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9 日   
 

年終供應商通訊  
 

Exxon Mobil Corporation1 定期對其企業實務及其附屬公司進行徹底審

查。作為審查過程的一部分，埃克森美孚期望對商品與服務供應商或代表埃

克森美孚執行正確業務活動之間的溝通非常重要。在長期道德政策及商業行

為標準之其他政策的指導下，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根據最高標準經營業

務。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供應商也執行類似標準。埃克森美孚的標準包括安

全、合約授予、個人商業行為、遵循所有適用法律、適當的內部控制及正確

記錄並報告所有交易。 
 

如埃克森美孚供應商期望中所述，基本期望就是埃克森美孚及其供應商遵循

所有適用法律，所有財務結算、報告及發票都需正確反映我們之間的業務交

易。具體而言，我們希望遵循美國及經營業務的所有國家／地區的反貪腐及

反壟斷法。埃克森美孚的任何人員都無權代表我們要求您的組織採取任何違

反適用法律或埃克森美孚政策（包括我們的反貪腐及反壟斷政策）的行動。

埃克森美孚的員工或供應商均無權支付不當款項，包括支付不當費用給予任

何政府、商業實體或個人的任何員工、官員、代理人或機構以執行埃克森美

孚的活動或業務。 
 

                                                           
1 公司主體分離聲明  

埃克森美孚公司擁有多家附屬公司，它們大都在名稱中加入了埃克森美孚、埃克森、埃索和美

孚。為便於說明，本通訊內容使用的簡稱「埃克森美孚」係指公司集團或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的特定子公司。對於所有此類詞彙之選擇可能基於便利原則，並且可能無法識別報

告關係、法律實體或法律實體之間的關係。 

無論如何，本材料不得取代地方實體的公司主體分離原則。本通訊內容述及的工作關係不一定表

現上下級報告關係，但可反映職能指導、職位職責或服務關係。 

https://corporate.exxonmobil.com/-/media/Global/Files/who-we-are/Standards-of-Business-Conduct_apr.pdf
https://corporate.exxonmobil.com/-/media/Global/Files/who-we-are/Standards-of-Business-Conduct_apr.pdf


 
 

另一個重要標準是我們對於贈予及接受禮品與招待的政策。執行埃克森美孚

業務或代表埃克森美孚執行業務的各方應在各種情況下做出良好判斷。不得

以創造不正當優勢之目的提供禮品及招待。我們的員工不得接受與我們有業

務往來或尋求業務往來的個人、公司或事務所之禮品或超過實質價值的好處

或奢侈品或頻繁的招待。同樣，雖然我們不會提供第三方任何禮品，但當您

代表埃克森美孚執行業務時，可能在極少數情況下提供第三方適當的禮品或

招待也應同樣謹慎。如果您尚未依此執行，請務必採取充分的保護措施並制

定政策、程序及／或控制措施，以確保相關的商業互動及政府官員互動的活

動完全遵循適用的反貪腐法及埃克森美孚的期望。 
 

埃克森美孚致力於尊重人權，我們希望我們的供應商也能做到這一點。我們

在供應商期望中講述關於人權的部分，包括以遵守下列主要國際人權架構的

方式執行營運及企業實務及管理活動： 

 國際勞工組織 1998 年《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涵蓋消除童工、

強迫勞動、工作場所歧視及承認結社自由； 及  

 2011 年生效的《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UNGP)。 
 

埃克森美孚致力於為我們的員工、承包商員工及參訪埃克森美孚財產、場所

及設施的其他人員提供安全、健康與高效的工作環境。埃克森美孚期望您擁

有並執行至少符合協議規定所述的酒精及藥物計畫。可接受的承包商計畫要

素應包括但不限於： 
 

1) 禁止承包商人員在公司場所（包括下班時間）使用、持有、銷售、製造、

經銷、藏匿或運輸任何違禁物質，其中包括酒精及未獲處方或與處方或使用

說明不一致的方式使用潛在損害藥物，例如一些處方藥或非處方藥或草藥。 
 

2) 禁止任何 (1) 用於或設計用於測試、包裝、儲存、注射、攝入、吸入或以

其他方式將任何違禁物質引入人體的藥物或酒精之相關器具，(2) 用於或設

https://corporate.exxonmobil.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Report/Social/Supplier-vendor-and-contractor-expectations


 
 

計用於稀釋、替代或摻假酒精或藥物測試檢體或以其他方式阻礙酒精或藥物

測試過程的器具或物質。 
 

3) 承包商人員違反承包商計畫的任何層面或協議中酒精及藥物附件規定所

述，則從公司工作中移除。 
 

4) 承諾遵循所有適用的藥物及酒精相關法律及法規。 
 

關於酒精及藥物測試小組（包括篩選並確認截止級別） - 若有，則具體說明

在您與埃克森美孚的協議之酒精及藥物附件，必須遵守以下規定： 
 

A) 協議包含酒精及藥物附件，必須至少符合美國 DOT 小組要求之酒精及藥

物測試，您可以選擇使用 1) 符合美國 DOT 藥物小組的小組，2) 表準高於

美國 DOT 藥物小組的小組，或 3) 埃克森美孚藥物小組，除非這些小組中的

任何一組被當地法律取代。 
 

B) 協議包含酒精及藥物附件，必須至少符合埃克森美孚小組要求之酒精及藥

物測試，您可以選擇使用 1) 埃克森美孚小組，2) 表準高於埃克森美孚小組

（包括篩選並確認級別）的小組，除非這些小組中的任何一組被當地法律取

代。 
 

此資訊僅供澄清您現有協議相關語言，不會產生任何額外合約責任。大寫詞

彙應理解為相關 A&D 附件定義的詞彙。 
 

若您從美國境外成立之組織提供世界各地的埃克森美孚附屬公司商品與服務

時，您不得與美國人無法與之交易的任何實體、組織、個人或船舶進行交

易，並且您不得向埃克森美孚提供任何美國人無法交易的商品或服務，例如

受美國全面制裁的國家所製造或出貨之商品。目前受到美國全面制裁的國家

及地區包括克里米亞、古巴、伊朗、北韓及敘利亞。美國同時對美國財政部



 
 

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簡稱為「SDN 

黑名單」）的個人、實體及船舶實施全面制裁，包括 50% 以上或一個或多

個 SDN 直接或間接、單獨或以其他方式持有任何實體或船舶，並且對俄羅

斯及委內瑞拉實施更高程度的制裁。我們完全希望您了解適用的制裁與出口

管制，包括相關歐盟或其他適用的制裁與出口管制，並且在向埃克森美孚全

球附屬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務時，我們希望您不與任何受制裁方交易或向埃克

森美孚提供美國人無法交易的任何商品或服務。如果您對受到制裁的實體、

組織、個人或船舶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具有此類經驗的律師。 
 

埃克森美孚花費大量資源保護我們的資料，包括保護我們的電腦網路免受日

益複雜的網路攻擊風險，並根據監管規定管理個人資訊。 
 

本通訊內容強調埃克森美孚的期望，即您採取適當措施保護控制的資訊（電

子版本及實體副本）與資訊系統免受不斷變化的網路攻擊者風險的影響。您

應該根據專業指導及最佳做法採取適當的資料保護與網路安全措施。 
 

如果您在某些情況下懷疑埃克森美孚相關的資訊遭到洩露，請立即將此類情

況告知我們。如果您懷疑聲稱來自埃克森美孚的電子郵件實際上來自我們的

公司，請聯絡埃克森美孚。此外，我們要求您定期對員工進行網路安全培

訓，包括針對依賴個人注意力的網路安全攻擊警示培訓，例如「網路釣魚」

攻擊或其他包含可能危及電腦系統的附件或連結的可疑電子郵件。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採用資料保護或資料隱私法以規範包括個人資訊在內

的各項資訊收集及處理。此類法律不僅涉及如何收集與儲存此類資訊，還涉

及使用這些資訊的目的。此外，許多國家／地區對個人資訊跨國界及第三方

傳輸也有特殊限制。 
 

埃克森美孚致力於保護其員工、承包商、供應商、客戶和其他與其交易第三

方的個人資訊。如果您尚未如此執行，請根據您與埃克森美孚協議，確保採



 
 

取充分的保護措施以安全使用所有個人資料 ，並確保您擁有適當的控制措施

與工具以確保遵守適用的資料隱私法。 
 

我們還要求您對潛在非法資訊仲介活動保持警覺性，即個人聯絡提供機密資

訊的供應商，並將此類資訊用於競爭性投標的腐敗過程以獲得業務。這種做

法屬非法行為，我們要求您通報任何此類事件。 
 

您有責任將上述段落的期望傳達給進行埃克森美孚專案或現場為您工作的所

有分包商。 
 

最後，我們希望所有財務資料都應完整準確紀錄，所有提供埃克森美孚的發

票都準確反映我們之間簽訂的合約所規定的定價、付款條件與其他規定。 
 

我們承諾以公平的方式簽訂合約及其他獎勵。如果您發現任何不符合這些標

準的做法，或您對此內容有任何疑慮，請與我們聯絡。 
 

為了更有效認識並了解我們的業務標準，我們希望您將此資訊告知組織內與

我們或我們的附屬公司有業務聯絡的人員。 
 

如果您任何時候對此類商業標準的應用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聯絡適用地區

的控制顧問轉達給我們*。 
 

地區 - 國家  控制顧問  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USA  Kimberly Dear kimberly.a.dear@exxon
mobil.com  

+18326258054  

Canada  Frank McGurk frank.w.mcgurk@esso.c
a 

+15874765201  

Argentina  Fernanda Castellini  fernanda.castellini@exx
onmobil.com  

+5491130696485  

Brazil  Willy Silva  willy.f.silva@exxonmobi
l.com 

+554136193691 

Guyana  Juanita Mangal  juanita.mangal@exxon
mobil.com  

+5922275644  

mailto:willy.f.silva@exxonmobil.com
mailto:willy.f.silva@exxonmobil.com


 
 

Europe - All  Andrey Andreev andrey.p.andreev@exxon
mobil.com 

+420296577427 

Nigeria  Aminat O Raji-Salami  aminat.o.raji-
salami@exxonmobil.co
m  

+2349087621290  

Angola  Leila M Ribeiro  leilla.m.ribeiro@exxonm
obil.com  

+244222679000  

Chad and EG  Karel Bouma  karel.bouma@exxonmo
bil.com  

+420296577127  

Iraq and Dubai  Faisal Mustapha muhamadfaisal.mustap
ha@exxonmobil.com 

+97145742558 

Malaysia  Nurshafiza Zulkefli  nurshafiza.zulkefli@exxo
nmobil.com  

+60348154917  

Australia  Itthi Panthurungkhanon itthi.panthurungkhanon
@exxonmobil.com 
 

 

+6624078951 

PNG Lai L Wong lai.l.wong@exxonmobil.
com   

+6624078987   

Indonesia  Dewanti Oktadella dewanti.oktadella@exxon
mobil.com  

+622150921404 

Sakhalin  Kirill Prokudin  kirill.v.prokudin@exxon
mobil.com  

+74242677422  

India  Talreja, Priya priya.talreja@exxonmo
bil.com 

+919867560945 

AP - Rest of AP  Ruthairat Hannarutanan  ruthairat.hannarutanan
@exxonmobil.com  

+6624078897  

 

* 或者，您可以致電 ExxonMobil Corporate 「專線」1.800.963.9966 

（美國境內）或 001.972.444.1990（美國境外致電方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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