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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拥有众多业务部门的
全球化企业，曼集团秉承对客户、员工、
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集团社会
责任包括始终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尊重基
本道德观，并实行可持续的发展。 

基于这一背景，Compliance 也是曼集团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团各层面的所有
员工，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及每一位雇
员，都应一致遵守。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 
(MAN Compliance Organisation)则引入了
大量对应措施，以确保 Compliance 能在
整个集团范围内得到执行和贯彻。 

为了让您对曼集团的 Compliance 措施有更
好的了解，特此对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做一
个介绍。

曼集团董事会发言人（从左至右）： 
约克·施维塔拉(Jörg Schwitalla)、弗兰克·卢茨(Frank H. Lutz)、乔治·帕赫塔-

莱赫芬博士(Dr. Georg Pachta-Reyhofen)、安东尼·罗伯特·戈迪斯(Antonio 
Roberto Cortes)、勒内·乌姆罗福特博士(Dr. René Umlau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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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持
诚实廉正 —— 不论何时、

不论何地。
（帕赫塔-莱赫芬博士，曼集团 

董事会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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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由主合规监察官 (Chief 
Compliance Officer)领导，其直接向曼集团董
事会发言人及监事会的审查委员会汇报。 

合规监察组织分为两部分：一是设立在
总部的集团合规监察办公室 (Corporate 
Compliance Office), 另一个则是设立在各
子集团的合规监察组织。

集团合规监察办公室负责主要 Compliance 
工作，例如撰写适用于全集团的 Compliance 
准则，设计 Compliance 培训内容，明确 
Compliance 监督措施及违反 Compliance 的
调查。此外集团合规监察办公室每年还进
行一次风险分析，以便识别集团内部潜在
的 Compliance 风险，并据此对整个集团的 
Compliance 纲要进行相应调整和改进。

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 (MAN Compliance Organisation)

子集团中的合规监察组织负责在集团的子
公司中实施由集团合规监察办公室制定出的 
Compliance 纲要。每个子集团都有一位 合
规监察官 (Compliance Officer），不同业务
单元和销售区域的合规监察经理 (Compliance 
Manager)为其提供支持。

最后还有所谓的合规监察负责人(Compliance 
Champions)来进行其 Compliance 工作。合
规监察负责人并非全职的 Compliance 专员，
而是曼集团中特别负责 Compliance 事务的管
理层人员。他们为合规监察组织提供支持，
如在未设置合规监察经理的集团公司中，他们
也能负责贯彻实施集团的 Compliance 措施。

合规监察负责人

监事会审查委员会

主合规监察官

曼集团执行总裁

集团合规监察办公室

Compliance  
意识与防范

Compliance  
法务

Compliance  
数据保护

Compliance  
项目管理及方案

子集团合规监察组织

合规监察经理
销售区域 / 业务部门

子集团合规监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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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集团 Compliance 纲要

曼集团 Compliance 纲要主要探讨阐述反腐
败、反垄断和数据保护等主题。

合规监察组织对此制定出了面向全集团的廉正
及 Compliance 纲要，用以
  防范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出现（防范）
  尽早发现那些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仍有可能

出现的违反 Compliance 事件（发现）
  并在发现这些事件后，及时有效地消除

这些违反 Compliance 事件（反应）。

1. 防范
为预防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发生， 
Compliance 部门采取了大量措施：

行为准则 (Code of Conduct)
曼集团的行为准则同等适用于集团的每一位
员工，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及每一位雇员，它
是曼集团企业文化的核心。它针对的是集团
员工，将企业的价值观具体化（即值得信赖，
锐意创新，充满活力和开放），对员工必须特
别注意且负责的情况作出了明确的有约束力
的规定。行为准则还根据具体示例说明如何
在日常业务中处理冲突状况。

针对供应商和业务伙伴的行为准则
曼集团期望其所有供应商和业务伙伴及其
员工也能负责任地行事，始终遵守现行法
律法规，尊重基本道德观。因此，曼集团
也为供应商和业务伙伴制定了其行为准则,
包含与集团合作必须遵守的最低道德标
准。

防范

发
现

反
应



 遵守反垄断规定
曼集团在任何市场上都以公平和负责任的
竞争者形象出现。为确保员工知晓并遵守
反垄断规定，曼集团发布了一项准则，规
定如何与竞争对手、客户及供应商打交
道。这项准则还规定了，一家公司在拥有
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必须考虑的法律
框架条件。以此来预防在反垄断领域可能
出现的违反 Compliance 事件。

 处理个人信息资料
曼集团尊重个人信息的保护。为确保遵守
可行的数据保护规定，并保证在全球范围
内具有统一的高标准个人信息保护措施，
曼集团对此发布了一项数据保护准则。该
准则制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定，并
规定了曼集团内部负责数据保护工作的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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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准则
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针对反腐败、反垄断和
数据保护等 Compliance 主题制定了相应的
准则。这些准则是适用于集团所有员工的统
一的、有约束力的规定。

 礼品、宴请和活动邀请 
为确保礼品、宴请和活动邀请都在适当的
范围内进行，且不影响业务伙伴或政府机
构，曼集团为此发布了一项准则。该准则
中明确规定了一个分级警示系统，据此
系统每位员工都可独立进行辨别和自我检
查，判断是否可以以及在何种前提下可以
给予或接受馈赠。 

 与咨询机构与中介机构的业务往来/业务
伙伴审批工具
针对集团与中介机构、代表、咨询机构或
是其他销售支持合作伙伴（所谓的业务伙
伴）的往来业务，曼集团也颁布了一项准
则。通过对业务伙伴检查、合同制定、
业务关系归档和酬劳支付等事项的具体规
定，确保曼集团向业务伙伴支付的酬劳不
会成为行贿受贿的途径。

曼集团所有业务伙伴的廉正性都由所谓的业
务伙伴审批工具来鉴定检查，而如何运用该
工具，集团合规准则中也进行了有约束力的
规定。业务伙伴审批工具是一个基于互联网
的应用程序，通过这一程序可快速、透明、
全面地对业务伙伴的廉正性进行检查。这一
工具是 2010 年集团合规监察组织与销售部
门共同合作开发而成的，并用于整个集团。

 捐赠和赞助方法
集团对捐赠和赞助方法也制定了全集团适用
的准则。根据这项准则，每位员工都可独立
进行辨别，判断是否可以以及在何种前提下
可以以曼集团的名义进行捐赠与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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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Helpdesk 
2010 年 2 月起，曼集团就建立了所
谓的 Compliance Helpdesk，员工
可 以 通 过 电 话 或 电 子 邮 件 的 形 式 ， 就 
Compliance 问题提问。期间 Compliance 
Helpdesk 得到了集团员工的充分运用。 
Compliance Helpdesk 每个月都能收到大量
不同主题的问题，这些问题经由集团合规监
察办公室的律师检查，通常能在 48 小时内
得到回复。 

通过这些向 Compliance Helpdesk 提出的
问题，Compliance 部门就能对经常出现的
问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对进一步确定 
Compliance 防范措施也提供了参考。

现场和在线培训 
合规监察组织对世界各地的曼集团的员
工进行 Compliance 主题培训，以此来
避免 Compliance 风险。培训中，一方面
会介绍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及反腐败、
反 垄 断 和 数 据 保 护 主 题 的 基 础 知 识 。
另 一 方 面 会 根 据 具 体 的 示 例 来 说 明 风
险，并介绍 Compliance 准则的内容。 
员工们从中可以获悉如何行事才不违反法
律及引发冲突。 

另外合规监察组织还为特别容易出现风险
的部门员工提供特定主题的在线培训和特殊
培训。例如合规监察组织会为在竞争分析
与市场分析部门的员工进行关于反垄断主题
的强化培训。

2. 发现
若在曼集团内部出现违反 Compliance 事
件，会对集团和员工个人带来巨大风险。
因此廉正和守法在曼集团内部享有最高
优先权。为保证这一价值观得以实现，
集团制定了明确和透明的流程，确保能够
在集团内部辨别查明，并立即消除违反 
Compliance 事件。

查明违反 Compliance 事件
集团合规监察组织接受违反 Compliance 
事件投诉，并保证由集团内部合适的人员
来处理这一投诉线索。对于严重经济犯
罪及反垄断和数据保护权范围内的严重违
反 Compliance 事件，则由集团合规监察
办公室负责调查。对投诉线索及严重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集中调查处理，能确保
尽早发现违规行为，及时规避可能给 曼集
团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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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析与合规内审(Compliance Audit)
集团合规监察组织每年会在全集团范围内
进行一次风险分析，旨在调查集团内腐败、
反垄断和数据保护方面的 Compliance 风
险。这一风险分析覆盖所有子集团，并考
虑到各个集团旗下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业务
模式、客户结构和销售结构、国际透明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目标市
场腐败指数以及当地市场的竞争结构。
根据这一风险分析, 会进行定期合规内审。
审查包括系统数据分析和 Compliance 控制
检查。这可以辨别出集团 Compliance 主题
的薄弱环节，并找到改进系统的着手点。
根据 Compliance 风险分析结果及合规内审
结果，就能合理设计集团合规监察组织的
架构，符合 曼集团需求的 Compliance 纲
要以及规避 Compliance 风险的措施。 

续性管理监控（CCM）
为确保曼集团的采购和付款流程能符合
准则运作，确保能尽早发现这一过程中
的 Compliance 风险，集团引进了一个电
子监控系统，用以补充内部监管系统的监
管。若某个流程检查点不符合曼集团对采
购、会计和交易准则规定的程序，CCM 系
统会自动警报，并在技术支持下通过预先
设定的工序来处理这些警报。通过这种方
式，CCM 系统能提前发现曼集团在采购和
付款流程中可能存在的 Compliance 风险和
违背准则的事件。

兼并与收购（M&A）
为防止曼集团在收购和兼并关联公司的过程
中出现 Compliance 风险，合规监察组织会
从并购项目开始时就参与其中。合规监察组
织对相关公司的尽职调查也有特别规定，
以确保尽早发现可能存在的 Compliance 风
险。

目标受众

目标

访问渠道

联络时间

保密性

准备接受严重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投诉

内部/外部

在线
www.bkms-system.net/MAN

24/7

保密、安全

Speak up!
投诉平台 Speak up! 也秉持了揭露曼风险的
主旨。这一平台让曼集团的员工和业务伙伴
能随时随地、保密地进行任何严重违规事件
的投诉。投诉平台 Speak up! 可以为集团发
现并规避重大风险。平台只接受和处理与严
重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投诉，尤其是涉
及经济犯罪（如行贿受贿行为）、反垄断和
数据保护方面的行为。通过 Speak up! 平台
提交的投诉会转给集团合规监察办公室，并
对其进行保密处理。 
当然，每位员工也可向公司内的其他可靠人员
进行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投诉，例如向上
级、人事部或合规监察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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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应
除了防范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发生和尽
早发现违规行为外，快速、有效和坚持不懈
地消除违规行为则是曼集团 Compliance 纲
要的第三个专题。 

曼集团 Compliance 纲要的改进与发展
若违反 Compliance 事件已然出现，合规监
察组织相关负责员工就会对违规事件的背
景和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再相应找
到 Compliance 纲要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
进行相应的弥补。这样违反 Compliance 事
件还能一直用于发展和改进 Compliance 系
统。曼集团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一个持续有
效的廉正 Compliance 纲要。

政府机构调查
曼集团代表着开放和透明，因此，当进行调
查或对企业有任何质疑时，集团都会与主管
政府机构进行紧密合作。在这些情况下，合
规监察组织就是与政府机构的联络人。曼集
团的合规监察组织还特此为 Compliance 调
查时员工应有的行为制定了行为指南，所有
员工根据这个指南应了解，在调查机构进行 
Compliance 调查时该如何行事。这个行为
指南也非常重视开放、透明和合作等原则。
通过这一行为指南 曼集团是要明确地告知
所有的员工，在遇到 Compliance 调查时必
须通知公司合规监察组织，并与政府机构合
作。 

制裁 
曼集团不容许任何违反 Compliance 事件。
如果确定存在违反 Compliance 事件，合规
监察组织会提出适当、适度的制裁措施建
议，并由曼集团内部委员会决定是否执行该
建议。根据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严重程
度，制裁办法会采取从劳动法到民事法的不
同措施。制裁措施的实施会有集团内部人员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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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集团 Compliance 承诺

1. 来自集团高层的指示
曼集团的董事了解自己对 Compliance 承担
的责任，并将彻底履行这一责任。合规监察
官定期向曼集团董事会、子集团董事会及其
他专业部门（例如法务、会计、审计和公司
审核部门）的负责人汇报 Compliance 行为
的进展、可能存在的违反 Compliance 事件
和至此已采取的措施。

曼集团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也将 Compliance 
视为公司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努力推
行透明和廉正的企业文化。不容许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存在。“在曼集团，绝不
会容许有任何与 Compliance 准则相冲突的
业务活动，这是我们所有曼集团同仁的共同
认识。我们对此是‘零容忍’”，曼集团董事会
发言人帕赫塔-莱赫芬博士博士如是说。

2. 沟通 
Compliance 主题是曼集团内部时事通讯
和员工刊物的定期话题。新的 Compliance 
准则不仅会通过公司内部网站及电子邮件
发送给员工，还会通过 Compliance 培训
进行宣传。合规监察组织的联络方式在曼
集团的内部网站上是公开的。世界各地的
员工都可以使用 Compliance Helpdesk 来
就 Compliance 主题提出问题，了解相关
信息。不论是董事会议，还是管理层活
动，Compliance 议题都会定期出现在议程
表上。

2011 年春季，曼集团合规监察组织通过一
家独立的服务供应商进行了一次匿名的员工
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来评测合规监察组织在
集团内部的印象和评价。调查后，被问询到
的员工也熟悉了Compliance 措施，并了解
了集团行为准则和 Compliance 准则。他们
体验到了公司的道德文化，并也将合规监察
组织视作公司内部值得信赖的顾问和伙伴。

3. 汇报和检查
为了确保 Compliance 纲要的可持续性， 
曼集团不间断地对纲要的效率和效果进行
检查。通过所介绍的 Compliance 检查及对
可能存在的违反 Compliance 事件的分析，
可以发现合规监察组织中可能存在的薄弱
环节，并可对 Compliance 系统进行相应调
整。 

此 外 ， 合 规 监 察 组 织 还 持 续 落 实 着 
Compliance措施并执行着现行 Compliance 
项 目 。 例 如 ， 每 周 记 录 和 分 析 有 多 少
业 务 伙 伴 被 录 入 业 务 伙 伴 审 批 工 具 ， 
Compliance Helpdesk 处理了多少问题，通
过 Speak up! 平台接收到多少条投诉等。由
此合规监察组织的效率也可得到持续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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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外部专家定期交流
对于 Compliance 这一话题，曼集团并不
受限于自己的集团界限。合规监察组织定
期会就最新的 Compliance 主题与来自经
济和科学界的专家们进行交流。合规监察
组织的员工在 Compliance 会议和活动上
作报告。另外曼集团还注重在 Compliance 
协会网络内的活动。该协会会就从事关于
工业企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利益人
之间的 Compliance 与最佳实践方面的法
律、经济和组织等问题进行讨论。2011年
春季，在曼集团举行了一次 Compliance 
交流活动。在此次活动上，有约150名国际 
Compliance专家就“金砖四国和新兴市场上
的 Compliance 问题”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

 
  

5. 成员
曼集团支持和鼓励反腐败斗争。因此， 
曼集团自 2010 年 9 月起成为了国际透明
组织（一家致力于反腐败的国际组织）的一
员。此外，集团还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的
倡议活动，该倡议活动以自己的十项原则，
在人权、劳动权、环境保护和反腐败等领域
为企业和组织设立了国际标准。在有 7700 
个成员公司的 Global Compact 网络中，曼
集团享有国际交流经验，并推动企业责任的
对话。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曼集团的 Compliance 工作,
请联络：

Philip Matthey 博士
主合规监察官

电话： +49. 89. 36098-350
Compliance@man.eu

或访问曼集团网站：
www.ma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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