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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uel的来信

在Kraft Heinz，我们致力于道德和诚信，这是我们所做一切的基础。无论我们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有一套共

同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塑造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运作方式。

公司价值观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在制定集体路线时提供清晰的信息。该套价值观设定并确立我们的方向，是公司

的“北极星”。他们提醒我们所有人——个人和团队——为什么我们所做的工作很重要。

我们的六个价值观都以 WE 开头是有原因的。它们反映了我们对彼此以及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承诺，也反映了我们每

天为之努力想成就的公司。这六个价值观提醒我们，虽然时代和品味可能会改变，但塑造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永远不

会。

我们的价值尤其如此。要做正确的事：我们要以诚实正直的态度领导，致力为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我们所服务

的社区做正确的事。与它密切相关的是我们拥有它的价值。我们不仅要负责，而且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共同

努力建立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东西。

这意味着我们要言出必行，做出艰难的决定且坚定不移。努力奋斗，但不至于破坏规则。就算情况艰难，时间和环境

如何变化，我们也要做正确的事。

这对全球消费者很重要，因为我们生产的食品和饮料产品在他们的家中和餐桌上，每天都与他们的家人分享和享

用。只要以诚信行事，他们就可以信任我们全球和本地品牌的质量，并乐于把产品交给家人享用。诚信对我们的客

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很重要，他们期望我们始终保持诚实和道德。

我们每天都践行道德规范，无论我们的员工是在芝加哥还是匹兹堡的联合总部工作……或在墨西哥或荷兰的Heinz

西红柿酱工厂……或在位于密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 Oscar Mayer 工厂……或在中国、巴西或英国制作酱汁……

或在新西兰制作Wattie的冷冻食品。这意味着永远没有妥协或辩论的余地。

在Kraft Heinz，我们始终做正确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正途。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实现我们的宗旨，让生活变

得美味，并实现使我们成为一家公司的价值观。

Miguel Patricio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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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壤到餐桌全程拥有产品，保护消费者”
— H.J. Heinz

“说到做到，言出必行”
— JL Kraft



我们的宗旨、愿景、价值
观和领导原则
我们正在书写Kraft Heinz历史的下一个篇章。正如指南针提供指导和清晰度一样，我们的目标、愿景、价值观和领

导力原则共同构成了集体路线。这些原则设定并确立了全新方向，成为公司的“北极星”。消费者是我们所做一切的

中心——从我们世界级标志性品牌的质量到我们对我们生活、工作和开展业务的社区的承诺。这些原则提醒员工（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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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宗旨是鼓舞人心的行动号召——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它日复一日地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毕竟，我们

是一家食品和饮料公司——我们的产品和品牌能够激发欢乐，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难忘的

时刻。凭借专注和热情，我们为消费者及其家人提供他们了解、喜爱和信任的产品。很简单，我们帮助养活世界——

而且我们做得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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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一个简单的内部宣言，表明我们渴望做的事。它指明了我们作为一家公司的目标，以及计划在未来

几年实现的目标。它明确了我们的雄心——其背后是增长的概念。我们打算持续增长，包括顶线和底线增长。

我们将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在逐年实现财务增长的同时，通过关心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和社区，

以正确的方式做到。

通过取悦消费者——满足并超越他们在风味和口味方面的需要、想要和渴望，让他们感到高兴——我们将推动

品牌资产和忠诚度。当更多消费者有这种感觉时，我们将能够提高我们的品牌渗透率和销量。我们计划在全球

范围内这样做，将产品扩展到世界各地和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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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通过践行价值观来实现目标。这六个核心信念将目标变为现实。它们构

成了我们的共同语言，定义了共同文化，并反映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成就的公

司。

六大价值观都以 WE 开始——这是我们的员工对彼此以及对世界各地消费

者的承诺。成为世界领先的食品和饮料公司之一是一种荣幸，也是一项巨大

的责任。时代和品味可能会改变，但塑造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永远不会。

我们心系消费者。
我们是一家由食品爱好者组成的企业，我们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占据独特地

位，备受家庭喜爱。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以赢得他们的忠诚和喜爱。消费者是我

们一切工作的核心，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创造力文化，以预测和响应消费者对未

来的需求，并通过无与伦比的品牌产品组合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美味的食品。

我们支持精英人才。
我们任人唯贤。吸引、培养和发展人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杰出的团队拥有远

见卓识，知道该做什么，并且为目标勇往直前。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的

力量。我们的团队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同凡响。

我们做正确的事。
我们看重诚信和正直。我们始终与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我们

所服务的社区一起做正确的事。我们积极保护环境，制造高质量、负责

任的产品。

我们具有主人翁意识。
我们负起责任，每天都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事，对事业表现出承诺和信念，做 出决策并将这

项事业视为个人事业。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共同建立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事物。

我们需要多元化。
我们互相包容。所有的声音都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倾听，并且真正努力倾听

不同的观点。多元化背景和视角使我们更强大、更有趣、更创新。

我们精进不休。
我们一直在持续改进、不断挑战现状的征程之上。我们的好奇心确保我们不断学习、努

力工作，日益精进。我们致力于提高效率，勇于投入我们的事业，促进业务不断增长。



我们的领导原则

我们的领导原则——协同工作，洋洋团队精神、激发卓越和展望我们的未来——作为我们将如何交付成果和激

活价值观的路线图。这三个原则是相互关联和直接相关的。无论职位或级别如何，所有Kraft Heinz员工都有

责任发展领导技能。我们认识到，强大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必须得到培养，以便我们发展全球业

务，培养高绩效的人员和团队，并实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拥护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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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HOW WE

激发卓越

降低复杂性

快速、敏捷行动

培养终身学习习惯、 
好奇心和创造力

展望我们的未来

定义目标

充分发挥员工潜力

勇敢面对不确定性

协同工作， 
发扬团队精神

展示团结的力量

富有同理心和爱心 
 

激励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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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正确的事。 
每天、每次如是。
Kraft Heinz行为准则，或简称 “准则” ，是确保每天做正确事情的指南。无论是与客户、业务合作伙伴、股东还是同

事打交道，此准则皆适用。

准则是我们确保以Kraft Heinz方式做事的出发点。但是，本准则无法涵盖您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当出现新

的或不寻常的情况时，请记住“我们的力量”，这是成功的真正秘诀。我们都指望彼此能够做出良好的判断， 并在不确

定前进的道路时谦虚地寻求帮助。

导言



违反准则会有什么后果？

不遵守本准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我们有人违反本准则时，可能会使

其他员工、消费者、公众或Kraft Heinz的声誉面临风险。违反本准则

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包括终止雇佣关系（这也是最高处罚）。在非常

严重的违规行为中，甚至会对相关人员或 Kraft Heinz 产生民事或刑

事法律后果。承包商或业务合作伙伴未能遵守本准则可能会导致其与

Kraft Heinz的关系终止。

Kraft Heinz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虽然Kraft Heinz在美国注册成立，但我们是一家在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开展业务的全球性公司。因此，无论在哪里开展业务，我们都必须遵

守涵盖工作所在地的各种法律和法规。对于许多事项，我们必须遵守

美国法律和法规，即使我们在美国境外开展业务。如果当地惯例或习俗

与我们的准则和法律相冲突，我们应始终遵守我方准则和法律。Kraft 

Heinz法务部可以在您遇到问题时提供指导。

行为准则适用对象是？

本准则适用于Kraft Heinz的所有人。这包括Kraft Heinz全球所有子公司

的所有员工、董事会成员以及临时员工和合同员工。我们都对彼此负责，并

且在Kraft Heinz中所有工作中必须遵守本准则，无论是在办公室、制造工

厂，还是在消费者、供应商或社区互动的任何时候。

我如何使用准则？

Kraft Heinz行为准则分为 5 个大类，涵盖您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不同风

险和行为。其中一些类别重叠，您将遇到本准则未直接解决的问题。请确保

自己了解适用于您的规则。如不确定，请向经理、人员与绩效部门、法务部

或道德与合规团队寻求帮助。请记住“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可走得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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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ft Heinz每个人的责任

•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做正确的事”。运用良好的

判断力并在行动前三思。

• 如果看到或怀疑有不当行为或不道德行为，请大声说出来。

• 记住“我们的力量”——当你不确定时寻求帮助。

• 了解并遵守本准则、Kraft Heinz政策和程序，以及适用于您在Kraft

Heinz工作的所有适用法律。

• 及时完成所有指定的有关守则和其他道德与合规相关主题的培训。

• 在回应调查或审计时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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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ft Heinz经理和领导的职责

Kraft Heinz的经理们拥有“我们的力量”。

• 以身作则，为团队示范做正确的事意味着什么。

• 创造美好环境，让团队在进行真实和可信的对话时感到自在，的团队

可以放心地提出疑虑，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 帮助团队了解他们在本准则、其他公司政策和适用法律下的责任。如

果您或团队成员对如何做正确的事情有疑问，请寻求帮助。

• 创造机会讨论行为准则，加强道德和合规性对团队的重要性。

• 提醒员工，结果实现方式与结果本身一样重要。

• 通过倾听团队并支持提出问题或提出疑虑的员工，以同理心和关心

的方式经营。

• 切勿报复或让团队中的其他人报复任何提出疑虑或问题的人。

Kraft Heinz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
作伙伴的责任

• 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作为Kraft Heinz承诺的合作伙伴，当以诚信

和道德的方式开展业务。

• 所有Kraft Heinz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必须确保遵守Kraft Heinz

供应商指导原则。



代码修改

我们知道，准则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情况，尤其是当合同或当地法律出现问

题时。Kraft Heinz保留必要时修改本准则的权利。 如何提出疑虑或寻求指导

当我们对做正确的事情有疑问或想要报告疑虑时，我们都有责任直言不

讳。

如果你看到了特别情况，请尽快说出来。如果您等待，情况可能会变得更

糟。在报告不当行为时表明自己的身份会很有帮助，因为这将有助于提供反

馈并协助调查该行为。

您也可以使用Kraft Heinz道德热线匿名举报可疑的不当行为或提出问

题。Kraft Heinz帮助热线可在kraftheinzethics.com上找到，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开放，让您可以在线或通过电话报告疑虑或提出问题。Kraft 

Heinz帮助热线由独立的第三方运营，该第三方专门从事机密和匿名的员工

和业务合作伙伴报告。当您通过帮助热线进行举报时，一份基于网络的表格

将发送至Kraft Heinz道德与合规团队，以便对您的问题或疑虑做出回应。

您将有机会设置密码，让您可以再次签到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或检查您的

问题的状态，同时仍然保持匿名身份。

Kraft Heinz道德与合规团队审查所有不当行为报告，并将确保任何可能违

反准则、 Kraft Heinz政策或法律的行为由适当的职能部门调查，具体取

决于报告的性质。举报后，调查员可能会与您联系，以便收集有关您举报的

更多信息。如情况许可，您将收到有关调查状态的更新。但是，出于隐私考

虑，您可能不会收到有关调查结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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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问：我是经理，如果团队中有人向我提出与准则有关的问题或疑虑，该怎么

办？

答：请仔细聆听并重视员工的问题或疑虑。如果可以，请回答问题，但不要

认为您必须立即做出回应。如有需要，请向其他经理、从道德与合规团队或

人员与绩效等公司资源寻求帮助。 如果员工提出可能需要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查的问题，请联系道德与合规团队或人员与绩效等公司资源以报告该

行为



禁止报复

我们知道，挺身而出分享疑虑需要勇气。我们不允许任何对善意提出问题、

报告问题或协助调查不当行为的人进行报复。如目睹任何不正确的事情，您

应马上报告（即使您认为问题很小或难以确定）。当您善意举报不当行为，

即使事实证明您是错误的，您也不会受到报复。任何报复的人都将受到纪律

处分，包括终止雇佣关系。如果您遭到报复或目击他人遭到报复，请立即向

道德与合规团队 (ethics@kraftheinz.com) 或帮助热线报告。

帮助指南

寻求帮助的途径有很多。以下资源都可以帮助您：

• 您的经理或您信任的其他经理

• 您的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或人员，或绩效团队的其他成员

• Kraft Heinz道德与合规团队 (ethics@kraftheinz.com)

• Kraft Heinz法律部

• Kraft Heinz热线

1414

问与答：

问：什么是报复？

答：报复可透过多种形式出现，但最常见的是工作调动或降级、减

薪、改变工作时间/轮班或解雇。报复还可以包括对员工的敌对行

为或态度。 

问：我如何使用Kraft Heinz道德热线进行举报？

答：请访问KraftHeinzEthics.com。从那里您可以使用网络表单进

行报告或提出问题，也可以找到所在地的电话号码，您可以使用该

电话号码联系代表进行报告或提出问题。

再咬一口

» 畅所欲言和调查政策

» 畅所欲言报告升级政策

» 供应商指导原则

问与答：

问：你希望我报告什么样的违规行为？

答：您应该报告任何可能违反法律、准则或Kraft Heinz政策的情况。以下

是可能出现的问题示例：

• 可能的歧视或骚扰

• 员工安全或工作场所暴力问题

• 食品安全或质量问题

• 会计或审计违规或失实陈述

• 欺诈、盗窃、贿赂和其他腐败的商业行为

• 竞争法或内幕交易违规

• 侵犯人权

• 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 适用于您工作的任何国家、地区、部落、州或市法律要求的指南。

https://www.kraftheinzcompany.com/ethics_and_compliance/supplier-guiding-principles.html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Speak%20Up%20and%20Investigations%20Policy&Tab=SI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Speak%20up%20Report%20Escalation%20Policy&Tab=S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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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作场所做正
确的事。

员工是Kraft Heinz最重要的资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的机会分享

Kraft Heinz的成功。我们维持一个基于精英管理、高尚和尊重、没有骚扰和

歧视的工作环境。



这就是我们拥有它的方式

• 无论您在卡夫亨氏的级别如何——以身作则，通过您的言行培养包容性文化。

• 尊重我们每个人带来的不同背景、文化和想法。

• 无论您的角色如何，请在您的工作中采取行动来支持我们的愿望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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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多元化。
多样化的背景和观点使我们更强大、更有趣、更创新。我们的员工反映了无数方面的多样性，我们包容性的工作场所文化

释放了来自公司内不同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

我们正在Kraft Heinz的旅程中创造一个让我们的员工有归属感，可以将他们独特的观点和想法带到工作场上的场所，

并在尽最大努力的同时发展伟大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正在努力实现我们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归属感。

愿景：到2025年，我们将在我们的管理职位内实现性别均等，在我们经营所在国家/地区实现人口均等，并提高包容性。

我们还将继续寻找方法从外部验证我们是一家关心和重视包容性的公司。通过这样做，我们将继续展示我们对建立具

有独特优势的多元化团队的承诺，这些团队在我们的包容性环境中茁壮成长。

我们在工作场所做正确的事



我们支持尊重和非歧视的工作场所

务必尊重所有Kraft Heinz员工、求职者和业务合作伙伴，不论其种族、肤色、民族、国籍、宗教、年龄、残疾情况、性别、

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性别、退伍军人身份、或受适用法律保护的任何其他特征如何。所有雇佣决定，包括雇佣、培

训、晋升和薪酬，都必须没有任何歧视，并且必须基于每个员工或申请人的资格、表现和能力而决定。当工作场所没有歧

视时，我们就能茁壮成长。

我们不会容忍任何人（包括公司的任何主管、员工、承包商或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在工作场所进行任何形式的骚扰（无论

是性骚扰还是非性骚扰），或任何其他攻击性或不尊重行为。Kraft Heinz在任何开展业务的地方都遵守禁止骚扰的所

有适用法律。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任何骚扰或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包括不受欢迎的语言、视觉表达、

身体或其他任何类型的行为，以免使他人在工作中感到不舒服或不受欢迎，或造成恐吓、冒犯或敌意的工作环境。骚扰

取决于您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意图在此不是重点。如果您遇到歧视或骚扰，或目睹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请大

声说出来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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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耐心并同情地倾听。考虑一下我们全球公司的其他人会如何看待您的言行。

• 以专业和尊重的方式进行交流。避免威胁、辱骂或提高嗓门。

• 让人们充分发挥其潜力。以正确的方式雇用、留住和晋升—基于功绩和资格。

• 不歧视，也不容忍歧视。

• 遵守骚扰和歧视法律以及Kraft Heinz政策。了解哪些行为被视为骚扰或歧视。

问与答：

问：当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月度目标时，我的经理会对我们团队的成员大吼大叫。这会是骚扰吗？

答：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这听起来像是在营造一种消极的工作环境，且违反了相互尊重的要求。我们

可以在尊重对方的同时，不同意并追究对方的责任。 欢迎向人员与绩效、道德与合规团队报告疑虑，

或向Kraft Heinz帮助热线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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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骚扰和歧视政策

我们在工作场所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Harassment%20and%20Discrimination%20Policy&Tab=HDP


我们要求工作场所安全

无论在哪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员工、业务合作伙伴以及设施内和周围的任何其他人提供安全和健

康的工作场所。每个人都有责任遵守适用的工作和设施的健康与安全规则和做法。我们必须始终以安全的方式履行职

责，包括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仅按照说明操作机器，以及在有安全隐患时采取适当行动。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不受毒品或酒精影响的情况下工作。请记住：任何可能损害我们的判断力或身体表现的物质最终都

会伤害我们的同事和消费者。不得在Kraft Heinz场所内或在工作日期间使用大麻或非法药物。您不得在Kraft Heinz

场所内或在工作日期间饮酒，在Kraft Heinz社交活动中允许饮酒的情况除外。

我们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欺凌、欺侮或恐吓行为或威胁（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口头上）。这包括任何可能导致他人感

到受到威胁或不安全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遵守我们每个地点的安全指南。您有责任维护一个没有安全风险或健康危害的环境。

• 当风险或意外危险出现时，迅速安全地采取行动以控制它并立即寻求帮助。

问与答：

问：我在工厂的工作站看到安全隐患——我应该向道德帮助热线报告吗？

答：安全是每个人的目标，任何危险都应尽快解决。您应该首先报告潜在安全或质量危害的地方是您工

厂的主管或当地安全团队的人员，以便可以立即解决危害。如果您不认为自己在当地得到了适当的回应，

请将其上报至帮助热线以寻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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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全球操作风险管理安全手册

» 全球操作风险管理安全规则

» 全球操作风险管理培训材料

» 骚扰和歧视政策

» 全球人权政策

我们在工作场所做正确的事

https://www.kraftheinzcompany.com/pdf/Global_Human_Rights_Policy092619.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com_glborm/Pages/Playbook_Rules_Home.aspx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com_glborm/Pages/Playbook_Rules_Home.aspx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com_glborm/Pages/Playbook_Rules_Home.aspx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Harassment%20and%20Discrimination%20Policy&Tab=HDP


我们尊重人权

Kraft Heinz致力于在我们自己的运营和整个全球价值链中尊重人权。我们知道尊重人权是成为优秀企业公民和做正确

事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整个价值链中的侵犯人权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Kraft Heinz要求所有员工、承包商、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严格遵守我们的全球人权政策。根据本政策，我们遵守以下

标准：

• 我们禁止在工作场所进行一切形式的辱骂、贿赂、骚扰和歧视。

• 我们禁止童工和未成年就业。

• 我们禁止贩卖、强迫或非自愿的监狱劳工。

• 我们尊重移民工人的权利，确保他们不会受到威胁或胁迫接受雇佣条款或影响他们离开的能力。

• 我们承认并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 我们承认并尊重公平、合法和公平的工作时间框架、工作条件（包括健康和安全）和工资。

• 我们要求工人能够获得干净的水和足够的卫生设施。为工人提供住宿的设施必须清洁、安全且结构维护良好。

• 我们要求所有劳工招聘和雇佣程序以合法和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遵循这些原则并确保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了解全球人权政策对他们的期望。

学习辅助：

Kraft Heinz的全球人权政策以国际公认的标准为指导，包括联合国人权指导原则、国际人权法案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规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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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全球人权政策

我们在工作场所做正确的事

https://www.kraftheinzcompany.com/pdf/Global_Human_Rights_Policy0926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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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市场做正确的事。

提供产品时，我们致力于满足消费者期望和对质量和安全的严格标准。向消费者推销产品，以及与同事、客户

和利益相关者沟通时，都应反映对诚信和透明度的承诺。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让食品安全成为个人责任：立即提出潜在的健康或安全危害问题。

 • 切勿绕过质量控制或走捷径，以免损害我们食品的质量或安全。

 • 在我们开展业务的任何地方，遵守所有适用的食品和消费品安全法。

 • 遵守您工作场所的所有食品健康和安全规程，并在出现问题时迅速做出反应，以确保到达消费者手中的

每件产品都是最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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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作美味、安全和
高品质的食物。
通过向消费者和社区提供美味、安全、优质和有益健康的食品，生活就能变得更美好。我们努力始终如一地提供满足消

费者期望和自身严格标准的产品。我们致力于带来营养价值和食品价值，与产品标签和广告的承诺一致。

问与答：

问：如果发现可能导致未申报过敏原的问题（例如标签错误），我该怎么办？

答：未申报的过敏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根据您的职能，您可能需要通知

品质联系人和/或启动调查。

问：我是否可以灵活地关闭或暂停会减慢生产速度的产品保护装置，例如不断错误拒绝处理的条

码扫描仪？

答：尽管这些错误的拒绝令人沮丧，但调查它们的发生原因很重要。如果条码扫描器一直给出

错误拒绝，请联系主管并寻求帮助。不遵守我们的食品安全要求可能会使消费者面临风险并导

致召回。

再咬一口

 » 优质食品和制造标准

 » 全球食品过敏原政策

 » Heinz番茄酱企业标准

 » 营养政策

 » 婴儿喂养产品的全球标准

我们在市场上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lobal%20FSQ%20Policies/T01%20Quality%20Foods%20and%20Manufacturing%20Standards.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lobal%20FSQ%20Policies/T10%20Global%20Food%20Allergen%20Policy.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lobal%20FSQ%20Policies/T%2007%20Corporate%20Standard%20for%20Heinz%20Tomato%20Ketchup.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lobal%20FSQ%20Policies/T02%20Nutrition%20Policy.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lobal%20FSQ%20Policies/T05%20Global%20Standards%20for%20Infant%20Feeding%20Products.pdf


我们负责任地营销我们的产品
公司的公开通讯—喜欢我们的产品—反映我们对诚信和透明度的承诺。我们以准确、负责任和透明的方式营销、宣传和

标记我们的食品。我们从不试图用关于我们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的产品的不正确或不完整信息来误导我们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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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遵守所有营销和广告法律，确保我们的主张得到证实，使用的方法也合乎道德和法律。

 • 以真实、准确的方式推销食品。切勿使用欺骗或夸大其词。

 • 请特别注意产品向年轻受众做广告的方式。要为儿童健康和营养创造现实期望，诚实是关键。

问与答：

问：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全植物成分的新产品。我们很想在标签上宣传这一点，让消费者知道产品对他们

来说是健康的，而且对环境更好。可以将产品描述为健康，并使用行星图形来突出这些好处吗？

答：我们的所有声明都必须得到证实。要知道，我们使用的术语和图像（例如，“健康”和“基于植物”等

词以及可能暗示环境或其他方面好处的图像/图形）的方式需易于由消费者理解，并且符合所有适用的

监管要求。在使用任何类似的文字或图形之前，请务必与当地产品标签团队和法律部门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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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上市公司通讯政策

 » 全球社交媒体政策

我们在市场上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Communication%20Policies/KHC%20PublicCompanyCommunicationsPolicy_April%202021_FINAL.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Communication%20Policies/KHC%20Global%20Social%20Media%20Policy%20FINAL%2001%2001%202021.pdf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将所有媒体查询和公开信息请求提交给公司事务团队。

 • 将所有财务信息请求提交给投资者关系和外部报告部门。

 • 将所有来自政府和监管联系人的询问提交给法律部。

 • 使用社交媒体

 ›如果您已确认自己是Kraft Heinz员工，在社交平台上为业务活跃或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个人

活动时，请遵守我们的全球社交媒体政策。记住，你的行为会对公司产生影响，会带来其他

行动。 

 ›在发布有关Kraft Heinz 的信息时，请明确表明自己是Kraft Heinz 员工，避免“被欺骗的

感觉”。

 ›明确声明您对公司发表的任何意见都是个人意见，并不反映Kraft Heinz的立场。

 ›请勿披露有关公司、客户、业务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的商业机密信息。

 ›请勿发布任何具有歧视性质或构成威胁、恐吓、骚扰或欺凌的内容。

我们负责任地沟通
Kraft Heinz是一家多元化的大型公司，向同事、客户、利益相关者和全世界发送清晰、一致的信息非常重要。文字

具有力量和意义。当您考虑到文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分享并影响我们喜爱的公司时，您就会开始理解以单一声音传

达清晰信息的价值。

为了确保我们只向公众、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传达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我们指定了一些人作为我们的官方发

言人。除非您获得授权，否则请勿代表Kraft Heinz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23

再咬一口

 » 上市公司通讯政策

 » 全球社交媒体政策

 » 信息保护政策

我们在市场上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Communication%20Policies/KHC%20PublicCompanyCommunicationsPolicy_April%202021_FINAL.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Communication%20Policies/KHC%20Global%20Social%20Media%20Policy%20FINAL%2001%2001%202021.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 Policies/IT Policies/Kraft Heinz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olicy_English.pdf


我们公平竞争
在Kraft Heinz，我们通过取悦客户和不断向上而取胜，在全球都以最高的诚信标准公平竞争。我们公平地赢得市场份

额，而不会滥用已赢得的市场地位。

为了管理竞争行为，世界各地都有反垄断法或竞争法。这些法律很复杂，且因国家/地区而异，但它们的目标相同：通过

确保公司根据自身优势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和消费者的选择。Kraft Heinz致力于在开展业务的不同地方完全遵守所

有适用的反垄断或竞争法。违反垄断法的处罚非常严厉，包括对Kraft Heinz的巨额罚款和其他金钱处罚。此外，在许多

国家，违反法律的员工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包括监禁。

Kraft Heinz全球反垄断和竞争法政策提供了总体指导原则，有助于确保设有业务的所有司法管辖区都遵守反垄断和竞

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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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切勿与竞争对手或供应商（正式或非正式地）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

 ›提高、设定或固定价格

 ›划分市场、区域或客户

 ›阻止另一家公司进入市场

 ›拒绝与特定的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打交道

 ›尝试影响竞争性投标的结果

 ›限制生产、销售或输出

 • 避免所有似乎限制自由贸易的活动。如提及本公司或竞争对手，所有书面和口头交流都应具有专业语

气。避免使用会被视为鼓励反竞争行为或贬低第三方的语言。

 • 负责任的收集市场信息，不得索取或审查其他公司的机密信息。

 • 如果您对法律允许的行为有任何疑问，请立即咨询法务部。

24

问与答：

问：您正在参加一个贸易展，一位竞争对手的销售代表开始讨论最近有多少供应商在加价。竞争对手的

销售代表提到，如果每个人都提高价格，供应商的加价不会伤害任何一家公司。你应该怎样做？

答：竞争对手的销售代表所提出的建议违反了反垄断法或竞争法，可能会导致Kraft Heinz和您个人承

担刑事责任。告知销售代表此谈话违反Kraft Heinz政策并立即结束谈话。然后，联系Kraft Heinz法

务部立即报告问题。

再咬一口

 » 全球反垄断和竞争法政策

我们在市场上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GlobalLegal.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Global%20Legal%2FAnti%2DTrust%20%26%20Competition%20Law%20Policy&Tab=ATC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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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
正确的事。

我们致力于以最高程度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完好性经营业务。我们保护Kraft Heinz资产、设备、知识产

权和所有Kraft Heinz机密信息，也保护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委托给我们的机密信息。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在准备公司必要披露时，涉及的公司董事、员工、顾问和意见提供人员应提供准确和完整的信息。

 • 完整、准确、及时、适时地记录所有财务信息和业务交易，并遵守公司的披露控制和程序。

 • 确保记录和账目符合公认的会计原则和本公司之内部控制系统。

 • 创建记录时要清晰、专业和准确，包括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或文本消息。

 • 切勿隐藏或销毁任何受调查或可能用于官方程序的文件或记录。

 • 以记录管理政策、适用的法律和记录保留时间表为根据，维护和销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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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维护准确可靠的账
簿、记录和控制。
我们以最高程度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完整性维护所有Kraft Heinz账簿和记录。本公司依靠财务账簿和业务记录做出明

智、及时的业务决策。要知道，投资者依靠我们的账目和记录来准确了解公司状况。

在日常事务中，产生记录是很平常的事，例子有准备费用报告、起草合同和提案、提交时间表或发送电子邮件。这些文件

必须准确反映情况，不能有任何信息被歪曲或隐瞒，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使是最小的失实陈述也会损害Kraft Heinz的

声誉并动摇客户、投资者和公众的信任。

Kraft Heinz绝不容忍其员工、管理人员、董事、承包商或第三方业务合作伙伴的欺诈行为。当有人为了窃取金钱或财

产而对重要事实撒谎（或忽略信息）时，欺诈就会发生。一旦发现涉嫌欺诈，我们必须及时报告，努力了解欺诈的根本原

因，并纠正欺诈行为，确保不当行为不会再次发生。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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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问：我在销售部门工作，目前未能完成我的季度目标。我不想给老板惹麻烦，所

以我打算让我最好的客户订购一些他们现在不需要的产品，并告诉他们减少订

购未来的订单。我可以这样做，对吗？

答：不。您希望客户做的是一种收入确认欺诈，它会违反我们的准则并可能导致

财务报表不准确。该要求还可能损害我们与客户的关系以及我们做正确事情的

声誉。

问：我在Kraft Heinz制造工厂担任维修员。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难以满足的维

护预算目标。我的老板要求我延迟确认我们每个月末收到的一些货物，以便我们

的维护预算数字看起来低于实际数字。当月的第一天到来时，我们会在我们的

码头将货物扫描为“已收到”，并及时记录这些费用。这个可以吗？

答：不可以。您所描述的是一种称为“延迟收到货物”的会计欺诈行为，违反了

我们的准则，可能会导致财务报表不准确。您应该联系当地的工厂审计员或财

务主管，以正确核算货物。

学习辅助：

欺诈类型示例

• 在账目和记录中虚报财务信息。

• 违反公认会计原则(GAAP)加速或延迟纪录成本。

• “贸易装载”、“渠道填充”、通过提前或延迟发货，或故意销售超出客户需求
的数量来增加或减少季度或年度销售额。

• 未经Kraft Heinz法律部事先审查和批准，签署任何修改或解释现有客户协议
或合同的附带信函或任何其他文件。

• 改变制造数量以满足生产力目标。

• 提供虚假医疗信息以获得残疾福利。

• 虚假报告工作时间，以赚取更多报酬或避免因迟到或缺勤而受到纪律处分。

我们维护准确可靠的账簿、记录和控制。 （续）

27

再咬一口

 » 记录保留政策

 » 财务责任政策

 » 反欺诈政策

有关财务会计政策的其他问题，请联系每项政策中确定

的政策所有人或主题专家，或联系您的区域总监或内部

控制主管。

27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RecordsManagement_Legacy/Guidance/Lists/Retention%20Rules/AllItems.aspx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Financial%20Policies/General/KH-GL-F-GEN-01%20KHC%20Financial%20Policy_Final.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Financial%20Policies/General/KH-GL-F-GEN-44%20Anti-Fraud%20Policy_Final.pdf


问与答：

问：在我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我的Kraft Heinz笔记本电脑从包里被偷了。我该怎么办？

答：立即将失窃情况通知IT部门，以便他们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笔记本电脑中的任何机密信息。

我们保护并确保正确使用公司资产、设备和资源
在Kraft Heinz，“我们拥有它”。这意味着我们受托保护 Kraft Heinz资产、设备和资源免遭损坏、丢失、误用和

盗窃。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公司资产、设备和资源免遭盗窃、破坏或其他损失，并确保它们不会被浪费、

误用或转移。

公司资产包括信息资产，例如机密和专有商业信息和知识产权（包括我们有价值的品牌）。公司设备包括物理设备，

例如材料、供应品、软件、库存、设备、计算机、互联网接入和技术。公司资源包括资金等财务资源和工作日工作时

间等非财务资源。

28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保护您保管的所有公司资产、设备和资源免遭损失、盗窃、损坏、浪费或滥用。

 • 切勿将Kraft Heinz资产用于外部业务或谋取个人利益。

 • 将所有公司资产、设备和资源用于其预期业务目的。虽然某些个人使用情况可能在允许范围内，但此

类使用必须始终合法、合乎道德且合理，且不应干扰工作。

 • 请勿使用Kraft Heinz的资源或资产下载、查看或发送淫秽、攻击性、歧视性、骚扰性或其他非法

或不道德的材料。

 • 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丢失、错放机密信息（或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包含此信息的物品），或

使其无人看管。

 • 避免在其他人可能会偷听的公共区域（例如飞机、电梯和餐厅）讨论机密信息或任何其他敏感话

题。

再咬一口

 » 信息保护政策

 » 系统使用政策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IT%20Policies/Kraft%20Heinz%20Information%20Protection%20Policy_English.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IT%20Policies/Kraft%20Heinz%20Systems%20Use%20Policy_English_2019.pdf


我们尊重利益相关者的隐私
我们尊重消费者、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的隐私，并谨慎处理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了解保持个人数据安全的重要性，也重

视以合乎道德和他人期望的方式使用该信息。无论在哪里开展业务，我们都要遵守所有有关数据隐私的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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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尊重个人和业务合作伙伴对我们的信任，并相应地对待他们的数据。

 • 确保我们仅收集出于合法业务目的所需的数据，并且仅在必要时保留之。

 • 明确表示正在收集哪些个人信息，收集原因以及信息用途。

 • 保护信息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披露。如有已知或疑似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或披露，请举报。

 • 遵守所有数据保护和隐私法律以及Kraft Heinz政策。

29

问与答：

问：我们正在与供应商合作开发电子商务网站。我们不会访问客户的个人信息，但我们的供应商会。我该

怎么办？

答：我们有责任确保供应商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就像我们自己负责保护这些信息一样。请联系数据隐

私团队、法律部门或信息安全团队，以了解需采取的步骤。

再咬一口

 » 一般数据保留政策

 » 员工数据保留政策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DPR/Europe/Gen%20Data%20Protection%20Policy%20v1.0.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GDPR/Europe/HR%20Records%20Retention%20Policy%20vs1.1.pdf


我们不使用内幕信息谋取私利
在Kraft Heinz的工作中，我们可能会接触到公众不知道的公司（或供应商或业务合作伙伴）信息。这种类型的信息

被称为“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股票或其他类型的公司证券，或与可能基于此信息买卖证券的其他人共享

此信息，均属违法且违反本准则。只要保护“内部信息”并避免滥用，我们就能支持公平市场并保护本公司做正确事

情的声誉。

内幕信息是重要的非公开信息。重要信息是指可能影响个人决定是否购买、出售或持有Kraft Heinz（或其他公司）

证券的信息。非公开是指尚未向公众广泛发布（例如，通过向证券监管机构公开备案；发布新闻稿；或在国家新闻渠

道披露）。

无论内幕信息的获得途径如何，如没有Kraft Heinz授权，我们不得将其用于个人利益或向他人披露。本规则也适

用于与其他公司（包括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有关的内幕信息，如该信息是在受雇于公司或代表公司提供服务时

获得的。

30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如您掌握内幕信息或在交易禁止期间，切勿买卖Kraft Heinz证券（或任何上市公司的证券）。

 • 在购买或出售Kraft Heinz证券之前，请确保您不受交易中断或任何其他交易限制的影响。如果您

不确定，请联系法务部。

 •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家人或朋友）披露内幕信息。如果此人使用有关信息在

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易，您有法律责任“提示”该人，该做法可能受到刑事处罚（包括监禁）。

30

再咬一口

 » 内幕交易政策

 » 打开交易窗口信息

问与答：

问：哪些是重要非公开或内幕信息的例子？

答：尚未向公众公开的信息。以下是此类信息的一些示例：

 • 合并、收购或剥离

 • 行政领导的变化

 • 新产品线

 • 预计财务结果

 • 战略业务计划

 • 未决诉讼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GlobalLegal.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Global%20Legal%2FInsider%20Trading%20Policy&Tab=IT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GlobalLegal.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Global%20Legal%2FOpen%20Trading%20Windows&Tab=OTWP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根据信息丢失或披露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了解您处理或管理的信息类型。机密信息是指如果披露

不当可能会对Kraft Heinz造成损害的信息。关键信息是指如果披露不当可能会对Kraft Heinz造

成严重损害的信息。

 • 只有在您有充分的商业理由时才访问、使用、存储、传输或修改非公开信息。

 • 不要与任何人共享机密信息，包括商业伙伴甚至您自己的家庭成员，除非披露是：

 ›由您的主管以书面形式适当授权，

 ›与明确定义的合法业务需求有关，以及

 ›须遵守法律部批准的书面保密协议。

 • 如果您不确定信息的风险级别或适当的保护级别，请联系 Kraft Heinz信息安全团队或 Kraft 

Heinz法律部。

 • 确保您用于访问Kraft Heinz信息的所有设备均受密码保护。立即向您当地的IT服务台和您的经理

报告任何设备或信息丢失。

 • 如果您怀疑有人滥用Kraft Heinz知识产权或我们任何业务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请立即通知

Kraft Heinz法律部。

我们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机密信息
Kraft Heinz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品牌）、包装设计、标志、发明、专利、商业秘密（例如美味食谱）、域名和版权，都

是宝贵的公司资产，必须受到保护。

如没有法律部门的适当授权和适当的法律文件，您绝不应允许第三方使用我们的商标或其他知识产权。请务必须正确使

用我们的商标，切勿以有辱人格、诽谤或其他冒犯性的方式使用它们。您还应该尊重其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作为一名公司员工，除法律禁止外，您为履行职责和/或使用公司时间、资源或信息而全部或部分创造的任何工作均属于

Kraft Heinz所有。例如：与您在Kraft Heinz的工作相关的发明、想法、发现、改进、艺术品、流程、设计、软件或任何其

他材料，都属于我们公司。

此外，我们必须保护所有Kraft Heinz机密信息，以及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委托给我们的机密信息。

3131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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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IT 系统使用政策

 » 信息保护政策

 » 全球商业秘密政策

学习辅助：

机密信息示例

 • 与我们的竞争优势相关的信息，例如消费者、营销、销售、定价或品牌

 • 财务信息，例如预算、资本资产、税务信息或审计、预测、财务结果数据、业务计划和策略

 • 销售商/供应商信息，包括合同

关键信息示例

 • 高度管制的信息，例如个人数据、财务信息以及与种族或性别相关的信息

 • 知识产权，例如配方、配方、研发信息或专有生产流程

 • 有关潜在或实际并购的信息

 • 商品对冲信息

 • 潜在违法行为的报告

告密者保护

• 这项保密义务不会阻止您在受雇期间或之后在公司内部或向政府机构提出疑虑，指出潜在的准则或法

律违反情况。您可向政府机构投诉、沟通、提供信息或参与政府机构的调查或诉讼而不受限制。

我们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机密信息（续）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IT%20Policies/Kraft%20Heinz%20Systems%20Use%20Policy_English_2019.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IT%20Policies/Kraft%20Heinz%20Information%20Protection%20Policy_English.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Global%20Trade%20Secrets%20Policy&Tab=GTSPEC


我们避免利益冲突
在Kraft Heinz，我们希望活出“我们的力量”。这意味着我们以Kraft Heinz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来作出决

定和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避免通过使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职位而创造或看似创造不正当个人利益。利益冲突即使表面，

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可能破坏员工、业务合作伙伴和公司公共场所的信任。

一旦发现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我们必须立即披露，以便妥善解决和管理这些冲突。这些问题尤其出现在个人和

家庭关系、外部就业、公司机会、财务利益和外部董事会成员资格中。

33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请记住：如果披露了利益冲突，则可以对其进行管理！请向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Kraft Heinz法律

部、Kraft Heinz道德与合规团队或直接通过 KraftHeinzDisclosures.com披露任何利益冲突。潜在利益

冲突类型数之不尽，以下是一些经常发生冲突的情况示例：

 • 您有Kraft Heinz供应商或竞争对手的外部工作

 • 家庭成员、恋人或同住者为Kraft Heinz供应商或竞争对手工作

 •  您与某人有私人或恋爱关系，同时也与该人有直接或间接的报告关系

 •  您有能力影响家庭成员、伴侣或同住者的就业决策（例如雇用或解雇、奖励晋升或加薪）

 •  您在（或被要求在）外部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  您在与Kraft Heinz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中拥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或所有权权益

33

再咬一口

 » 利益冲突政策

 » KraftHeinzDisclosures.com

学习辅助：

请提出以下问题以，了解自己是否面临（看似）可能导致冲突的情况： 

 • 这会影响我的判断力或为Kraft Heinz的最佳利益行事的能力吗？

 • 这会不会与Kraft Heinz内部的其他人发生冲突，比如我的同事或直接下属？

 • 对于客户、供应商、投资者或媒体等公司以外的人来说，他们会如何看待？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olicy&Tab=CIP
http://www.KraftHeinzDisclosures.com


我们负责任地处理商务礼品和招待
我们重视与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的关系。交换礼物、款待和其他形式的款待是建立业务关系的常见方式。但是，滥用礼品和招待会导致实际或明显

的利益冲突，并增加发生严重贿赂和腐败问题的风险。为防止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对礼品和招待的赠送和接受要有适当限制。

一般而言，Kraft Heinz员工应避免在业务交易期间向任何人赠送或接受礼品，因为礼品会增加业务交易的成本，也会影响业务决策，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触犯法

律。但是，在部分情况下，提供或接受价值适中的礼物可能是适当的。Kraft Heinz全球礼品和招待政策详细指导了何种类型的礼品属合适，以及需要事先获取

的批准。给予业务合作伙伴的任何礼物也必须符合业务合作伙伴一方的礼物政策。我们严禁为自己或他人（包括家人或朋友）索取礼物或服务。

商务招待是指来自两个不同公司或实体（接收方和提供方）的代表参加用餐、表演或其他活动，不被视为被禁止的礼物。当商业娱乐服务于合法的商业目的之下

进行，并且严格遵守Kraft Heinz全球礼品和娱乐政策，以及任何将参与娱乐的商业合作伙伴的政策时，我们可以参与商业娱乐。所有的商业娱乐必须适合当前

处境，不应带有奢侈或冒犯元素。请始终保持谨慎，在公司声誉受到任何损害时马上退出，并通过Kraft Heinz举报渠道及时举报事件。

在许多情况下，向政府官员提供礼品或商业招待也属违法（即使是适度给予）。因此，向政府官员提供的所有礼品和款待必须严格遵守全球礼品和款待政策以及

全球反贿赂政策中的要求和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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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始终保持良好的判断力，并考虑Kraft  Heinz内部或外部

的其他人会如何看待您的行为。您愿意在全国报纸的头版

看到自己吗？

 • 考虑到行业环境或地理位置，请确保礼品或商业招待在业

务中都是可接受的。

 • 切勿提供或接受任何过度或奢侈的礼物或款待。

 • 切勿提供或接受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如礼品卡。

 • 切勿向任何人索要礼物或商务款待。如果有人向您索要，

不要就范，请到Kraft Heinz报告渠道报告该事件。

再咬一口

 » 全球礼品和招待政策

 » 全球利益冲突政策

 » 全球政府关系和政治捐款政策

 » 全球反贿赂/反腐败政策

问与答：

问：作为一名经理，我对团队中的任何人接受我们业务合作伙伴的任

何礼物或娱乐感到不安，即使是价值相对较低的物品。我该怎么办？

答：欢迎您为团队制定更严格的礼品或招待政策。请以书面形式将此

信息传达给您的团队，并告知道德与合规团队  

(ethics@kraftheinz.com)，以便我们了解这些额外限制，并帮助有疑

问的团队成员。

问：如何判断礼物的价值是否合理？

答：这个答案取决于你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根据全球礼品和招待政

策，价值25美元或以下的礼品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各地

做法不同，有些业务部门或地区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请咨询政策，

如果您不确定，请询问！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Gifts%20%26%20Entertainment%20Policy&Tab=GE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olicy&Tab=CI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Government%20Interaction%20Policy&Tab=GI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Anti%2DCorruption%20Policy&Tab=ACP


我们不容忍贿赂和腐败
做正确的事意味着成功没有捷径可走。我们通过信任建立业务，让大家可以一起庆祝成功。我们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食

品公司之一，声誉很重要。

因为我们做正确的事，Kraft Heinz禁止一切形式的贿赂和腐败——无论是涉及政府官员或实体还是任何商业方（例如

客户或供应商）。贿赂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是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但也可以是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礼物、旅行、人

情，甚至是一份工作。我们绝不能为了获得业务优势、影响业务决策或加快流程而提供或接受任何有价物，也不可与任

何这样做的人开展业务。拒绝提供或接受贿赂始终是正确的决定——即使这意味着我们会失去业务。我们遵守美国反

海外腐败法、英国反贿赂法以及全球所有适用的反贿赂法。

此禁令适用于代表我们行事的任何人，包括供应商、分销商、承包商、顾问和代理。Kraft Heinz可能需对业务合作伙伴

采取的行动负责，我们必须确保业务合作伙伴不代表本公司提供或接受贿赂。

这项对贿赂的禁令还包括向政府官员提供的“便利”或“通融”费用，以加快发放执照、许可证或签证等常规行动。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当地习俗和商业惯例可能允许向政府官员提供礼品或招待。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在向政府官员提供

任何礼物或有价物品或提供任何娱乐或款待之前，必须获得道德与合规团队的预先批准。请查看全球礼品和招待政策

以了解具体要求。此外，代表Kraft Heinz进行的所有慈善捐款必须严格遵守Kraft Heinz慈善捐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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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切勿为了获得业务优势而向政府官员或其他商业方提供、承诺或提供任何有价之物 (无论价值多小)。

 • 确保业务合作伙伴认同我们的严格标准，遵守准则和所有相关法律。不得指示、授权或允许业务合作伙

伴代表您或Kraft Heinz行贿。

 • 请始终准确、透明地记录任何支付或获得的款项，并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清楚地了解给予或接受的任

何事物的性质。我们不容忍账簿和记录中出现任何虚假或误导性条目，尤其是为了掩盖不当交易而伪造

的条目。

 • 留意有关贿赂的高风险信号。这些可以表明请求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包括：

 ›大量不合理的折扣

 ›没有明确可交付成果的模糊咨询协议

 ›缺乏提供服务资格的商业伙伴

 ›政府官员推荐的商业伙伴

 ›要求代表他们向另一方付款的业务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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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全球反贿赂/反腐败政策

 » 全球礼品和招待政策

 » 全球政府互动和政治捐款政策

 » 全球业务合作伙伴尽职调查政策

 » Kraft Heinz慈善捐款政策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Anti%2DCorruption%20Policy&Tab=AC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Gifts%20%26%20Entertainment%20Policy&Tab=GE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Government%20Interaction%20Policy&Tab=GI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Business%20Partner%20Due%20Diligence&Tab=BPDD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Policies/Corporate%20Social%20Responsibility/Charitable%20Donations%20Policy.pdf


业务合作伙伴尽职调查
Kraft Heinz有一个基于风险的第三方反贿赂/反腐败 (ABAC) 尽职调查程序，由道德与合规团队运行。在高风险领域开展业务的潜在新业务合作伙伴需要接受

初步筛选，如果发现其他风险，负责尽职调查筛选的合规官将酌情采取其他筛选步骤。

如果您的潜在第三方业务合作伙伴在调查范围内，有关方面会在设置时会要求您提供支持文件，以便完成尽职调查筛选。

所有商业赞助商必须查阅Kraft Heinz全球商业合作伙伴尽职调查政策，了解他们在商业合作伙伴尽职调查过程中的义务，该政策可在我们的内部网上找到。

我们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致力于遵守世界各地管辖国际贸易的所有法律，包括我们产品的进出口。这些法律影响我们销售产品的方式以及我们与某些国家、实体或

个人开展业务的方式。如果您在 Kraft Heinz 的工作涉及产品、服务、信息或技术的跨境流动，请确保您了解并遵守涵盖这些交易的法律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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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辅助：

根据反腐败法，政府官员包括但不限于：民选官员；政治候选人；皇室成员；政府部长；公务员;军人；监管机构雇员；国立大学、医院或监狱

的雇员；以及上述任何一项的配偶或直系亲属。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在跨越国际边界时提供分类、估价、原产国或其他适用数

据时，请确保所有信息均准确无误。

 • 遵守涉及国际贸易的所有适用制裁法律和Kraft Heinz政

策。

 • 当您对贸易相关问题有疑虑时，请参阅道德与合规团队或

Kraft Heinz法务部的指导。

问与答：

问：我们的业务部门正在一些新市场中寻找新的商机。我如何才能

找出Kraft Heinz不允许开展业务的地方，以及影响我们销售的任

何其他规则？

答：联系您当地的Kraft Heinz法律代表或道德与合规团队，了解

有关如何在新的国际市场中前进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遵守所有相

关国际贸易法。
再咬一口

 » 全球经济贸易和制裁政策

 » 全球出口贸易政策

 » 全球反转移政策

 » 全球业务合作伙伴尽职调查政策

我们在业务往来中做正确的事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GlobalLegal.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Global%20Legal%2FEconomic%20Trade%20%26%20Sanctions%20Policy&Tab=ETSP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Export/GET%20Policy%20FINAL.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Global%20Export/Global%20Anti-Diversion%20Policy.pdf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Business%20Partner%20Due%20Diligence&Tab=BPDD


我们是优秀的企业公
民。
我们相信全球公司和品牌有能力帮助塑造世界。Kraft Heinz环境社会治理(ESG)框架将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的方法

融入到我们每天的经营方式中。我们的ESG战略以对我们的业务和利益相关者最重要的领域为指导，并专注于我们

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

ESG战略以三大支柱为指导：环境管理、负责任采购以及健康生活和社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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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优秀的企业公民。

我们相信，全球公司和品牌有能力帮助塑造世界。Kraft Heinz环境社会

治理(ESG)框架将做正确事情的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经营方式中。我们的

ESG战略以对我们的业务和利益相关者最重要的领域为指导，专注于我

们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

ESG战略以三大支柱为指导：环境管理、负责任采购以及健康生活和社区

支持。



我们实践环境管理
我们积极关注环境，以负责任的方式制造高质量的产品。我们致力于通过节约用水、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减少以及

减少我们所有全球制造设施的废物来减少我们的运营足迹，从而保护任何我们开展业务的地方的环境。我们还支

持朝着更加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并在我们的包装中使用更加可持续的材料。

我们负责任地采购
在Kraft Heinz，我们不仅相信在我们自己的运营中每天都努力变得更好，而且我们与我们的整个价值链合作，不断

改进社会和环境因素。我们致力于在关键领域为Kraft Heinz和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提供负责任的采购和相关影响。

这些原则载于Kraft Heinz供应商指导原则，包括人权、环境管理、动物福利和可持续农业等重点领域。我们还致

力于加强我们的尽职调查和管理计划，同时将供应商和客户的需求放在首位。

我们促进健康生活，支持社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公司之一，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责，确保人们拥有让生活变得美味所需的食物和营

养。我们采用我们最了解并做得好的东西——生产符合各种生活方式选择的高品质、美味的食物——并用它来帮助

改变生活。

Kraft Heinz微量营养素运动通过捐赠由Kraft Heinz食品科学和营养专家开发的含有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微量

营养素粉来支持儿童的健康和发育。我们作为员工一起工作，通过包装和运输食物来帮助养活世界，这场运动的一

部分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支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社区。

我们制定了全球营养指南，重点是改善我们产品组合中的健康和保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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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Kraft Heinz供应商指导原则

» 全球人权政策

» Kraft Heinz环境社会治理报告

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查看并理解Kraft Heinz的ESG承诺，并挑战自己在工作中实现之。

我们是优秀的企业公民

https://www.kraftheinzcompany.com/ethics_and_compliance/supplier-guiding-principles.html
https://www.kraftheinzcompany.com/pdf/Global_Human_Rights_Policy092619.pdf
https://www.kraftheinzcompany.com/esg/index.html


我们负责任地参与政治活动
Kraft Heinz负责任地参与员工生活和工作所在社区的政治进程。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代表员工、产品和制造设施的公职

人员了解影响我们业务的问题。

世界各地的法律可能要求与政府官员互动的个人或公司进行自我登记，或限制对公职候选人的政治捐款和公司支持。我

们要遵守所有这些关于互动、游说和公司政治捐献的当地法律和法规。

只要符合适用法律，Kraft Heinz鼓励员工亲自参与政治过程。在参与个人政治表达或进行个人政治捐款时，请确保您

的参与是个人的，而不是代表Kraft Heinz。Kraft Heinz不会补偿您的政治捐款，您也不应将Kraft Heinz的声誉或资

产用于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一旦发现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我们必须立即披露，以便妥善解决和管理之。这些问

题尤其出现在个人和家庭关系、外部就业、公司机会、财务利益和外部董事会成员资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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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作为业主的行为方式

• 在参与、试图影响或游说政府官员，或代表公司提供政治捐款之前，请通知全球政府事务团队。

• 公司的一些高级员工和人员可能会受到某些“pay-to-play”法律的管辖，在美国某些州或地方选举中

作出个人政治贡献时有所限制。如果您对以上情况是否适用于您有疑问，或正在考虑在具有“pay-to-

play”法律的美国州捐款，请联系全球政府事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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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咬一口

» 全球政府互动和政治捐款政策

» CPA-Zicklin公司政治信息披露和问责指数

问与答：

问：我代表Kraft Heinz在一个贸易协会工作。该行业协会要求我联系当地民选官员反对拟议的饮料税。

我该怎么办？

答：在参与此活动之前，请联系全球政府事务团队，以确保此政策符合公司的政策立场，并确保此活动

符合您所在地区管辖政府互动的法规。

我们是优秀的企业公民

https://www.politicalaccountability.net/cpa-zicklin-index/
https://heinz365.sharepoint.com/sites/home/Pages/EthicsCompliance.aspx?RootFolder=%2Fsites%2Fhome%2FGlobal%20Policie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FGovernment%20Interaction%20Policy&Tab=GIP


全球反向收费 +1-720-514-4400

中国........................................... 400-120-0173

中国........................................... 400-120-3062

丹麦............................................... 8082-0058

乌克兰......................................... 0-800-501134

乌兹别克斯坦...... ..................... 00-800-120-1246

乌干达............................................ 206300115

乌拉圭...................................... 000-401-912-22

以色列....................................... 1-809-477-254

以色列............................................ 2-375-2169

伯利兹....................................... 1-800-017-6274

俄罗斯...................................... 8-800-100-9245

俄罗斯...................................... 8-800-100-9615

保加利亚........................................ 0800-46038

克罗地亚..................................... 0800-806-520

冰岛................................................ 800-4256

刚果共和国........................................ 64000036

加拿大...................................... 1-800-235-6302

加拿大...................................... 1-855-600-4763

加纳................................................24-2426201

匈牙利............................................. 212111440

南非........................................ (+27)-212021696

南非........................................... 080 098 3612

南非............................................... 105004106

南韩.......................................... 00308 491 0180

博茨瓦纳.............................. 00269-800-3002-116

卡塔尔........................................ 00800-100-801

卢森堡............................................ 800-27-311

印度...................................... 000-800-040-1304

印度...................................... 000-800-100-4175

印度....................................... 000.800.100.3428

印度.............................................. 3371279005

印度尼西亚.............................. (+62)-21-50851419

印度尼西亚..................................... 21-50851420

印度尼西亚................................... 0800 1503216

危地马拉........................................... 23784832

厄瓜多尔..................................... 1-800-000-138

台湾.......................................... 00801-14-7064

吉尔吉斯斯坦........................ .. 00-800-13337-289

哈萨克斯坦................................. 8-800-333-3511

哥伦比亚-波哥大.................................. 13816523

哥伦比亚................................... 01-800-5189703

哥伦比亚...................................... 844.397.3235

哥斯达黎加............................... (+506)-40010388

哥斯达黎加........................................ 40003876

土耳其.................................... 00-800-113-0803

土耳其...................................... 90-850-3902140

土耳其........................................ 0800-621-7373

圣卢西亚................................... 1-844-236-5175

坦桑尼亚..................................... 0800-780-005

埃及......................................... 0800-000-0413

埃及......................................... 0800-000-9376

埃塞俄比亚..................................... 800-86-1917

塔吉克斯坦...................................... 427-815395

塞尔维亚...................................... 0800-190-167

塞浦路斯......................................... 8009-4544

墨西哥..................................... 001.866.376.0139

墨西哥..................................... 01-800-099-0759

墨西哥......................................... 800-681-6945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29-200-1123

奥地利.......................................... 0800-281119

委内瑞拉................................... 0-800-100-4657

委内瑞拉................................... 0-800-102-9423

委内瑞拉......................................... 2127202174

孟加拉国.................................... 0-9610-998400

安哥拉............................................ 226434276

安提瓜...................................... 1-855-385-4107

尼加拉瓜................................. 001-800-220-1152

尼加拉瓜.......................................... 2248-2265

尼日利亚...................................... 070-80601844

尼日利亚......................................... 1-227-8917

尼泊尔...................................... 1-800-001-0106

巴哈马...................................... 1-855-271-0889

巴基斯坦.......................................... 518108900

巴巴多斯................................... 1-855-203-6928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861242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861204

巴拉圭................................... 009-800-542-0162

巴拿马.................................... 001.800.204.9188

巴拿马.............................................. 800-2066

巴林............................................. 800-06-488

巴西-里约热内卢................................. 2120181111

巴西......................................... 0-800-591-6047

巴西........................................ 0-800-892-2299

布基纳法索........................................ 25300026

希腊................................... 00800.1809.202.5606

希腊............................................ 21-1198-2708

库拉索岛.......................................... 9-7889979

开曼群岛................................... 1-855-475-9296

德国.......................................... 0800-181-2394

德国.......................................... 0800-181-2396

意大利.......................................... 800-143-959

意大利.......................................... 800-727-406

拉脱维亚.......................................... 8000-4721

挪威............................................. 800-24-664

捷克共和国..................................... 800-701-383

摩尔多瓦....................................... 0-800-61802

摩洛哥........................................... 5204-85014

文莱................................................. 801-4144

斯洛伐克.................................... 0-800-002-487

斯洛文尼亚.................................... 0-804-88853

斯里兰卡........................................... 247-2494

新加坡........................................ 800-852-3912

新西兰......................................... 0800-002049

新西兰.......................................... 0800-002341

日本.......................................... 0800-170-5621

日本........................................... 0120-952-590

智利.......................................... 1230.020.3559

智利............................................ 800-914-012

柬埔寨-金边....................................... 23962515

格林纳达................................... 1-855-304-7847

格鲁吉亚.......................................... 706777493

比利时.......................................... 0800-260-39

毛里求斯..................................... 802-049-0005

沙特阿拉伯................................... 800-814-0282

沙特阿拉伯................................... 800-850-0510

法国............................................ 0805-080257

法国............................................ 0805-080339

波兰...................................... 0-0-800-112-4014

波兰........................................ 00.800.111.3819

波兰........................................ 00.800.141.021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80-083-038

泰国.......................................... 1-800-012-657

津巴布韦...................................... 8677-422011

洪都拉斯.................................... 800-2791-9500

澳大利亚..................................... 1-300-136-801

澳大利亚.................................... 1-800-763-983

澳门............................................... 6825-8516

爱尔兰....................................... 1-800-200-509

爱尔兰......................................... 1800-904-177

爱沙尼亚...................................... 800-0100-431

牙买加...................................... 1-876-633-169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868-224-5814

玻利维亚....................................... 800-104-008

瑞典............................................ 020-889-823

瑞士........................................... 0800-838-835

白俄罗斯.................................. 8-820-0011-0404

百慕大...................................... 1-855-579-9534

科威特............................................. 2227-9501

科特迪瓦....................................... 22-46-89-86

科索沃........................................... 38-403-005

秘鲁.............................................. 0800-78323

突尼斯.............................................. 31399185

立陶宛.......................................... 8-800-30451

约旦.............................................. 0800-22656

纳米比亚.......................................... 833300079

缅甸............................................. 1 239 0053

罗马尼亚.................................... 0-800-360-228

美国......................................... 1-866-313-9182

老挝（经新加坡）........................... +65-3158-9628

肯尼亚.......................................... 0800-221312

肯尼亚........................................... 20-3892291

芬兰............................................ 0800-07-635

英国......................................... 0-800-014-8724

英国......................................... 0-808-189-1053

荷兰........................................ 0-800-022-0441

荷兰......................................... 0-800-022-2179

菲律宾.......................................... 2-8626-3049

萨尔瓦多............................................ 21133417

葡萄牙.......................................... 800-180-367

西班牙........................................... 900-839362

西班牙........................................... 900-905460

贝宁................................................. 61012482

越南.............................................. 2844581407

越南.............................................. 122-80-390

阿尔及利亚....................................... 982402369

阿尔巴尼亚...................................... 4-454-195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000-3570-316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000-3201-06

阿曼............................................... 800-74295

阿根廷....................................... 0800-333-0095

韩国.......................................... 070-4732-5802

香港............................................ 800-906-069

马其顿........................................... 0800-93894

马拉维........................................ 800-026-9803

马来西亚.................................... (0)-1548770383

马耳他............................................ 800-62783

马里............................................... 449-60005

黎巴嫩（2 步）.................(01-426-801) 855-8659-450

黑山................................................. 20405815

联系Kraft Heinz道德求助热线
您可以通过网站或电话进行举报或提问。 

Kraft Heinz道德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供多语种服务， 并由第三方员工负责运作，以确保隐私得到保护。

访问www.KraftHeinzEthics.com ，在美国拨打 1-866-313-9182，或在下方查找本地号码。*

* 笔记：数字可能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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