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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Nordstrom 社会责任部

1617 6th Avenue, Suite 
1000

Seattle, Washington  
98101

USA

npgsc@nordstrom.com

本文件提供有效实施《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的指导。签订 Nordstrom 产品集团

生产合同的工厂必须遵守《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本工厂指南、以及美国和其

开展业务的国家/地区的适用法律和法规。工厂经过审计以确保合规性。本指南旨在帮

助代理商、制造厂商和工厂理解《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并将其纳入日常运营。

机密性：本文件包含专有信息、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均属 Nordstrom, Inc. 所有。

未经 Nordstrom, Inc. 明确授权，不得将本文件及其内容复制或

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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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企业社会责任是 Nordstrom 文化的基本要素。我们重视稳固的供应商关系，并希望与

认同我们的承诺（即采用合乎道德的业务实践生产产品）的供应商合作。《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是这些关系的基础，确保我们的供应商接受合规目标并努力改善工作

条件。我们的《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以国际劳工组织 (ILO)、联合国指导原则、

政府和政策团队的推荐规范为基础。所有工厂管理人员还必须知道适用的当地法律，

并遵守当地法律或我们的《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但以工人保护水平较高者为

准。虽然我们承认供应商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本指导旨在规范全球预期。

我们的《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是衡量供应商社会责任表现的基础。遵守我们的

《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不应仅视为与 Nordstrom 产品集团开展业务往来的要求，

而应帮助工厂实施可持续改进。此外，Nordstrom 产品集团认为开诚沟通是成功关系

的关键。为此，我们按照透明和持续改进模式运作，以鼓励持续进行开诚布公的合规

挑战讨论并促使在工厂内实现可持续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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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全面的招募、聘
用和雇佣关系终止政
策及程序，以确保符
合当地法律和我们的
《Nordstrom 合作伙
伴准则》

• 由合格人员来管理和
实施每份
《Nordstrom 合作关
系准则》，并确保遵
守当地法律

• 对产能和效率进行有
效管理

• 工厂管理人员与
Nordstrom 产品集团
进行开诚布公的持续
合规挑战讨论

• 用当地语言通俗易懂地向工人传
达《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
工厂政策和当地法律，作为新员
工入职、工作手册和定期培训的
内容

• 最佳实践：工人和管理人

员教育计划

• 最佳实践：视频、公告、

海报及其他辅助图表

• 完整、方便取阅的工人档案，包
括带照片有效证件和年龄证明文
档；或当地法律接受的证明员工
的工作资格的任何相关身份证明
文件。

• 证明工厂场所合规性的必要文档
和执照需要留存至少 12 个月

• 有效的沟通渠道和申诉程序，
包括工人委员会。

• 例如：反性骚扰委员会
（如需）

• 工人积极参与所有
《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
的实施（如适用）

• 最佳实践：工人健康和

安全委员会

行政管理 文档 参与

有效地实施我们的《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需要配备稳健的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

确保工厂合规的一系列流程和程序。下面列出了稳健的工厂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使工

厂能够成功地实施我们的《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包括：

合规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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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运营原则

我们的《Nordstrom 合作关系准则》是我们社会责任计划的基础，而我们的重要运营原则为我们与
供应商成功并坦诚地开展合作提供了模式。我们透明和持续改进的重要运营原则，鼓励持续进行开
诚布公的合规挑战讨论并促使在工厂内实现可持续的进展。

贸易合规承诺

NPG 希望其工厂及其任何代表方都不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政府指定为“受制裁人”或“受制裁地域”
的任何人或地域开展业务。这包括确保受制裁人在您的工厂或代表您工作的任何其他实体没有任何
性质的利益。

透明

透明是 Nordstrom 产品集团与我们的供应商保持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透明是指允许所
有 Nordstrom 产品集团代表，包括第三方监控人员，全面访查与我们合作的工厂（包括宿舍等其
他设施）。这还意味着允许 Nordstrom 产品集团代表和/或第三方监控人员检查工厂的工资、工作
时间和管理系统记录。若工厂不透明，将会对其评级产生负面影响。透明可以通过工厂管理人员与
Nordstrom 产品集团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来实现。完成审计之后，将根据审计员的发现对设施
进行透明度评级。评级及其定义如下：

• 透明：表示所有记录都准确和透明

• 不透明：不一致：表示所有或部分记录不准确或伪造

– 例如：一名工人于 2020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发生断针，并记录在断针记录中。但提
供的出勤记录显示该工厂在周日不开工

• 不透明：不确定：表示疑似伪造记录，但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给工厂的证据

– 例如：工厂管理层称他们已安装了闭路电视系统，但该系统最近损坏，无法用它查看工人
的实际操作。也没有计算机考勤记录可供审查。

评估前探访：

建议所有工厂进行评估前探访，因为经证明这有助于工厂为审计日做好准备，但仅要求之前不透明
的工厂强制进行评估前探访。在安排审计日程时，我们的第三方监控人员将通知需要付费进行评估
前探访的工厂。

持续改进

Nordstrom 产品集团按照持续改进模式运营。持续改进是指致力于通过采用运营和经济实际的现实
和可衡量的计划实现合规。透明、有合作精神、持续改进的产品对于创造可持续的激励措施和改善
产品生产人员的生活至关重要。持续改进计划基于双方共同议定的里程碑事件和向 Nordstrom 产
品集团报告的常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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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准则》综述

法律要求：
Nordstrom 期望其所有业务供应商（本《合作关系准则》中使用的“供应商”必须包括所有代理

商、供货商、制造厂商、工厂和分包商）遵守美国和业务运营所在国（包括生产国或出口国）的

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此外，Nordstrom 还希望其供应商遵守《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劳工部

监控指南》）、国际劳工组织 (ILO) 公约以及联合国 (UN) 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的适用章节。生

产或提供产品的供应商还必须确保所有此类产品均根据其原产国和内容进行准确标记和明确标识。

在我们的业务关系中使用的语言（包括通知）必须为英语。如需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以及

供应商必须遵守的其他要求，请访问 www.nordstromsupplier.com。

控制权变更：

若供应 Nordstrom 产品的任何工厂的所有权、地点、销售或采购事宜发生变更，供应商必须以书
面方式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团。任何上述变更均需要工厂执行新的供应商设置流程。

分包：

未经书面批准，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供应商不得在生产之前分包生产流程的任何部分。作为批
准条件之一，分包商必须同意遵守《合作关系准则》。

文档和检查：:

文档：

Nordstrom 将进行审核，且可能会终止与任何未能遵守《合作关系准则》的任何供应商的关系。

检查（仅限 Nordstrom 产品集团）：

Nordstrom 产品集团监督对其《合作关系准则》和《工厂指南》的遵守情况。这包括对供应商工
厂的现场检查。工厂必须保持透明并将所有准确文档予以存档。工厂必须授权 Nordstrom 代表和
指定的第三方监控人员参与已宣布和未宣布的监控活动，以确保合规（包括允许进行任何性别的
秘密的工人会谈）。

反腐败：

Nordstrom 期望其所有供应商遵守与贿赂、洗钱和／或腐败有关的所有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加拿大反外国公职人员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案》（反腐
败法律）。供应商必须进一步制定及维护适当的政策、计划、培训和记录保存惯例，以遵守所有
适用的反腐败法律，并防止为了获得或保留业务作出非法付款。供应商必须向 Nordstrom 提供合
理协助，帮助其开展相关司法管辖区的任何政府或机构就反腐败合规目的而要求开展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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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准则》综述

海关合规：

供应商将遵守美国和加拿大海关的进口法律，特别是制定计划和维护文档，以支持原产国生产验
证和特惠贸易申报。供应商将根据美国海关-商贸反恐怖联盟 (U.S.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C-TPAT) 和加拿大伙伴保护计划 (Canada Partners In Protection，PIP) 
遵守国际供应链安全要求和标准。供应商接受审计并执行纠正措施计划（如适用）。

童工: 

供应商不得雇佣未满 15 岁或未达到生产国适用法律规定之最低年龄或未达到完成义务教育之年

龄（以较大年龄为准）的任何人士。供应商不得让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士接触危险、不安全或不

健康的环境，并且将提供充分保护，防止此类人士接触该等环境和材料。供应商还必须制定年龄

验证程序作为聘用流程的一部分。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强迫劳工：

Nordstrom 将不会与使用任何类型非自愿劳工（包括监狱劳工、契约劳工、债役劳工或通过人口

贩卖、强迫或奴役俘获的劳工或美国法律定义的强迫劳工）的任何供应商开展业务。严禁任何会

限制员工自由迁徙或自愿终止雇佣关系的做法。供应商不得暂扣身份证件、财务担保或其他有价

值的物品，作为使员工约束在岗位上的手段。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29 号和第 105 号公约。

骚扰和虐待：

供应商必须尊重和善待每一个工人。所有工人不得受到肢体骚扰、性骚扰、精神骚扰、言语骚扰

或虐待。供应商不得将罚款作为行政处分措施。此外，任何性别的员工必须可自由向 Nordstrom 

或 Nordstrom 指定人员表达顾虑，而不用担心供应商管理人员对其实施报复。参见联合国指导原

则第 29 条和第 31 条。

工资和福利：

必须根据适用法律定期按时支付工资、加班费和法定福利，并提供备案文档。雇主必须至少支付

最低工资、行业工资或集体协议中商议的工资（以较高者为准）。供应商不得扣除适用的当地法

律未规定的工资。鼓励供应商向所有性别的工人支付满足基本需求的工资，并提供可自由支配的

收入。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95 号和第 131 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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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准则》综述

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
供应商不得允许超出适用法定限制的工作时间或超出每周 60 小时的工作时间（以较少者为准）。

加班工作应当出于自愿，且按照当地法律规定的费率进行补偿。 供应商必须确保其工作人员不会

由于拒绝在常规工作限制时数之外加班而受到罚款、惩罚或解雇。工人应获准每七天休假一

天。 供应商必须保存准确的时间记录。供应商及其在美国合作的任何分包商，必须遵循美国劳工

部《预防措施以免接收热产品》指南。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4 号公约。

健康和安全：:
供应商必须提供安全、卫生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其中包括符合当地法律的书面标准。这包括与建

筑结构、电气安全、消防安全、化学品安全、卫生、应急准备、急救、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安全

政策相关的安全标准。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87 号公约。

非歧视
供应商必须在雇佣实践中一视同仁，包括招募、聘用和晋升所有背景的合资格人士，而不考虑其

性别、种族、肤色、国籍、籍贯或民族、宗教信仰、年龄、婚姻状况、同居关系、怀孕、父母身

份、身体或精神残疾、政治见解、个人特征和信仰、性取向、性别认同或受当地法律保护的任何

基准。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00 号和第 111 号公约。

结社自由：
供应商将尊重工人的结社自由（无论男女）及集体谈判权利。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87 号、第 98 

号和第 154 号公约。

环境：
供应商必须遵守经营所在国的所有适用环境法律和法规。此外，供应商必须制定政策和程序，管

理并最大限度减少对能源、空气、排放物、用水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安全地储存化学品和危险

材料，预防或减轻其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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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准则》综述

冲突矿物和金伯利流程：
供应商必须遵守与负责任采购（包括冲突矿物和钻石的采购）有关的适用法律和法规。 《多德-

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 第 1502 条涉及负责任的冲突矿物采购，冲突矿物包括：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 (DRC)（刚果）或其邻国存在武装冲突和践踏人权的环境中开采的锡、钽、钨和黄

金（统称为“3TG”）。根据第 1502 条，适用的供应商必须确认用于其产品的 3TG 的来源。供

应商同意满足第 1502 条所述的任何报告要求，并提供 Nordstrom 所要求的信息，以便

Nordstrom 履行第 1502 条下的报告义务。金伯利流程决议涉及负责任的钻石采购，要求销售方

保证，据个人所知或钻石供应商提供的书面保证，所有钻石属于非冲突矿物，并且须在所有发票

中声明。参见我们的《冲突矿物政策》(PDF)。

动物福利: 

供应商必须遵守符合或超出有关动物福利的国际、国家和州／省政府标准，以及最佳实践标准的
行为守则。到 2021 年底，Nordstrom 将不再销售用真动物毛皮或外来动物毛皮制成的产品。请
参阅我们的外来动物毛皮和无毛皮政策，了解更多详情。

知识产权：
Nordstrom 尊重其他方的知识产权 (IP)，并期待其供应商也如此行事。未经授权使用任何第三

方的知识产权（包括复制第三方的设计或印刷）不可接受。任何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和

转移专有信息的行为，均须以安全的方式进行，以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所有者、

Nordstrom 及其供应商的权利。Nordstrom 的商标、标识和专利成果仅可用于履行签约服务，除

非经 Nordstrom 预先书面批准，否则不得向任何其他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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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综述和定义

评级 评级定义 发现示例

零容忍 (ZT)

对工人福祉造成重大威胁的最高风
险违规行为。

第三方监控人员在 24 小时内向
Nordstrom 产品集团报告这些违规
行为。

• 童工

• 奴工、债役劳工或强迫劳工

• 肢体骚扰、性骚扰及虐待

• 贿赂

• 工人在家工作

• 重大健康和安全问题

需要立即处置
(DIA)

对工人福祉造成威胁的高风险违规
行为。

第三方监控人员在 24 小时内向
Nordstrom 产品集团报告这些违规
行为。

• 有使用童工的历史

• 言语或财务骚扰和虐待

• 歧视

• 拒绝监控或部分监控权限

• 未经授权分包

• 未经授权倾倒环境、化学或固体废

物

需要重大改进
(NMI)

侵害工人权利或表明管理系统和记
录保存不够完备的违规行为

• 工资和福利

• 工作时间和加班

• 休息日

• 法律要求

• 结社自由

• 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需要改进 (NI)

对工人福祉造成较小威胁的低风险
违规行为

• 轻微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 次要的备案文档

满意 (SAT)

未发现违规行为 • 未发现违规或轻微问题

• 工厂遵守《合作关系准则》和当地

法律要求

请注意，此列表并非各评级发现的详尽列表。有关更多的发现示例，请稍后参见本指南有
关各《合作关系准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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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期间发现的每个问题都将被归为以下其中一个评级：



纠正措施计划和文件

在审计之后，Nordstrom 产品集团与工厂合作制定纠正措施计划 (CAP)。纠正措施计划包括审计
发现和建议工厂采取的措施，以便进行改进。工厂将通过照片证据或提供其他相关文件向
Nordstrom 产品集团证明完成各项行动项目，所有这些均按照 Nordstrom 产品集团和工厂约定
的时间表进行。

纠正措施计划使我们能够快速改进轻微的合规问题，同时逐步解决更系统性的复杂问题的根本原
因。所有在纠正措施计划上提出的问题必须由 Nordstrom 产品集团社会责任团队记录，以跟踪
随时间推移的进展，提升工厂透明度，并加强对我们的《合作关系准则》的遵守。

在本工厂指南的以下部分，所需的整改文档将通过以下方法表示：

以下是对照片证明或文档的要求：

大小、清晰度、文件类型

❑ 所有照片必须清晰可见。
❑ 所有书面文件（时间表、工作时间日志、许可证、收据等）和照片应扫描发送电子邮件或作为

单独附件上传和附上，以便所有字迹和图像清晰。
❑ 所有文件必须是以下类型之一：.JPEG、.DOC、.PNG、.PDF、.XLS、.ZIP、.PPT、.AVI、.MOV。

位置

❑ 所有照片中必须明确各项整改的位置。例如，如果需要在自助餐厅中增加灭火器，则新安装的
灭火器的图像必须明显是在自助餐厅中拍摄的。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近距离拍摄整改位置，
以进行详细检查，并拍摄整个房间来说明位置。

产品文档

❑ 必须包含为决议而购买的所有新产品的收据照片或扫描副本。所有收据应准确反映有多少人会
使用该产品。

❑ 新产品的图像也应该包括经常在新产品通常使用的场所内使用新产品的人士。

培训文档

❑ 所有培训必须使用参加工人的签到表记录。
❑ 培训照片应使用进行培训时的房间图像来说明。

文档照片证明

13



法律要求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Nordstrom 期望其所有业务供应商（本《合作关系准则》中使用的“供应商”必须包括所有代理

商、供货商、制造厂商、工厂和分包商）遵守美国和业务运营所在国（包括生产国或出口国）的

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此外，Nordstrom 还希望其供应商遵守《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劳工

部监控指南》）、国际劳工组织 (ILO) 公约 以及联合国 (UN) 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的适用章节。

生产或提供产品的供应商还必须确保所有此类产品均根据其原产国和内容进行准确标记和明确标

识。在我们的业务关系中使用的语言（包括通知）必须为英语。如需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以及供应商必须遵守的其他要求，请访问 www.nordstromsupplier.com。

供应商要求
❑ 工厂必须拥有有效且未过期的营业执照。（评定为 NMI）
❑ 工厂必须拥有与原产国、产品在工厂间转移的适当备案文档（外发加工协议 (OPA)），及可应

请求提供的商品生产记录。（评定为 NMI）
❑ 必须遵守所有劳动法律。 这包括雇用外国合同工的情况。（评定为 NMI）
❑ 薪酬、法律和政策文档必须张贴在显著位置，且是以工人所用之语言写成。（评定为 NMI）
❑ 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工厂必须保留工人记录和所签之劳动合同来显示其合规性。（评定为

NMI）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DIA

工厂没有适当的营业证照、
地址和其他工业许可证上确
定的信息。

所有现行的许可证必须体现供应
商、工厂和本国及场内工人的关
系。

一个月

NMI

工厂未按照当地法律保存已
签署的劳动合同。

工厂必须创建一个用以保存劳动
合同记录的系统。完成时，工厂
必须将副本送至 Nordstrom 产品
集团以供其审查和
验证。

一到两个
月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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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变更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若供应 Nordstrom 产品的任何工厂的所有权、地点、销售或采购事宜发生变更，供应商
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团。任何上述变更均需要工厂执行新供应商设置
流程。

供应商要求

❑若工厂所有权发生变更，必须预先书面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团。（评定为 DIA）
❑若工厂换地生产，必须预先书面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团。（评定为 DIA）
❑供应商必须就任何新地址、所有权和联系信息更新 Nordstrom 供应商调查表。（评定

为 NI）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DIA

工厂未能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团控
制权或工厂所有权发生
变更的事宜。

若工厂所有权发生变更，则必
须书面通知 Nordstrom 产品
集团并通过审计批准流程。

开始 24 小
时至四周的
审计

DIA

工厂未能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团厂
址发生变更。

若厂址发生变更，工厂则必需
书面通知 Nordstrom 产品集
团。发送最新的 Nordstrom 
供应商调查表 (NSQ) 并通过
审核批准流程。

开始 24 小
时至四周的
审计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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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未经书面批准，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供应商不得在生产之前分包生产流程的任何部分。
作为批准条件之一，分包商必须同意遵守《合作关系准则》。

供应商要求
❑部署生产或换地生产前，工厂必须向 Nordstrom 披露所有分包情况。（评定为 DIA）

❑所有工作必须由备案工人完成。（评定为 DIA）
❑在下单前，工厂必须收到 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批准才能使用分包商。部署生产前，

工厂必须确认分包商会遵守《合作关系准则》和当地法律，并对分包商进行监管，确
保其始终遵守该准则。部署生产前，分包商可能要经过第三方审计。（评定为 DIA）

❑ Nordstrom 供应商调查表 (Nordstrom Supplier Questionnaire) 上必须显示分包设
施。（评定为 NI）

❑分包出去的所有缝制、后道／封装和包装地点（铸造和镀层除外）必需经过审计。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

表
方式

DIA

X 工厂已经将生产的切割
和缝合部分分包给
Nordstrom 产品集团不了
解或未经 Nordstrom 批准
的未知工厂。

生产只能在 Nordstrom 产品集
团批准的工厂里进行。分包商必
须提交一份 Nordstrom 供应商
调查表 (NSQ) 并立即执行审计
以验证其合规性。

24 小时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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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和检查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文档：

Nordstrom 将进行审核，且可能会终止与任何未能遵守《合作关系准则》的任何供应商的关系。
检查（仅限 Nordstrom 产品集团）：

Nordstrom 产品集团监督对其《合作关系准则》和《工厂指南》的遵守情况。这包括对供应商工
厂的现场检查。工厂必须保持透明并将所有准确文档予以存档。工厂必须授权 Nordstrom 代表
和指定的第三方监控人员参与已宣布和未宣布的监控活动，以确保合规（包括允许进行任何性别
的秘密的工人会谈）。

供应商要求

❑ 工厂必须准许使用所有记录、接触工人和设施以便于开展代表 Nordstrom 产品集团进行的审
计。（评定为 DIA）

❑ 工厂管理人员必须参加审计会议的开幕和闭幕，以讨论审计的目的和所发现的违规行为。（评
定为 NMI）

❑ 工厂必须允许使用所有文档和进入工厂场所，包括宿舍。（评定为 DIA）
❑ 工厂必须有获授权使用向所有社会审计开放的记录的适当工厂人员。
❑ 工厂必须就地保存所有必需文档 12 个月。

❑ 工厂必须配合，以便进行工人采访

评级（如发

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

表
方式

DIA

审计员到达工厂时，工厂拒
绝其进行审计。

审计员立即告知 Nordstrom 产品集
团其被拒绝的情况。直到工厂通过
了 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审计和批
准后才能开始生产。除了必须允许
审计员进行审核外，工厂还必须为
拒绝审计付出代价。若工厂拒绝，
Nordstrom 产品集团将终止与供应
商的业务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NMI

审计期间，工厂为审计员提
供的工厂和工人文档不全。

工厂必须保留所有与业务、工人人
事档案和已支付的 12 个月工资记
录。必须再度审计以验证是否合规，
所需费用由工厂支付。此发现也被
评为不透明和不确定。

两至四
周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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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Nordstrom 期望其所有供应商遵守与贿赂、洗钱和／或腐败有关的所有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加拿大反外国公职人员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案》（反腐
败法律）。供应商必须进一步制定及维护适当的政策、计划、培训和记录保存惯例，以遵守所有
适用的反腐败法律，并防止为了获得或保留业务作出非法付款。供应商必须向 Nordstrom 提供
合理协助，帮助其开展相关司法管辖区的任何政府或机构就反腐败合规目的而要求开展的任何活
动。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

表
方式

ZT

工厂厂主或其他工厂代表贿赂审计
员，以忽视工厂的社会责任合规性
（或其他问题）以及产品质量（或
测试问题）。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工厂
的业务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ZT
代理商要求工厂支付额外的服务费
用，例如质量检查、元件采购等。

Nordstrom 产品集团将收到第三
方审核员的通知，并且
Nordstrom 将与代理商合作，确
保采取合乎道德的做法

24 小时

ZT 审计员发现工厂的许可证是伪造的；
工厂试图贿赂审计员来证明许可证
的合法性。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
商的业务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ZT

审计员告知工厂厂主或其他工厂代
表：若给他钱，他会忽视其所发现
的工厂社会责任合规性问题（或其
他问题）。工厂厂主答应其要求，
向审计员行贿。

向 Nordstrom 产品集团告知审计
员的姓名。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此审
计员的合作关系并重新安排审计，
所需费用由第三方审计员支付。

24 小时

ZT

审计员告知工厂厂主或其他工厂代
表：若贿赂他，他会忽视其所发现
的工厂质量问题（或检测问题）。
工厂厂主答应其要求，向审计员行
贿。

向 Nordstrom 产品集团告知审计
员的姓名。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此审
计员的合作关系并重新安排审计，
所需费用由第三方审计员支付。

24 小时

ZT
工厂管理人员由于负面审计发现而
以暴力或报复对审计员相威胁。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
商的业务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供应商要求
❑ 所有供应商必须遵守当地和／或其他适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评定为 ZT）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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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合规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将遵守美国和加拿大海关的进口法律，特别是制定计划和维护文档，以支持原产国生产验证和特惠
贸易申报。供应商将根据美国海关-商贸反恐怖联盟 (U.S.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C-TPAT) 和加拿大伙伴保护计划 (Canada Partners In Protection，PIP) 遵守国际供应链安
全要求和标准。供应商接受审计并执行纠正措施计划（如适用）。

供应商要求
❑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或者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对商业文档（特别是原产地证书声明）中所声称的原产国情况

并不满意，其要求 Nordstrom 产品集团提供原始装运记录／文档。海关让我们提供文档的期限很短，
所以 Nordstrom 产品集团会要求在代理商／供应商收到请求的五日内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和快递发送）
将文档发送过去。有关海关合规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nordstromsupplier.com/NPG/uscustoms.html

❑ 工厂应查阅 Nordstrom 产品集团《国际供应链安全参考指南》(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Security Reference Guide)，该指南旨在让工厂了解 C-TPAT 的相关要求。可通过以下地址来查看该
文档：https://www.nordstromsupplier.com/Nordstrom Product Group/index.htm。

评级（如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

表
方式

NI

工厂没有恰当的书面程

序用以报告并制止非法

进入货柜或货柜存储区

域的行为。

工厂应具备报告并制止非法进入货柜或

货柜存储区域行为的书面程序。

30 天

NI

没有监控和及时追踪所

有进出货物运输情况的

系统。

工厂必须拥有一个能够监控和追踪所有

进出货物运输情况的综合系统。

30 天

NI

工厂的货柜检测流程未

包括 7 点检测流程。

工厂必须执行 7 点检测流程以验证货

柜的物理完整性。

30 天

NI

工厂没有适当的书面程

序来表明其会如何控制

密封装置并将其固定在

已装货的货柜上。

必须保持货柜的完整性以避免未获授权

的物品和/或人进入货柜。工厂装载的

整装货柜必须有可验证的书面程序，以

符合下面所概述的要求（包括密封装

置）。

30 天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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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不得雇佣未满 15 岁或未达到生产国适用法律规定之最低年龄或未达到完成义务

教育之年龄（以较大年龄为准）的任何人士。供应商不得让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士接触

危险、不安全或不健康的环境，并且将提供充分保护，防止此类人士接触该等环境和材

料。供应商还必须制定年龄验证程序作为聘用流程的一部分。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供应商要求
❑严禁工厂雇佣 15 岁以下的童工。凡当地法律规定了最小工作年龄大于 15 岁的地区，

所有工人必须年满或大于法定最小年龄。（评定为 ZT）
❑凡当地法律规定了义务教育年龄的，工厂就不能雇佣低于义务教育年龄以下的人。

（评定为 ZT）
❑生产区内始终禁止未成年人参观。（评定为 ZT）
❑禁止儿童帮助生产的任一环节。（评定为 ZT）
❑禁止将儿童保育设施放在工作区域内。（评定为 ZT）

❑必须遵守所有有关未成年工（按照当地法律规定）的要求。按照国际劳工组织规定，
禁止未成年工夜间工作或执行危险工作／任务。工人档案中必须包含父母同意的证明
及可以不再接受教育的证明（若适用）。（评定为 ZT）

❑若发现有雇佣童工的历史，则要求验证现在没有雇佣 15 岁以下的童工。凡当地法律
规定了最小工作年龄大于 15 岁的地区，所有工人必须年满或大于法定最小年龄。
（评定为 DIA）

❑若当地法律规定，工厂必须具备包括最低雇佣年龄为 15 岁或更大年龄条款在内的雇
佣政策文档。（评定为 NMI）

❑工厂必须具备能够有效实施的年龄验证程序。所有工人档案必须包含应聘者提交的身
份证和带照片有效证件的复印件。（评定为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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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

表
方式

ZT

X 国的法定最小工作年龄是 14 岁。
发现 X 工厂有一名 14 岁的工人，
有已验证的文档。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商的业务
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ZT

X 国的法定最小工作年龄是 16 岁
（高于 Nordstrom 产品集团要求
的 15 岁）。X 工厂发现有 15 岁
的工人，有已验证的文档。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商的业务
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ZT

X 国的法律之间互相冲突；允许未
成年人在 15 岁以后可以工作，但
是必须在学校学习到 16 岁。X 工
厂有一名工人 15 岁，且未上学，
有已验证的文档。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商的业务
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DIA

X 工厂有使用童工的历史，但是在
当前审计期间，并未发现有童工。

工厂必须制定招聘防止雇佣童工的政策，
并严格执行此招聘政策。招聘政策必须包
括所采取的特定步骤，确保身份证和带照
片的有效证件能够在雇佣期间反复核对实
际员工。

24 小时

NMI
工厂没有明文规定有关最小雇佣年
龄的政策。

工厂必须执行这一政策并培训员工，确保
工人符合最小年龄的要求。

24 小时

NMI

通过与工人的会谈验证了：X 工厂
的未成年工（15 至 18 岁）的工
作时间（包括加班时间）与成年工
人相同。

确定未成年工情况并将法律规定的雇佣限
制条件传达给员工。创建/保留未成年工的
入册信息，并执行青少年雇佣限制条件
（例如，要求有父母/监护人的书面许可、
特殊记录、所要求的体检情况、受限的工
作时间（无 OT）以及工作限制条件（无危
险性任务/作业））。

24 小时
至三个月

NMI

工厂中发现了一名儿童。进一步审
查后，证实其是在放假期间来探望
自己的父母。

必须立刻将儿童请出工厂。工厂必须制定
一项政策，禁止儿童进入车间，并确保将
此政策传达给职员和工人。

24 小时

NMI

X 工厂的鞋类厂区的粘合生产线上
有未成年工。

工厂不能让未成年工从事危险性任务/作业。
工厂必须创建并保留未成年工的入册信息，
并执行未成年工雇佣限制条件。

24 小时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童工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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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劳工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Nordstrom 将不会与使用任何类型非自愿劳工（包括监狱劳工、契约劳工、债役劳工或

通过人口贩卖、强迫或奴役俘获的劳工或美国法律定义的强迫劳工）的任何供应商开展

业务。严禁任何会限制员工自由迁徙或自愿终止雇佣关系的做法。供应商不得暂扣身份

证件、财务担保或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作为使员工附着在岗位上的手段。参见国际劳工

组织第 29 号和第 105 号公约。

供应商要求
❑工人必须在任何时间都可喝水并使用卫生设施。（评定为 DIA）
❑不论什么生产状况，工人必须随时能够离开，包括在正常轮班后。（评定为 DIA）
❑工人不得进行与招聘代理商、招聘或移民相关的付款或存款，或者预付押金。（评定

为 ZT）
❑工厂必须与招聘代理商合作，确保工人在离开母国或所在省份之前了解基本的雇用条

款。这些条款必须至少包括就业岗位、工作场所名称和地址、住宿情况以及相关条款
和条件等母语信息。（评定为 ZT）

❑加班工作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严禁剥夺工人的自由和充足睡眠。（评定为 ZT）
❑不论合同条款如何，工人都必须有权随时终止雇佣关系，禁止规定不合理的通知期或

为终止雇佣合同施加巨额罚款。（评定为 NMI）
❑所有劳动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评定为 NMI）
❑必须培训保安人员，以确保有任何工人不会被迫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评定为 DIA）
❑禁止使用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中国新疆的棉花。（评定为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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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劳工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评级（如发

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ZT

审计期间，工人表示其并
非自愿在工厂工作。深入
审核后，证实了这种说法
是真的。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
商的业务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ZT

X 工厂的外来务工人员需
要签署一份合同，合同中
规定不能辞职。例如，若
工人在两年内辞职，则其
会被罚款，罚款数额相当
于其三个月薪水。

必须修订该合同，立刻废除此条
款。不能因雇佣关系终止而进行
罚款或扣薪。工人应签署用其当
地语言书写的修订后的合同，并
保留一份副本。

24 小时

DIA

工厂要求工人提交合法的
原始身份文件（例如出生
证明或身份证的原件）或
押金和罚款，因此不能轻
易从工厂辞职。

工厂必须制定一条政策，即：不
得要求工人交付合法的身份文件
（例如出生证明或身份证的原件）
或押金和罚款，因为这些可能令
工人无法轻易从工厂辞职。工厂
必须返还所有押金、复印副本并
将所持有的所有文件发还给工人。

24 小时

DIA

工人们认为有安保人员看
管，所以感觉自己是被胁
迫工作，且限制了其在工
厂的活动自由。

安保人员必须停止这一做法，并
接受有关正确处理此类事务的培
训。必须对安保人员进行监管以
保证其行为的合规性。

24 小时

DIA

工人必须得到其主管的许
可才能喝水或使用卫生设
施。

工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无需许可
即能使用卫生设施、喝水。

24 小时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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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和虐待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必须尊重和善待每一个工人。所有工人不得受到肢体骚扰、性骚扰、精神骚扰、言语骚扰
或虐待。供应商不得将罚款作为行政处分措施。此外，任何性别的员工必须可自由向 Nordstrom 
或 Nordstrom 指定人员表达顾虑，而不用担心供应商管理人员对其实施报复。参见联合国指导
原则第 29 条和第 31 条。

供应商要求
❑ 工厂内不得有身体、言语或非言语的性冒犯或性剥削。（评定为 ZT）
❑ 工厂内不得有任何威胁或体罚形式的惩罚或骚扰。（评定为 ZT）
❑ 需要对工人搜身时，不得由异性的安保人员或工厂人员进行。（评定为 DIA）
❑ 工厂内不得使用谩骂、恐吓、侮辱或辱骂的语言。（评定为 NMI）
❑ 工厂不得将罚款作为行政处分措施。（评定为 NMI）

评级

（如发

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

表
方式

ZT

一主管触摸了一工人，这让工人们感
觉很不舒服。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供应商的业
务关系并寻找其他采购源。

24 小时

DIA

工厂政策表明对于违反工厂准则（例
如在车间吃东西等）的员工要进行罚
款。

禁止罚款。该
政策必须立即撤销，
以经过修订的准则作为依据。工厂

必须将更新后的政策告知
人力资源部和员工。

24 小时

NMI

若工人上班迟到，则会被当众斥责并
扣薪。

工厂必须立刻停止这种做法，并接受有
关正确处理此类事务的培训。工厂必须
有效地跟进管理所报告的不满和申诉。

24 小时

NMI

工人犯错时，主管对他们大喊大叫。 主管必须立刻停止这种做法，并接受有
关正确处理此类事务的培训。工厂必须
有效地跟进管理所报告的不满和申诉。

24 小时

NI

各部门的行政处分程序不一致。例如，
一个缝纫部门的工人犯了点小错误，
就被解雇了；而一个包装部门的工人
也犯了点小错误，但只得到书面警告。

主管和工人应当受过有关处分程序的教
育，应当在工厂内执行统一的行政处分
程序。该
行政处分程序必须在停职或解雇前包含
一系列逐步递增的口头及书面警告 （注：
行政处分程序还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
公布）。

24 小时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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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福利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必须根据适用法律定期按时支付工资、加班费和法定福利，并提供备案文档。雇主必须
至少支付最低工资、行业工资或集体协议中商议的工资（以较高者为准）。供应商不得
扣除适用的当地法律未规定的工资。鼓励供应商向所有性别的工人支付满足基本需求的
工资，并提供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95 号和第 131 号公约。

供应商要求
❑工厂必须确保工资直接支付给工人且不挪作他用。（评定为 ZT）
❑必须定期和按时支付工资和加班费。（评定为 DIA）
❑法律规定的福利必须根据适用法律的要求定期、按时支付并记录在案，并就地保存在工

厂 12 个月。（评定为 NMI）
❑工厂必须至少支付最低工资、行业工资或集体协议中商定的工资，以高者为准。（评定

为 NMI）
❑工厂必须确保常规和加班工资满足法律或行业规定的最低标准。（评定为 NMI）
❑禁止聘用临时员工来规避法定福利和加薪。（评定为 NMI）
❑工厂必须遵守有关社会保障和保险的适用法律及行业标准。（评定为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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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福利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DIA

工厂未能支付法定最低
工资。

工资支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 持续改进

DIA

延迟支付工资和加班费，
导致工人至少持续一个
月没有得到报酬（包括
辞职工人）

工资支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 持续改进

DIA

X 工厂中没有任何人可
以审查工资和福利文档。

工厂必须配备专员来进行审计
记录审查。

立即着手

NMI

未支付所有加班工资给
工人。

所有已加班的时间必须符合法
定要求。

持续改进

NMI

未给工人提供法律规定
的保险。

工厂必须满足法定福利要求，
并在出现必要更新内容时教育
所有工人。

持续改进

NMI

工资记录未能将加班时
间与标准（规定工时）
工作时间分开，和/或
未能在工资表上正确记
录和逐项列出工资、工
作时间、加班时间、福
利和预扣。

所有工作时间都必须进行记录，
且工资表应当逐项列出常规工
作时间、加班时间、净薪酬、
薪酬总额和适当的扣除额。

持续改进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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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不得允许超出适用法定限制的工作时间或超出每周 60 小时的工作时间（以较少
者为准）。加班工作应当出于自愿，且按照当地法律规定的费率进行补偿。 供应商必须
确保其工作人员不会由于拒绝在常规工作限制时数之外加班而受到罚款、惩罚或解雇。
工人应获准每七天休假一天。 供应商必须保存准确的时间记录。供应商及其在美国合作
的任何分包商，必须遵循美国劳工部《预防措施以免接收热产品》指南。参见国际劳工
组织第 14 号公约。

供应商要求
❑工厂生产定额不应导致强制加班。工厂必须限制每日、每周和每季度的工作时间，使

之符合规定的法定限制。（评定为 ZT）
❑工厂必须确保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在法定限制范围内，或每周不超过 60 小时，

以较低者为准。（评定为 NMI）
❑在雇佣员工前，工厂必须通过口头和书面形式告知工人有关加班工作和加班补偿费率

的政策。（评定为 NMI）
❑禁止无偿工作。（评定为 NMI）
❑工厂必须在工人连续工作 6 天后为其提供 1 天休息。（评定为 NMI）
❑只得在生产区进行工作，不得在宿舍或餐饮设施中工作。（评定为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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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评级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ZT

计件工人报告高生产定额；表示其

在完成定额前不能离开工厂，从而

造成强制推迟或整夜加班。工人还

报告其睡在设施中。

Nordstrom 产品集团终止与

供应商的业务关系并寻找其

他采购源。

24 小时

NMI

加班时间无法验证，这主要是由以

下的不一致造成：1.) 基于采样室

的断针记录，2 名工人曾在 6 月 9 

日（星期天）工作。然而，提供的

条形码考勤记录则显示相关工人当

天休息。

工厂必须在审计过程中向

Nordstrom 产品集团代表和

／或第三方审计员提供真实、

完整和准确的记录，确保工

厂的合规等级能够得到证明。

工厂必须公开可能面临的挑

战，努力创造一个现实和逐

步的改善计划。

持续改进

NMI

有人指出，在五月的人工考勤记录

中，10 名工人中有 6 名在 5 月 2 

日至 5 月 31 日间连续工作了 21 

天。

工厂必须确保工人在七天中

休息一天。工厂必须公开可

能面临的挑战，努力创造一

个现实和逐步的改善计划。

持续改进

NMI

有人指出，从一月至四月，60% 的

工人每周工作 70 至 80 小时。

工厂必须发送改进计划的文
档（例如详细的电子表格或
文档格式），突出显示每月
降低工作时间的进展，直到
符合当地法律和/或《合作伙
伴关系准则》的规定。

持续改进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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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必须提供安全、卫生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其中包括符合当地法律的书面标准。这
包括与建筑结构、电气安全、消防安全、化学品安全、卫生、应急准备、急救、个人防
护装备和其他安全政策相关的安全标准。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87 号公约。

供应商要求

电气安全

❑ 电源线必须接地。（评定为 NI）
❑ 所有配电板和断路器都必须有盖，且每个开关都必须正确标注当地语言。（评定为 NI）
❑ 电线必须处于良好状态，没有拼接、磨损或裸露在外。（评定为 NI）
❑ 应急蜡烛或手电筒必须存放在屋内以备停电时使用。（评定为 NI）
消防安全
❑ 工厂每 25 人配 1 个灭火器，分布均匀，且每名工人都能很容易地取用。（评定为 NI）
❑ 灭火器必须能毫无阻碍地获取。（评定为 NI）
❑ 必须将灭火器安装在墙上或柱子上，并清楚标明。（评定为 NI）
❑ 所有有可燃物的房间必须配有消防器材。（评定为 NI）

❑ 必须每月对灭火器进行检查，将其充满，并按火灾类型贴上标签（评定为 NI）：
❑ 木材、纸、纺织品：水；A 类灭火器用于普通可燃物；消防毯
❑ 溶剂、油脂、油类、石油：B 类灭火器用于易燃液体、气体或油脂
❑ 线路、电气设备：C 类灭火器用于线路或电气设备；消防毯

❑ 所有消防器材必须由消防部门或外部机构每 6 个月检查一次，或者根据当地法律规定的时间
进行检查，并记下检查日期。（评定为 NI）

❑ 每个部门必须有 5% -10% 的男性和女性工人接受正确处理和使用消防设备的培训。（评定为
NI）

❑ 操作说明必须用当地语言写成，并张贴在灭火器的附近。（评定为 NI）

❑ 必须进行定期的消防、其他疏散演习以及培训，每 6 个月一次，并用文件记录下来，且配有
相关照片和签名。（评定为 NI）

❑ 疏散培训必须包括了解应急通道和工厂外指定集合地。（评定为 NI）

❑ 整个工厂必须能够听到并看到火灾警报。（评定为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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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要求（续）
卫生/厕所
❑ 每个楼层都必须设有卫生设施。（评定为 NI）
❑ 厕所必须每天清洁和消毒。（评定为 NI）
❑ 厕所必须接通自来水。（评定为 NI）
❑ 必须提供基本用品，如厕纸、肥皂和擦手巾。（评定为 NI）
❑ 厕所必须设有隐私隔间。（评定为 NI）
❑ 厕所区域必须具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评定为 NI）
❑ 厕所附近必须设置干净的清洗用水。（评定为 NI）
❑ 必须提供一个足够数量的可用厕所，并按性别分开。（评定为 NI）
❑ 每个班次的工人／按性别划分的所需厕所数量（评定为 NI）：

❑ 1 – 15: 1

❑ 13 – 35: 2

❑ 36 – 55: 3

❑ 56 – 80: 4

❑ 81 – 110: 5

❑ 111 – 150: 6

❑ 150 +: 每增加 40 名工人，增加 1 个厕所

紧急出口
❑ 所有紧急出口都必须在工作期间不上锁。禁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阻拦工人安全离开建筑物。（评定为

ZT）
❑ 建筑物每个楼层必须至少有 2 个未上锁且可通行的紧急出口。紧急出口的门必须向外打开，且开门范

围必须足以保证人员能够安全和迅速撤离。（评定为 NMI）
❑ 紧急出口到工人的距离必须最多为 61 米（200 英尺）。（评定为 NI）
❑ 紧急出口和引导标示必须在最多 30.5 米（100 英尺）的范围内可见。（评定为 NI）
❑ 所有紧急出口上和楼梯间必须安装应急灯。（评定为 NI）
❑ 所有紧急出口通道必须保持最小 72 厘米（28英寸）的宽度，并且畅通无阻。

急救与医疗服务
❑ 工人必须接受基本急救程序的培训。（评定为 NI）
❑ 工厂附近必须有医院、医疗设施或工厂内有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评定为 NI）
❑ 若法律有规定，则必须每年进行体检。（评定为 NI）
❑ 必须由执业医生在无菌且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医疗操作。（评定为 NI）
❑ 如需给工人注射，则必须由执业医生操作并作记录。（评定为 NI）
❑ 必须遵守使用和处理注射针头的正当程序。（评定为 NI）
❑ 每一层每 100 人至少要有 1 个急救医疗箱。（评定为 NI）

❑ 其中至少包括：胶布绷带、吸水垫、抗菌剂、医用手套、烧伤治疗用品、医用胶带、剪刀、镊子、外用
酒精、洗眼液。（评定为 NI）

❑ 必须定期检查急救箱，必要时补足所需用品。（评定为 NI）
❑ 急救箱必须随时都可取用，不能上锁。（评定为 NI）
❑ 如遇受伤，血源性病原箱必须可用。（评定为 NI）
❑ 必须在危险区设置应急洗眼处。（评定为 NI）
❑ 工人不得随意获取管制药品。（评定为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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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要求（续）
个人防护装备 (PPE)

❑ 必须向工人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包括护目镜、手套和面罩等，且需针对如何适当使用进行定期培训。
（评定为 NI）

❑ 如需在超过 85 分贝的持续噪音中工作，则必须向工人提供耳塞。（评定为 NI）

水
❑ 工厂必须为工人提供免费用水，保证水中没有饮用后可能会导致严重健康风险的有害物质。（评定为

ZT）
宿舍

❑ 宿舍大小必须符合当地规定的尺寸标准，每名工人的居住空间不得少于 2.25 平方米（20-25 平方英
尺）。（评定为 NI）

❑ 每层楼的饮用水必须随时可用。（评定为 NI）
❑ 紧急出口必须始终不上锁。（评定为 NI）
❑ 电源必须随时可用。（评定为 NI）
❑ 每个楼层都必须设有卫生设施。（评定为 NI）
❑ 厕所必须按照性别分开安装，并装有隐私门，且每天都要清洁。（评定为 NI）
❑ 不得对居住者收取额外的食宿费。（评定为 NI）
❑ 根据宿舍政策，居住者必须可以自由出入。（评定为 NI）
❑ 睡眠区域必须按性别进行隔离，除非是家人或伴侣。 （评定为 NI）
❑ 每位居住者必须有自己的床位。（评定为 NI）
❑ 每位居住者必须有安全带锁的个人储物柜。（评定为 NI）
❑ 宿舍区必须干净、结构合理、通风性好、采光好，适宜在不同的天气居住。（评定为 NI）
❑ 必须每天清理垃圾／杂物。（评定为 NI）
❑ 洗衣房必须要有分开的洗衣池。（评定为 NI）
❑ 每层必须有 2 个明显的紧急出口楼梯间。（评定为 NI）
❑ 只能在指定区域吸烟。（评定为 NI）
❑ 只能在指定区域煮食。（评定为 NI）
❑ 宿舍附近必须有指定的煮食区域／厨房。（评定为 NI）
❑ 楼梯间必须照明充足、有适当的扶手、应急照明，且整洁干净。（评定为 NI）
❑ 疏散计划必须张贴在宿舍区的各个楼层，所用语言为当地语言。（评定为 NI）
❑ 宿舍每层楼上的不同地方都备有 2 个可用灭火器。（评定为 NI）
❑ 由工厂管理的厂外宿舍必须遵循与厂内宿舍相同的要求。
机器安全
❑ 所有的机械装置必须按照制造厂商的说明进行安装和维护。（评定为 NI）
❑ 必须保留所有机械设备的检修日志。（评定为 NI）
❑ 必须保留断针日志，其中包括所有断针的日期、机号和操作员姓名。（评定为 NI）
❑ 所有磨轮上必须安装前挡板和侧挡板。（评定为 NI）
❑ 所有缝纫机和纽扣机上必须装有针套、滑轮套和护眼罩。（评定为 NI）
❑ 所有裁剪机上都必须装有刀套。（评定为 NI）
❑ 所有自动袋口踏边机上必须装有指套。（评定为 NI）
❑ 每台机器必须有单独的电源关闭开关，或操作员伸手可及的紧急释放装置。（评定为 NI）

❑ 吊牌枪必须分别进行标记，不能共享。（评定为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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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要求（续）

通风措施
❑ 必须对工厂进行适当的供暖／降温，以确保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评定为 NI）
❑ 必须安装空气循环系统，并保证其可以正常运行。（评定为 NI）
❑ 必须安装排气扇，并保证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正常运行。（评定为 NI）
❑ 必须对排气扇进行定期清洁，以保证可以提供最佳的空气质量。（评定为 NI）
❑ 必须在产生热量的区域或工人从事重体力作业的区域内提供足够的通风条件。（评定为 NI）
文档
❑ 工厂必须张贴相关法律要求的健康和安全信息，且必须使用当地语言。（评定为 NI）
❑ 必须将紧急通知张贴在醒目位置。（评定为 NI）
❑ 工厂必须在厂内保存所有的健康和安全许可副本。（评定为 NI）
❑ 工厂必须在厂内保存所有的安全和事故报告，为期一年。（评定为 NI）
❑ 必须对安全培训、会议和演习进行备案，并保存好相关记录。（评定为 NI）
❑ 必须对所有急救措施和所分发的材料进行备案，并对其进行妥善的保管。（评定为 NI）

生产区的安全
❑ 始终保持通道畅通。（评定为 NI）
❑ 工作区必须空间充足，以利于自由活动。（评定为 NI）
❑ 主通道必须足够宽，可容纳 2 名工人惬意地并肩行走。（评定为 NI）
❑ 副通道必须足够宽，可容纳 1 名工人惬意地行走。（评定为 NI）

❑ 疏散计划必须张贴在每层楼的明显位置，其中显示当前位置、最近的出口和灭火器位置。（评定
为 NI）

❑ 工作台必须光线充足。（评定为 NI）
❑ 生产区必须用箭头或线标出疏散通道。（评定为 NI）
❑ 生产区内的垃圾／杂物必须定期清理干净。（评定为 NI）
❑ 将货物存放入空货盘时堆叠高度与盘边保持水平，过高会导致安全隐患。（评定为 NI）

❑ 工人必须穿戴合适，以将潜在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头发束之脑后、不穿宽松的衣服等）。（评
定为 NI）

❑ 必须由经认可的机构对工厂的照明和噪音进行分析，以发现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进。
（评定为 NI）

电梯
❑ 必须由执业技术人员定期对电梯进行保养和检查。（评定为 NI）
❑ 除非在电梯轿厢出现时，否则电梯门必须关闭。（评定为 NI）
❑ 每台电梯上必须张贴载重限制和应急情况说明。（评定为 NI）
❑ 货运电梯井必须在恰当的位置标记出来，以避免有人受伤。（评定为 NI）

食物的制备
❑ 食物制备区必须与生产区分离开来。（评定为 NI）
❑ 食物制备区必须干净，且每天都要消毒。（评定为 NI）
❑ 饮食设施必须盖好，以保护工人饮食安全。（评定为 NI）
❑ 饮食设施处必须有恰当数量的桌椅便于工人休息时使用。（评定为 NI）

❑ 食物制备区必须配有制冷装置、加热装置和饮用水。（评定为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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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

间表
方式

ZT

在工作时间内，必须从内
侧锁上所有的出口门。

在工作时间内，所有出口门必须始
终保持可用状态，且不上锁。最佳
的做法是安装可朝外打开的推杆门，
这样可以在允许自由离开的同时，
保持工厂的安全性。

24 小
时

ZT

工厂内的饮用水对工人健
康有害。

工厂必须保证饮用水不会导致健康
风险。必须安装水过滤系统，同时
检验水质是否达到满意的程度。

24 小
时

NMI

一些紧急出口上锁或者受
到阻挡。

在工作时间内，所有出口门必须始
终保持可用状态，且不上锁。最佳
的做法是安装可朝外打开的推杆门，
这样可以在允许自由离开的同时，
保持工厂的安全性。

24 小
时

NI

工厂并没有安全地存放有
害物质。

必须将化学品和有害物质存放在适
于存放这些物质的专门区域。

两至四
周

NI

箱子在走道上。 确保箱子不会堵塞楼梯、走道和出
口通道。

24 小
时

NI

未向纺织工发放耳塞。 工厂必须将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PPE) 发放给处于所有适用区域的
所有工人，并针对穿戴个人防护装
备的重要性对工人进行培训。

两至四
周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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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视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必须在雇佣实践中一视同仁，包括招募、聘用和晋升所有背景的合资格人士，而
不考虑其性别、种族、肤色、国籍、籍贯或民族、宗教信仰、年龄、婚姻状况、同居关
系、怀孕、父母身份、身体或精神残疾、政治见解、个人特征和信仰、性取向、性别认
同或受当地法律保护的任何基准。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00 号和第 111 号公约。

供应商要求
❑工厂不得阻碍雇佣怀孕妇女，将接受怀孕测试作为雇佣条件，或使怀孕工人暴露于大

量健康风险环境之中。（评定为 ZT）
❑工厂必须向工人提供同工同酬同福利的待遇。（评定为 ZT）

❑工厂必须拥有有效的管理体系来强化反歧视政策。（评定为 NMI）
❑只要宗教权利没有妨碍到工作，工人必须拥有在工作日内行使宗教权利的权利。（评

定为 NMI）
❑工厂必须禁止基于是否采取避孕来决定是否雇佣或晋升。（评定为 NMI）
❑只能根据工作表现和能力来制作招聘广告、进行招募、雇佣、晋升以及终止雇佣关系。

（评定为 NMI）
❑必须为同级的工人提供同等质量的住宿和饮食选择。（评定为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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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视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评级（如发

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DIA

作为入职前要求的一部分，工

厂要求女性工人提交一份

包括验孕结果在内的体检报告。

工厂必须改变其招聘流程，

并辅导所有招聘经理和

招聘机构。

24 小时

DIA

劳动合同中有一项条款这样表

述：工人必须承诺在雇佣关系

的第一年内不结婚或怀孕。

工厂必须更新其劳动合同

以删除此表述。

一周

DIA

移民／外来务工人员遭到歧视。 工厂必须遵守法律

对所有工人的要求，不论移民身份或

原籍国如何。

一周

NMI

工厂在工厂大门处张贴了一份

招聘启事，上面写道：“招聘：

印度教单身男性裁缝。”

工厂必须立刻

撤除招募过程中

具有歧视性的要求，

并制定禁止任何

歧视行为的政策。工厂

必须将更新后的政策告知

予人力资源部和工作人员。

一周

NMI

根据 X 国的法律，不允许怀孕

妇女加班工作。

在 X 工厂内，怀孕工人自己要

求加班，且工厂允许了此类行

为。

工厂必须遵守法律

要求。工厂应就法律要求与相关工人

进行沟通。

一周

NMI

在工人面试期间，女性工人了

解到，工作职责/任务不会针对

怀孕工人进行修改。

工厂必须立刻制定政策，规定可以将

繁重的工作职责/任务

剔除出怀孕工人的工作。工厂

必须将更新后的政策告知

予人力资源部和工作人员。

一周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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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将尊重工人的结社自由（无论男女）及集体谈判权利。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87 号、第 98 号和第
154 号公约。

供应商要求
❑ 禁止工厂制定或添加“黑名单”。（评定为 DIA）
❑ 工厂必须尊重工人的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评定为 NMI）
❑ 工厂必须尊重工人选择加入某个组织的权利，而无需害怕会受到打击报复或遭受不利的后果。（评定为

NMI）
❑ 工厂必须为工人提供保密的方式向管理人员和／或工人代表报告担忧，工厂管理人员必须相应地跟进此

类担忧。（评定为 NMI）

❑ 工厂必须允许工人根据当地法律选出自己的代表，并自由地与其交往。（评定为 NMI）

❑ 最佳实践：进行员工调查以获得直接反馈

评级（如

发现）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

间表
方式

ZT

在招募工人的过程中，工厂

以采用或添加“黑名单”的

方式来区别应聘者。

工厂必须立刻停止采用和/或添加“黑名

单”的做法。

24 小

时

NMI

工厂并未遵守劳动合同和/

或劳资协议中的规定。

工厂必须认同并保证与协会所达成的合同、

福利和薪资待遇。

1 周

NI

工人并未积极参与能改善其

工作环境安全性的工厂委员

会。

工人应通过由其同伴所选出的健康和安全
委员会，参与到改善和维持工厂质量的工
作中去，并利用意见箱，向工厂管理层汇
报问题和担忧。

三个月

NI

工厂未能保证工人参与工会

的自由，或未能遵守与协会

的合同；未能申请到工人组

织活动；或未能在工人加入

工会后创造一个没有打击报

复的环境。

必须赋予工人加入有组织的协会的选择权，

并不会遭受到不良后果、失业或打击报复。

工人必须同时拥有在休息时、上班前及下

班后在工厂内见面和讨论工作场所问题的

权利。只要不影响工厂的生产，工人可以

将自己对于工厂工作环境或具体做法的担

忧传达给管理层，或选出代表来组织工人、

检查工作环境以及参与与工厂管理层的对

话。

三个月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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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

申诉流程图范例

工人
意见箱问题

生产线主管
或工人委员

会

问题
解决

继续工作 人力资源部

会见单位工
人并进行分

析

最终结果
生产区管理

人员

无解决方案

无解决方案

当班经理

人力资源和
工厂管理人

员

无解决方案

最终结果

问题
解决

继续工作

问题
解决

继续工作

问题
解决

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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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必须遵守经营所在国的所有适用环境法律和法规。此外，供应商必须制定政策和程序，管理并最大
限度减少对能源、空气、排放物、用水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安全地储存化学品和危险材料，预防或减轻
其泄漏。

供应商要求
❑ 工厂必须保有有效的环境证书和许可，包括公共废水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 (POTW)、工业园、第三方

循环处理和清淤公司资质等。（评定为 ZT）
❑ 工厂必须积极管理废物清除作业，避免非法倾倒情况的发生。（评定为 DIA）
❑ 工人在使用化学品时，必须始终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PPE)。（评定为 NMI）
❑ 在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 中每项化学品的名称都必须使用当地语言。（评定为 NI）
❑ 必须提供持续的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 培训，并针对每项所使用的化学品进行记录。（评定为 NI）
❑ 工厂必须就紧急事件管理和安全使用化学品向工人提供持续的培训和沟通。（评定为 NI）
❑ 工厂必须合并存放类似的化学试剂。（评定为 NI）
❑ 工厂必须实施化学品存货控制体系，以便将废料数量降到最低。（评定为 NI）

❑ 必须将化学品和有害物质存放在可安全存储化学品的二级容器中，然后将其放置在适当的区域。（评定
为 NI）

❑ 工厂必须在可能的时候将其替换为无毒材料。（评定为 NI）
❑ 通往洗眼处的通道必须始终保持畅通，且在所有可能与化学品接触的区域都必须有这样的通道。洗眼处

必须可以提供至少 15 分钟的持续水流，且无需双手／闭眼便可操作，同时必须对其进行定期检查。
（评定为 NI）

❑ 工厂在运行发电机时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评定为 NI）
❑ 禁止将棕榈油和含棕榈的衍生物用于 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产品中。
❑ 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所有产品均禁止喷砂作业。*
❑ Nordstrom 产品集团禁止故意从原始森林和濒危森林、濒危物种栖息地和／或非法砍伐的森林那里采购

原材料。* 
❑ 美国服装鞋类协会 (AAFA) 发布的受限物质清单 (RSL) 规定了材料或成品中的物质浓度限值，以符合

产品监管和安全：http://www.wewear.org/industry-resources/restricted-substances-
list/english/。虽然只有有限数量的受禁和／或受限物质在 Nordstrom 产品集团产品诚信计划中进行
了测试，但供应商需要监控并遵守 RSL。* 

评级 发现示例 整改示例 目标时间表 方式

DIA

工厂被发现向水源倾倒化学品

和/或废水。

工厂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正确处

理废物。可能终止关系。

24 小时

至三个

月

NMI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工

厂的环境授权书已过期。

工厂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取得合

法有效的环境授权书。

一个月

不合规行为与纠正措施计划示例

http://www.wewear.org/industry-resources/restricted-substances-list/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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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矿物和金伯利流程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要求

❑ 供应商必须保证铌钽铁矿（也称为钶钽铁矿（钽从中衍生而来））、锡石（锡）、金、钨锰铁矿（钨）
或其衍生物（统称为 3TG）来自无冲突的冶炼厂。供应商必须注明包含 3TG 或国务卿确定资助冲突的
任何其他矿物或其衍生物的产品，并对这些矿物追溯至冶炼厂或精炼厂层面以确定原产国，从而确定其
中任何矿物是否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卢
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统称为“涵盖国家”）或来自回收或废料来源。

❑ 供应商必须在电子邮件通知中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完成年度调查，以声明为 Nordstrom 产品集团生产的
产品是否包含冲突矿物。

❑ 供应商必须提供来自商品来源地的担保证明和原产国证明。原产地文档需包含提货单、采购订单、包装
和存货清单、来料记录、生产记录、原材料证明以及关于原产地的供应商陈述。

❑ 如有以下情况，所有产品必须进行报告：
❑ Nordstrom 是名义进口商；或
❑ Nordstrom 产品集团设计和开发产品或 Nordstrom 产品集团“调整”或重新设计产品；或
❑ 3TG 是产品的功能或生产所必需的（即使只有微量）。

❑ 规则豁免：
❑ 3TG 来自回收或废料（在此情况下，供应商应提供冲突矿物模板中所要求的合理原产国查询

[RCOI]）。
❑ 3TG 出现在产品的“装饰”中且对产品的“功能非必需”。
❑ 3TG 出现在包装、标签和吊牌中且对产品的“功能非必需”。

❑ 供应商必须保证所有钻石都是无冲突的，这需要基于个人常识和/或钻石供应商提供的书面保证书进行
判断。Nordstrom 实际收到的发票必须包含有表明供应商符合金伯利流程决议相关规定的书面陈述。

❑ 如果工厂在任何时候停止为 Nordstrom 产品集团进行生产，但在该日历年已为 Nordstrom 产品集团进
行生产，报告要求仍然适用。

❑ 不遵守此要求可能导致认真考虑终止与 Nordstrom 产品集团的业务关系。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ec.gov/News/Article/Detail/Article/1365171562058。

供应商必须遵守与负责任采购（包括冲突矿物和钻石的采购）有关的适用法律和法规。 《多德-弗兰克法
案》(Dodd-Frank Act) 第 1502 条涉及负责任的冲突矿物采购，冲突矿物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刚果）或其邻国存在武装冲突和践踏人权的环境中开采的锡、钽、钨和黄金（统称为“3TG”）。根据第
1502 条，适用的供应商必须确认用于其产品的 3TG 的来源。供应商同意满足第 1502 条所述的任何报告
要求，并提供 Nordstrom 所要求的信息，以便 Nordstrom 履行第 1502 条下的报告义务。金伯利流程决
议涉及负责任的钻石采购，要求销售方保证，据个人所知或钻石供应商提供的书面保证，所有钻石属于非
冲突矿物，并且须在所有发票中声明。参见我们的《冲突矿物政策》(PDF)。

http://www.sec.gov/News/Article/Detail/Article/1365171562058
http://i.nordstromimage.com/images/default/shop/image/shops/cares/2015/0222/Nordstrom-conflict-minerals-policy-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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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供应商必须遵守符合或超出有关动物福利的国际、国家和州／省政府标准，以及最佳实
践标准的行为守则。到 2021 年底，Nordstrom 将不再销售用真动物毛皮或外来动物毛
皮制成的产品。请参阅我们的外来动物毛皮和无毛皮政策，了解更多详情。

供应商要求

皮革
❑ NPG 产品绝不会利用专为取得其皮革而饲养和/或宰杀的动物

❑ 不得使用濒危物种身上的皮革

❑ 不得使用稀有皮革，包括但不限于鳄鱼皮或蜥蜴皮

❑ 禁止用来自中国、印度和亚马逊生物群落的皮革制作服装产品。可在中国或印度对皮革进行加

工和裁制

❑ NPG 支持使用可持续的替代品取代动物材质

❑ NPG 鼓励对其所有供应商采用皮革工作组认证

毛皮
❑ 禁止使用真毛皮

❑ 禁止使用小马和小牛的毛发

❑ 允许使用人造皮草，只要正确标明为人造皮草

安哥兔毛和马海毛
❑ 禁止使用安哥拉兔毛

❑ 禁止使用马海毛，除非获得可持续且合乎道德的采购认证

绒毛/羽毛
❑ 自 2020 年以来，NPG 仅接受获得负责任羽绒标准 (RDS) 认证的绒毛。

❑ 禁止使用任何活拔的鸟类羽毛或强制喂食鸟类的羽毛

羊毛
❑ NPG 鼓励其羊毛供应商采用《负责任羊毛标准》(RWS) 认证

❑ NPG 正逐步停用骡毛

羊绒
❑ 鼓励 NPG 供应商加入“可持续纤维联盟”

❑ NPG 支持使用再生羊绒

测试
❑ 禁止在动物身上测试化妆品

以下是 Nordstrom 产品集团就采购自身产品开发用原料而设立的价值观：

Nordstrom 产品集团使用的所有动物材质都必须来自按照“五大自由”原则，以人道、负责和细
心的方式对待和饲养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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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合作关系准则》要求

Nordstrom 尊重其他方的知识产权 (IP)，并期待其供应商也如此行事。未经授权使用任
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复制第三方的设计或印刷）不可接受。任何未经授权使用他
人的知识产权和转移专有信息的行为，均须以安全的方式进行，以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知
识产权所有者、Nordstrom 及其供应商的权利。Nordstrom 的商标、标识和专利成果仅
可用于履行签约服务，除非经 Nordstrom 预先书面批准，否则不得向任何其他方发布。

供应商要求
❑ Nordstrom 尊重其他方的知识产权。供货商向 Nordstrom 提供的所有商品以及商品可能采用

或包含的任何商标、标识和设计（包括印花图案）不得侵犯其他方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商
业包装、版权、设计专利、专利和其他自主知识产权。这意味着供货商拥有、已创造或有权使
用向 Nordstrom 提供的商品中采用或包含的任何知识产权。

❑ Nordstrom 重视并保护自身的品牌、商标、标识和创意作品。Nordstrom 品牌及其拥有或授权
给 Nordstrom 的所有其他商标、标识和其他创意作品只得在 Nordstrom 许可时用于生产其订
购的商品。在将产品出售给其他方前必须将这些品牌、商标和／或标识从所有商品上移除，其
中包括但不限于多余商品或退货，且退货理由不限。此外，不得将含有或采用由 Nordstrom 
提供、拥有或授权给 Nordstrom 的印花设计、图案或任何创意作品的商品出售给其他方，而
且必须销毁这些商品，包括但不限于多余商品和／或供货商保有的、含有此类设计、图案和／
或创意作品且未出售给 Nordstrom 的所有商品。

❑ Nordstrom 禁止制造厂商和供应商出于除仅根据 Nordstrom 请求生产商品之外的目的使用
Nordstrom 品牌或其自有品牌名称。

❑ 若未能严格遵守上述《合作关系准则》，Nordstrom 将会终止所有采购订单，和/或会退回所
有受侵权行为影响的商品。Nordstrom 保留针对所有未能遵守相关规定的情况，采取一切允许
的法律手段，通过公平的方式以及其他方式来请求强制执行和赔偿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