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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声明

1.1  罗托克 提 倡一种开放 式 文化，每个人都会尊 重同
事的意 见 和观 点。罗托克 承 诺以诚 实、诚 信 和公 平方 式
执 业，期望 所有员工 均能 维 持高 标 准。但 是，所有组 织
都 面临 着不 时出错 或非 故 意 庇护非法或不 道 德 行为的
风 险。一种 公 平和负责的 企 业 文化是 一 个 企 业 生存的
基 础，可以 防止 上 述情 形 的发 生，或解决 这 些 情 形。这
就 是罗托克制定举 报 政 策的原因。

1.2 本政策旨在：

(a)  鼓励员工尽快举报所怀疑的不当行为，我们将认真对
待和调查其举报事宜。

(b)  向员工提供举报指导。

(c)  确保员工在不担心被报复的前提下提出其真正的关注
事宜，即便最后被证明为错误举报。

2.	 本政策所涉及的对象和举报人

2.1  本政策适用于罗托克内或为罗托克服务的所有人员，包括
高级经理、高级职员、董事、员工、顾问、承包商、培训生、家庭
雇佣者、兼职人员和固定合同期人员、临时人员和代理人员、供
应商和客户（合称“人员”）。

2.2  举报人指提出与第3.1条所述活动相关的任何真实举报
的人员。如果你就可疑不当行为或影响我们业务活动的任何危
险提出举报（“举报事宜”），则应根据本政策进行举报。

2.3  本政策并不用于与个人事宜相关的投诉，例如：在工作中
被他人对待的方式。在这些情形下，你应使用申诉程序。可从你
的人力资源代表处或你的经理处获取该申诉程序。

3.	 什么是举报？

3.1 举报指披露与工作中的可疑不当行为或危险相关的信
息。具体包括：

(a)  犯罪活动；

(b)  有损健康和安全的危险；

(c)  环境危害行为；

(d)  未能遵守任何法定或职业义务或监管要求；

(e)  贿赂行为；

(f)  财务欺诈或管理不当；

(g)  过失行为；

(h)  违反公司内部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i)  可能危害罗托克声誉的行为，包括不道德行为；

(j)  未经授权而披露保密信息的行为；和/或

(k)  故意隐藏上述行为的行为。

3.2 如果你对本政策范围内的任何事宜存有疑问，请咨询举
报官员（详情参见第8条）。

4.	 提出举报事宜

4.1 我们希望：在很多情形下，你可以向你的经理提出任何举报
事宜。可以亲自或通过书面方式提出举报。但是，如果因故不向经
理提出举报，或你感觉你的经历未充分解决你的关注事宜，则你可
以向高级经理、当地人力资源部提出你的关注事宜，或，你可以选
择向举报官员进行举报，或通过外部举报热线进行举报。

联系详情，请参考第8条。

4.2 我 们 不 鼓 励 相关 人 员以 匿名方 式 进 行披 露，因
为，如果匿名举 报，在 无更多 信息下 可能 会 增加 调 查 难
度，或 无法 进 行 调 查。而且，也很 难 确定任 何主张 是 否
可信。举 报 人 如果 身 份暴露，会担心遭 到可能 的 报 复。
在 提出举 报 时，我 们 将 与你讨 论采 取哪 些相应的措施
来 严守 保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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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查和结果

5.1  一旦提出关注事宜，将进行初始评估，以确定调查范围。
我们会尽力告知你罗托克对举报报告的响应。有时，保密需求
可能会防止你接收具体的调查细节或所采取的行动。

5.2  在某些情形下，我们可以任命一名调查员或调查员团队，
包括具有相关调查经验的人员或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调查员
可以就变更提出推荐建议，以便我们将未来不当行为的风险降
至最低。

5.3  我们无法对你寻求的结果做出任何担保，但我们将尽力
以正确公平的方式处理你关注的事宜。通过本政策，你可以帮
助我们实现该目标。

6.	 公共工作关注部

如果你希望如此，你可以从公共工作关注部、独立举报慈善处寻求
进一步建议和支持，其将提供保密热线。上述机构或部门的联系详
情，请参见第8条。

7.		 举报人保护和支持

7.1  举报人有时会担心遭到报复。我们鼓励公平性，并将对
根据本政策提出的真实关注事宜的人提供支持（即便最后被证
明为错误举报）。

7.2  相关人员应保证：在无任何威胁和旨在实现个人利益或对
罗托克造成任何干扰和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真实举报，这种举
报行为并不会对举报人带来任何不利处理，即便被证明为错误
举报。不利处理包括：降级、解聘、纪律措施、威胁或与举报相
关的其他不利处理。如果你认为遭受不当待遇，应立即告知举
报官员。如果未获解决，应使用你当地申诉程序，正式提出进行
解决。

7.3  相关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举报人进行威胁或报复。若
发现报复行为，将对不当行为当事人采取纪律措施。

8.	 联系人

举报长官

名：  Karen Leigh

电话： +44(0)1225 733546

电邮： Karen.Leigh@rotork.com

名：  Stephen R. Jones 
  集团公司书记

电话： +44(0)1225 733331

电邮： Stephen.Jones@rotork.com

举报热线	（24小时）

Safecall –

电话： 请看附录1

电邮： Rotork@safecall.co.uk

现在举报： http://www.safecall.co.uk/report

公共工作关注部

服务热线： +44 (0)20 7404 6609

电子邮件： whistle@pcaw.co.uk

网址： www.pcaw.co.uk

海外建议：  
http://www.pcaw.co.uk/law-policy/international-law

mailto:Stephen.Jones@rotork.com
mailto:Rotork@safecall.co.uk
http://www.safecall.co.uk/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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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Safecall 电话号码

国家 电话号码

澳大利亚 0011 800 72332255

巴林 8000 4264

巴西 0800 892 1750

加拿大 1877 59 98073

智利 800 200 734

捷克共和国 00800 72332255

中国
北区 10800 7440605 
南 10800 4400682

法国 0080072332255

德国 0080072332255

香港电讯盈科 PCCW 001 800 72332255

印度 0008004401256

印度尼西亚 001 803440884

以色列
012 800 72332255 (Golden Lines) 

013 800 72332255 (Barak) 
014 800 72332255 (Bezeq)

意大利 0080072332255

日本

KDDI : 00101080072332255 
- NTT : 003301080072332255 -  
软银： 0041001080072332255 
软银： 0060001080072332255

韩国
韩国电信（Korea Telecom) 

001 800 72332255 
DACOM 002 800 72332255

利比亚 +44 207 696 5952

马来西亚 1800 220554

墨西哥 018001231758

国家 电话号码

荷兰 0080072332255

挪威 0080072332255

新西兰 00800 72332255

波兰 00800 72332255

葡萄牙 0080072332255

俄罗斯 810 800 72332255

南非 0080072332255

沙特阿拉伯 8008442067

新加坡 SINGTEL: 001 800 72332255

西班牙 0080072332255

瑞典 0850 252 122

瑞士 00800 72332255

泰国 CAT: 001 800 72332255

土耳其 00800 4488 20729

沙特阿拉伯 80004413376

英国 0800 915 1571

美国 1 866 901 3295

委内瑞拉 800 100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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