（McBee, South Carolina）
 •  中国南京
 •  华盛顿州兰顿市 

（Renton, Washington）
 •  中国上海
 •  加拿大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市 

（Stratford, Ontario, Canada）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杰贝阿里 

（Jebel Ali,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  荷兰费尔德霍芬市 

（Veldhoven,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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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办事处
 •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 

（Milwaukee, Wisconsin）
 • 中国南京
 • 香港特别行政区

集团技术中心
 •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 

（Milwaukee, Wisconsin）



“对一个人的评价 

是看他的行动， 

而不是他说的话。”  

 —未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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