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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其他資料，請聯絡：

Nordstrom Social 
Responsibility

1617 6th Avenue, Suite 
1000

Seattle, Washington  
98101

USA

npgsc@nordstrom.com

Nordstrom 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包含所有與 Nordstrom 有業務往來之代理、供貨商、服

務提供者、製造商、工廠、倉庫及分包商均須遵守的最低標準。供應商必須在其整個營運進

程及整條供應鏈中，遵守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設定的標準。

本文件對屬於 Nordstrom 社會責任計劃審核下的設施中有效實行 Nordstrom 《合作夥伴行

為守則》提供指引。本指南旨在讓供應商了解 Nordstrom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並將其融

合到日常營運之中。

機密資料：本文件內有專有、商業秘密及機密資料，全屬 Nordstrom, Inc. 的財產。未經

Nordstrom, Inc. 明確授權，不可複製或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文件及有關內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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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企業社會責任是 Nordstrom 文化的基本元素。我們重視與供應商的牢固關係，並希望與和我

們同樣秉持透過運用道德經營方法生產產品這一承諾的供應商合作。 Nordstrom 《合作夥

伴行為守則》為這些關係奠定基礎，確保我們的工廠設施擁抱合規目標，並且努力改善工作

環境。我們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以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公約、聯合國企業及人權指導原則，以及政府和政策團體的建議為依據。所有設施管理

以及作為其供應鏈一部分的任何供應商，都必須了解這些標準和適用的當地法律，並遵守當

地法律或我們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以工人為先，提供更大程度的保護。雖然我們承認

工廠設施之間存在著文化差異，但本指引的目的是要訂立全球性的標準要求。

我們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為衡量設施的社會責任表現提供了基準。不應將遵守我們的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僅視為與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開展業務的要求，更應藉此幫助

工廠設施實行可持續改進。再者，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認為開放及坦誠的溝通是成功

關係的關鍵。因此，我們要在透明、可追溯性及持續改進的模式下營運，鼓勵持續開誠佈公

地討論合規問題，在我們的工廠設施內部推進可持續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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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的招聘、僱傭及
解僱政策及程序確保
符合當地法律及我們
的《合作夥伴行為守
則》

• 由合資格的人員負責
管理並實行《合作夥
伴行為守則》，並確
保符合當地法律

• 有效管理產能和效率

• 工廠設施管理層與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之間就合規問
題保持開放及持續的
討論

• 作為新員工入職培訓、工作手冊
及定期訓練的一部分，以本地語
言深入淺出地向工人介紹《合作
夥伴行為守則》、工廠設施政策
及當地法律

• 最佳實踐：工人及管理層

教育計劃

• 最佳實踐：影片、公告、

海報及其他圖表輔助材料

• 完整且可查閱的工人檔案，包括
帶相片的有效證件及年齡證明文
件；或根據當地法律可接受並證
明工人工作資格的任何相關身份
證件。

• 在工廠設施場所內保存所有必要
的證明文件及執照最少 12 個月
以證明符合規範

• 有效的溝通渠道及申訴程序，
包括工人委員會。

• 示例：反性騷擾委員會
（如需要）

• 工人積極參與實施《合作夥伴
行為守則》（如適用）

• 最佳實踐：工人健康及

安全委員會

行政管理 文件記錄 投入參與

為有效地實施我們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需要制訂穩健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是一

些流程和程序的集合，旨在確保工廠設施符合要求。下列是穩健管理制度的組成部分，

可幫助工廠設施定位，成功實施我們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它們包括：

合規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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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經營原則

我們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是我們社會責任計劃的基礎，而我們的關鍵經營原則為成功、
公開地與供應商合作提供了典範。我們的透明度、可追溯性及持續改進的關鍵經營原則鼓
勵持續開誠佈公地討論合規問題，在工廠設施內部推進可持續發展進程。

貿易合規承諾

NPG 要求其工廠設施以及代表其工作的任何當事方避免與美國政府指定為受制裁人士或受
制裁領土的任何人士或領土直接或間接經商往來。 這包括確保受制裁人士在您的工廠設
施或代表您工作的任何其他實體概無任何性質的權益。

透明度

透明度是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與供應商進行有意義合作的基礎。透明度意謂容許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的所有代表（包括第三方監控人員）可全面進入我們工作所在
的工廠設施（包括宿舍等額外設施）。 這亦代表允許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代表及
／或第三方監控人員在工廠設施內檢查工資、工時及管理系統紀錄。如果工廠設施缺乏透
明度，會對工廠設施的評級造成負面影響。工廠設施管理層與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可以透過坦誠及公開地溝通來實現透明度。進行審核後，會按照審核員的調查結果向工廠
設施給予透明度評分。評級列載和界定如下：

• 具透明度：代表所有紀錄均準確且具透明度

• 不具透明度的不一致 代表所有或某些紀錄不準確或虛假

– 例如：一名工人在 2020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斷針，其已列載於斷針紀錄。
然而，根據所提供的出勤紀錄，工廠設施在星期日並無營運

• 不具透明度的尚無定論：代表懷疑紀錄虛假，但沒有任何證據能與工廠設施分享

– 例如：工廠設施管理層聲稱已安裝閉路電視系統，但閉路電視系統近來失靈，
無法監察工人的實際做法。另外亦無電腦出勤紀錄以供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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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經營原則

透明度（續）：

預評估通話：

我們鼓勵所有工廠設施參與預評估通話，因為這已證明可幫助工廠設施為審計日做好準備，
但是，預評估通話僅對先前不具透明度的工廠設施屬必需。安排審計時，我們的第三方監
控人員會通知需要進行預評估通話的工廠設施支付預評估通話的費用。

可追溯性

Nordstrom 及其供應商共同負責確保從農場層級至成品工廠層級的全程中維持我們完整的
可追溯性標準。 我們的合作夥伴必需持續追蹤和監控其供應鏈內各層級的所有工廠設
施。 供應商必須有能力應要求為所有已分包及/或擁有的工廠、製造廠、印染/印刷廠，
以及與之合作以生產 NPG 產品的農場，提供 PO、發票和運輸文件。

持續改進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採取持續改進的營運模式。持續改進指承諾透過顧及到營運及
經濟現實的現實及可衡量的計劃，實現合規。持續改進是透明度和合作精神的產物，對推
動永續性和改善工人的生活非常重要。持續改進計劃以雙方共同議定的里程碑及定期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匯報進度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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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行為守則》概覽

作為一家公司，我們相信為員工、客戶及社區所帶來的影響遠超於我們的業務範圍。在思考我們為世界

貢獻的價值時，我們很清楚保護人權與環境、回饋我們服務的社區，以及為製造我們產品的人建立安全

而公平的工作場所，是當中最關鍵的。

為達成我們在任何時候圴以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提供最物有所值的產品此一目標，我們為業務供應商訂定

了標準，以確保與我們合作的供應商與我們一樣，承諾提供優質產品、負責任的營商原則，並致力於優

質的社區關係。

遵守《合作夥伴行為守則》：

Nordstrom 的《合作夥伴行為守則》包含所有與 Nordstrom, Inc.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即「Nordstrom」

或「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代理、供貨商、服務提供者、製造商、工廠及分包商（即「供應商」）所

必須達到的最低標準。供應商必須在其業務營運及其整個供應鏈中遵循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中所訂

明的標準。這意味著供應商有責任確保其所有供應商、供貨商、服務供應商、代理、倉庫、工廠及分包

商遵守這些標準。供應商必須確保其已制定充分有效的政策、程序、培訓及記錄保存慣例，從而確保其

及其供應鏈均合規。

供應商合約或會包含更多具體條文，提及若干已在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中詳細列明的相同事宜。在

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與特定供應商合約之間有任何不一致的程度下，較具體的合約條文將具控制權。

Nordstrom 將進行審查，且可能會終止與未能展示其遵守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規定的任何供應商的

關係。

遵循法律要求：

除遵循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外，供應商必須遵守美國、加拿大及其營運所在國，包括製造或出口地

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供應商亦必須遵守 Nordstrom 的《人權承諾》所概述的標準。

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以國際公認的標準和指引為依據，認同 Nordstrom 供應商的全球性質。供應

商亦必須遵守《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關於商業及人權指導原則》的適用章節；《世界人權宣

言》；《國際勞工組織（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基本原則及工作權利》；及其他

相關的 ILO 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以及《公平勞工標準法案》（美國勞工部監察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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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敗：

供應商必須遵守涉及賄賂、洗錢、恐怖主義融資，及／或腐敗的所有適用法律，包括但不限於美國

《反海外腐敗法》(U.S. 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s Act, FCPA) 以及《加拿大外國公務員腐敗

法》(Corruption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Act of Canada)。供應商不得以獲取或保留業務或

取得不恰當好處為目的，直接或間接向任何政府官員提出或給予金錢或任何有價物（「賄賂」）。

「政府官員」包括國內外的政府官員、政黨或其官員、政治辦事處候選人，或組織及其員工（如該組

織是由政府全權或部分擁有）。即使行賄看似在某個國家是當地可接受的慣例，但亦違反法律，所以

供應商亦被禁止從事該行為。

Nordstrom 亦禁止商業賄賂。供應商不得以取得不恰當好處為目的，直接或間接向任何其他公司代表

提出或給予金錢或任何有價物。

供應商必須就其與 Nordstrom 往來的所有相關帳項保留準確的書面賬目。供應商必須應要求向

Nordstrom 提供一份該等賬目的副本，或協助 Nordstrom 進行任何政府或機構所要求的活動。

利益衝突：

供應商不得採取任何行動，或與任何 Nordstrom 員工進行任何有可能構成或被視為存在利益衝突的

交易。如供應商與任何 Nordstrom 員工具有親屬或其他密切個人關係，而該員工能影響供應商與

Nordstrom 的往來，則供應商必須向 Nordstrom 披露。供應商亦應避免向 Nordstrom 員工饋贈禮品，

除非該禮品僅有象徵性價值，一般來說是一個曆年 100 美元。絕不應向 Nordstrom 員工饋贈現金或

現金等價物（如禮物卡）等禮品。

保護 NORDSTROM 的資料：

供應商或會在與 Nordstrom 往來時獲安排取得 Nordstrom 的機密資料。所有關於 Nordstrom 的非公

開資料都應被視為機密資料。供應商必須已設有恰當的保安措施，以充分保護 Nordstrom 的機密資料，

且不得在未有 Nordstrom 的事先書面同意下披露。當中包括 Nordstrom 的商標、標誌及專利作品，

以上各項僅可用於履行合約服務。如供應商具有不得分享任何其他公司機密資料的合約或法律義務，

則供應商亦不得與 Nordstrom 的任何人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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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

供應商必須遵守所有適用於全球貿易的法律與法規，包括美國及加拿大海關的進口法律。供應商亦必

須設立程序並存檔相關文件，以支援原產地生產驗證及優惠貿易索償。供應商必須遵守根據美國海關

貿易夥伴反恐計劃 (U.S.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C-TPAT) 及加拿大受保

護貿易夥伴計劃 (Canada Partners In Protection, PIP) 設立的國際供應鏈安全要求及標準，或等

效於國際認證經營者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s, AEO) 的相互承認協議。

童工和年輕工人：

供應商不得僱用未滿 15 歲、未達到本地適用法律規定的最低年齡，或未達到完成義務教育的年齡
（以較大者為準）的任何人士。供應商必須設有年齡確認的程序，作為其僱傭流程的一部分。

供應商不得讓任何未滿 18 歲的人士從事根據工作性質或執行工作之情形而可能危害年輕工人健康、
安全或品德的任何工作。供應商不得讓任何未滿 18 歲的人士從事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第 182 號公約和
國家危險工作清單（如相關）所定義的危險工作。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138 號和第 182 號公約及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強迫勞工：

供應商必須確保所有工人依其自願從事工作，並且不受剝削。供應商不得使用任何類型的非自願勞工，
包括監獄勞工、契約勞工、債役勞工、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工；透過人口販賣、脅迫或奴役俘獲的勞工；
或任何美國法律中所闡明的強迫勞工；或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工指標及附屬指引定義為受到強迫的勞
工。

供應商必須確保按照有關預防強迫勞工之法律規定來製造所有產品，例如《美國關稅法案》、《美國
預防維吾爾族勞工法案》或《美國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案》。

供應商不得要求工人為受聘或作為就業之前提條件而向供應商或第三方支付任何費用或其他款項。供
應商不得從工資中扣減或預扣該等費用，或以其他方式將該等費用轉嫁予工人。供應商不得扣留身份
證件、財務擔保或其他貴重物品，以作為迫使員工受僱的方式。禁止限制工人的行動自由或自願終止
僱傭關係的做法。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29 及 105 號公約。請參見 Nordstrom 的《強迫勞工政策》
以了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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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及虐待：

供應商須尊重每個人，並維護其尊嚴。供應商不得讓工人受到體罰、脅迫、威脅、身體、性、心理或

言語騷擾、暴力或虐待。供應商不得將罰款作為紀律處分措施。供應商必須維護書面的紀律處分政策

及程序，以及紀律處分記錄。此外，所有性別的人士都必須可自由向供應商、Nordstrom 或

Nordstrom 指定人員表達顧慮，而不必擔心供應商會對其實施報復。請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第 190 號公

約和聯合國指導原則第 29 和 31 條。

薪資及福利：

供應商必須定期、按時支付所有薪資、加班費及法定福利，且須予以記錄存檔並遵循適用法律。供應

商至少須支付最低薪資、行業薪資或集體協議中協商的薪資（以較高者為準）。供應商不得從薪資中

剋扣適用當地法律未規定的款項。我們希望供應商向所有性別的員工支付的薪資不僅可滿足基本需要，

同時亦能提供自由支配收入。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95 及 131 號公約。

工作時數及加班：
供應商不得允許超出適用法定限制或每週 60 小時的工作時數（以較少者為準）。加班工作應出於自

願，且須按當地法律規定的補償費率支付報酬。供應商必須確保其工作人員不會因拒絕進行超過常規

工作限制的工作而受到懲處、責罰或解僱。工人應允許每七天休息一天。供應商必須保存準確的時間

紀錄。供應商必須遵循美國勞工部的《避免接收熱貨的預防措施》 (Preventative Measures to 

Avoid Receiving Hot Goods) 指引。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14 號公約。

健康及安全：
供應商必須提供安全、衛生及健康的工作環境。這包括符合當地法律的書面標準。這包括與建築結構

和工廠設施、電氣安全、消防安全、化學品安全、環境衛生、應急準備、急救、個人防護裝備及其他

安全政策有關的健康與安全標準。供應商不得讓任何人士在危險、不安全或不健康的情形下工作，並

且必須提供充分保護，以防該些人士暴露於該等環境下及接觸該等物品。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187 

號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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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視：

供應商的僱傭行為中不得存在歧視現象，包括招聘、僱傭及晉升所有背景的合資格人員，而不考慮其
性別、種族、膚色、國籍、社會出身或族裔、種姓、工會會員身分、宗教信仰、年齡、婚姻狀況、伴
侶關係、懷孕、生育情況、身體與精神或感官殘障、政治見解、個人特徵或信仰、性取向、性別認同
或表現，或受當地法律保護的任何基準。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100 及 111 號公約。

結社自由：
供應商須尊重工人的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的所有權利。 供應商必須尊重工人組織和參與工會活動的

權利，其中包括不干擾或限制其行使其權利。 供應商不得透過威脅、對工人進行審問或偵探或報復

他們行使其權利來對付組織或工會活動。 禁止任何因參與工會或其他代表組織而恐嚇、脅迫或報復

工人的行動。 如果根據當地法律，結社自由或集體談判的權利有所受限，供應商必須允許工人以類

似方法進行獨立和自由結社和談判的活動。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87、98 及 154 號公約。

申訴機制：供應商必須提供方法，讓員工可以向供應商管理層提出疑慮，而不必擔心受到報復。 我

們鼓勵供應商確保此類疑慮可以通過匿名和/或保密方式提出（若工人選擇此類方式）。 所有工人均

須可以使用這種申訴機制。供應商必須追蹤並記錄員工提交的申訴及申訴解決的進度。請參見聯合國

指導原則第 29 及 31 條。

環境：
供應商須遵守其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所有適用環境法律及規例。 未經相應品牌批准，不得轉售、捐

贈或毀壞 Nordstrom 品牌的產品。 此外，供應商應尋求使用替代方法的後續措施，以免破壞未售

商品或滯銷商品。廢棄物轉製能源計劃並非替代方法，但有健康或安全風險的產品則除外。此外，供

應商須制定政策及程序，管理、追蹤與記錄，並最大限度減少對能源、空氣、排放物、廢料及用水造

成的環境影響，並安全地儲存化學品及危險物品，防止或減輕其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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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礦物與金伯利進程：

供應商須遵守有關負責任採購（包括衝突礦物及鑽石採購）的適用法律及規例。《多德－弗蘭克法案》
(Dodd-Frank Act) 第 1502 條載有負責任採購衝突礦物的相關規定，衝突礦物包括在剛果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 或其鄰國存在武裝衝突及踐踏人權現象的環境中開採的
錫、鉭、鎢及黃金（統稱「3TG」）。根據第 1502 條規定，適用供應商須確認其產品中使用的 3TG 
的來源。供應商必須達成第 1502 條所述的任何報告要求，並提供 Nordstrom 所要求的資料，以便
Nordstrom 履行第 1502 條下的彙報義務。金伯利進程 (Kimberley Process)決議載有負責任採購鑽
石的相關規定，要求供應商保證，據其個人所知或鑽石供應商提供的書面保證以及所有發票上聲明的
書面保證，所售鑽石屬非衝突礦物。請查閱我們的《衝突礦物政策》以了解詳情。

動物福利：

供應商必須按照在國際間獲接受的動物福祉「五大自由」, 遵守在合乎道德且負責任地對待動物上達
到或超出期望的行為守則。Nordstrom 不會出售以真動物皮草或稀有動物皮革製成的產品。請查閱我
們的《不使用稀有動物皮革和皮草政策》(Exotic Animal Skin and Fur Free) 以了解詳情。

檢查：
供應商理解 Nordstrom 保留審計或檢查供應商做法或設施，包括供應商的工廠、製造廠、倉庫及其他
分包商的權利，以確保遵循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Nordstrom 品牌供應商同意 Nordstrom 可對所
有 Nordstrom 品牌供應商的工廠及製造廠進行定期現場檢查。供應商必須保持透明、保存準確的存檔
文件，並允許 Nordstrom 代表及指定的第三方監控人員開展已通告及未通告的監控活動，包括與所有
性別人士開展保密的工人訪談。

控制權及分包變更（僅適用於 Nordstrom Made 供應商）：

若供應 Nordstrom 產品的任何工廠的擁有權、廠址、出售、購買或控制權有所變更，Nordstrom Made 
供應商須以書面形式通知 Nordstrom。如有上述任何變更，則需要在開始生產前更新工廠資料，工廠
亦需接受審計。此外，在開始生產前，Nordstrom Made 供應商不得在未經 Nordstrom 書面批准下將
製造流程的任何部分分包出去。

舉報違規情況：

供應商必須即時向 Nordstrom 舉報有關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的任何違規情況。供應商如相信一名
Nordstrom 員工或任何代表 Nordstrom 工作的人士涉及非法或其他不恰當行為，亦必須即時將問題向
Nordstrom 舉報。如有疑慮，應透過登入 www.npg.ethicspoint.com 或致電免費電話
1.844.852.4175 做出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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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ordstrom.com/browse/nordstrom-cares/strategy-governance-reporting/policies-commitments?breadcrumb=Home/Nordstrom%20Cares/Strategy,%20Governance%20%26%20Reporting/Policies%20%26%20Commitments


評分概覽及定義

評級 評級定義 調查結果示例

零容忍 (ZT)

具有極高風險並對工人福祉構成重大
威脅的違規事件。

第三方監控人員在 24 小時內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報告這些
違規事件。

• 童工

• 奴隸、債役或強迫勞工

• 身體及性騷擾及虐待

• 賄賂

• 在家工作者

• 關鍵健康及安全問題

• 過度違反結社自由

需要即時行動
(DIA)

有高風險並對工人福祉構成威脅的違
規事件。

第三方監控人員在 24 小時內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報告這些
違規事件。

• 言語或經濟騷擾及虐待

• 歧視

• 拒絕或部分接受監察

• 未經授權分包

• 未經授權傾倒環境、化學品或固體廢

物

亟待重大改進 -
重大

（NMI-重大）

過度侵犯工人權益或管理制度不足及
記錄不全的違規事件。

• 薪資及福利

• 工作時間及加班

• 休息日

• 法律規定

• 結社自由

• 嚴重的健康及安全問題

亟待重大改進
(NMI)

侵犯工人權益或管理制度不足及記錄
不全的違規事件。

• 薪資及福利

• 工作時間及加班

• 休息日

• 法律規定

• 結社自由

• 嚴重的健康及安全問題

亟待改進 (NI)

低風險及對工人健康構成輕微威脅的
違規事件。

• 輕微的健康及安全問題

• 次要記錄

滿意 (SAT)

沒有發現違規情況。 • 無違規情況或小問題

• 工廠設施符合《合作夥伴行為守則》

及當地法律

* 請注意這並非每個評級調查結果的詳盡列表。如需調查結
果的更多示例，請參閱本指南後面有關每條合作關係指引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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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期間發現的每個問題將分類至以下其中一項評級*：



糾正措施計劃及文件

在審核後，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與工廠設施合作制定糾正措施計劃 (Corrective Action 
Plan, CAP)。CAP 包括審核結果及建議工廠設施採取的措施，以做出改進。工廠設施將透過照片
證據或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完全按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與工廠設施商定的時間表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提供完成每項措施的證明。

CAP 允許我們快速改善較小的合規問題，同時亦逐步解決更加系統化及複雜化的問題的根本原因。
CAP 中提出的所有問題均必須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社會責任團隊報備，以便隨著時間
的推移跟蹤進度，提升工廠設施透明度，並加強對我們《合作夥伴行為守則》的遵守。

在本工廠設施指南的以下部分，將按照以下方法標注所需的補救文件：

以下要求涉及照片核實或文件：

大小、清晰度、文件類型

❑ 所有照片均必須清晰，易於辨識。
❑ 所有書面文件（工作時間紀錄表、工人工時日誌、牌照、收據等）及照片均應掃描到電子郵件

中，或作為獨立附件上載及附加，以確保所有文字清晰可辨，圖像不模糊。
❑ 所有文件均必須為以下類型之

一：.JPEG、.DOC、.PNG、.PDF、.XLS、.ZIP、.PPT、.AVI、.MOV。

地點

❑ 所有照片中均必須清晰呈現每項補救的地點。例如，如果需在自助餐廳加設滅火器，則必須顯
示新安裝滅火器的照片是在自助餐廳拍攝的。可以先拍攝一張補救行動的近照，以便仔細檢查，
再從房間的另一邊拍一張照片，證明地點。

產品文件

❑ 必須包括就解決方案購買的所有新產品的收據照片或掃描副本。所有收據均應準確反映有多少
人會使用產品。

❑ 新產品的一張照片還應拍攝人員在通常使用新產品的地點積極使用新產品的場景。

訓練文件

❑ 所有訓練均必須隨附出席工人的簽到表。
❑ 訓練照片應顯示有訓練期間的教室場景。

文件記錄照片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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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發現

即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DIA

工廠設施無法適當地確認業
務、廠址和工業牌照上的其
他資料。

所有目前持有的牌照必須顯示出供
應商、工廠設施和家庭及工廠設施
工人的關係。

一個月

NMI

工廠設施沒有按照當地法例
保存已簽署的勞工合約。

工廠設施必須設立系統來保存勞工
合約檔案。完成後，工廠設施必須
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遞交
副本，以便其進行審查
和驗證。

一至兩個
月

遵循法律要求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除遵循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外，供應商必須遵守美國、加拿大及其營運所在國，包括製造或出口地的
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供應商亦必須遵守 Nordstrom 的《人權承諾》中所述的標準。
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以國際公認的標準和指引為依據，認同 Nordstrom 供應商的全球性質。供應商
亦必須遵守《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關於商業及人權指導原則》的適用章節；《世界人權宣言》；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基本原則及工作權利》；及其他相關的
ILO 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以及《公平勞工標準法案》（美國勞工部監察指引）。

工廠設施要求
❑ 工廠設施必須持有有效且未過期的商業牌照。所有政府許可證、認證書或其他工廠設施記錄

須為最新且有效。 （評級為 NMI）

❑ 工廠設施必須能夠應要求提供與原產國、從一家工廠設施向另一家運輸產品（外發加工協議
(OPA)），以及商品的生產紀錄有關的適當文件。（評級為 NMI）

❑ 必須遵守所有勞工法例。當中包括聘用外國合同工的情況。（評級為 NMI）
❑ 薪資、法律和政策文件必須以工人使用的語言書寫，並張貼於顯眼的位置。（評級為 NMI）

❑ 如法律要求，工廠設施必須保存工人檔案及已簽署的勞工合約，以表明守規情況。工廠設施
必須維護所有職位的職務描述。（評級為 NMI）

❑ 工人必須留存所有個人法律文件、身份證件（如護照、身份紙及旅行證件）或將其妥善管控。
（評級為 NMI）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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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nordstrommedia.com/id/9ddcdbff-4c69-4d5c-b9a8-7d0837f010b2.pdf?jid=j011535-13617&cid=00000&cm_sp=merch-_-corporate_social_responsibility_13617_j011535-_-freelayout_corp_p01_info&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030:0::NO:::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http://www.nordstromsupplier.com/Content/SC_Manual/Garment%20Monitoring%20Guide_2_.pdf


工廠設施要求
❑ 所有工廠設施均必須遵守當地及／或其他適用的反腐敗法律及規例。（評級為 ZT）
❑ 工廠設施不得因合規事宜而試圖賄賂審核員，包括提供任何形式的金錢報酬、禮品或好處。(ZT)
❑ 代理不得要求工廠設施為有關組件採購等事宜而進行的質量檢查另付額外費用。(ZT)

反腐敗

供應商必須遵守涉及賄賂、洗錢、恐怖主義融資，及／或腐敗的所有適用法律，包括但不限於美國
《反海外腐敗法》(U.S. 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s Act, FCPA) 以及《加拿大外國公務員腐敗
法》(Corruption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Act of Canada)。供應商不得以獲取或保留業務或
取得不恰當好處為目的，直接或間接向任何政府官員提出或給予金錢或任何有價物（「賄賂」）。
「政府官員」包括國內外的政府官員、政黨或其官員、政治辦事處候選人，或組織及其員工（如該組
織是由政府全權或部分擁有）。即使行賄看似在某個國家是當地可接受的慣例，但亦違反法律，所以
供應商亦被禁止從事該行為。

Nordstrom 亦禁止商業賄賂。供應商不得以取得不恰當好處為目的，直接或間接向任何其他公司代表
提出或給予金錢或任何有價物。

供應商必須就其與 Nordstrom 往來的所有相關帳項保留準確的書面賬目。供應商必須應要求向
Nordstrom 提供一份該等賬目的副本，或協助 Nordstrom 進行任何政府或機構所要求的活動。

一經發現

即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工廠設施業主或者其他工廠設施
代表賄賂審核員，要求審核員不
追究工廠設施的社會責任（或其
他問題）及質素問題（或測試問
題）。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
消委託給此工廠設施的業務，
並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代理要求工廠設施就所提供的服
務（例如質量檢查、組件採購等）
額外付費。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將
獲第三方審核員通知，而
Nordstrom 將與代理合作確保
做法合乎道德

24 小時

ZT
審核員發現工廠設施的許可證為
偽造證件後，工廠設施嘗試賄賂
審核員，要求審核員認證許可證
的合法性。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
消委託給此供應商的業務，並
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工廠設施管理層因負面審核結果
以暴力或報復威脅審核員。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
消委託給此供應商的業務，並
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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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NORDSTROM 的資料：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或會在與 Nordstrom 往來時獲安排取得 Nordstrom 的機密資料。所有關於
Nordstrom 的非公開資料都應被視為機密資料。供應商必須已設有恰當的保安措施，以
充分保護 Nordstrom 的機密資料，且不得在未有 Nordstrom 的事先書面同意下披露。
當中包括 Nordstrom 的商標、標誌及專利作品，以上各項僅可用於履行合約服務。如供
應商具有不得分享任何其他公司機密資料的合約或法律義務，則供應商亦不得與
Nordstrom 的任何人士分享。

工廠設施要求
❑ Nordstrom 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權利。供貨商向 Nordstrom 提供的所有商品及商品中所含或

構成商品一部分的任何商標、標誌及設計（包括印花圖案）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權利，包
括商標、商業外觀、版權、設計專利、專利及其他自主知識產權。這表示供貨商擁有、曾創造
或獲得許可可使用向 Nordstrom 提供的商品中所含或構成其一部分的任何知識產權。

❑ Nordstrom 重視並保護其名稱、商標、標誌及創意作品。僅可在獲得 Nordstrom 准許後，將
Nordstrom 名稱及 Nordstrom 擁有或獲得許可的所有其他商標、標誌及其他創意作品用於生
產 Nordstrom 訂購的商品。在向其他方出售任何及全部該等商品（（包括但不限於過剩商品
或退貨商品）（不論退貨原因為何））前，必須去掉這些名稱、商標及／或標誌。此外，凡附
有或包含 Nordstrom 所提供、擁有或獲授權的任何印花設計、圖案或任何創意作品的商品，
概不得出售予他人，且必須銷毀，包括但不限於過剩商品以及／或供貨商所管有的附有
Nordstrom 的設計、圖案及／或創意作品且未售予 Nordstrom 的任何商品。

❑ Nordstrom 禁止製造商及工廠設施將 Nordstrom 名稱或 Nordstrom 任何自有品牌的名稱用於
僅按 Nordstrom 的要求生產商品以外的任何目的。

❑ 如未能嚴格遵守上述《合作夥伴行為守則》，所有訂購單將告終止且/或須退回任何指稱侵權
標的物的任何商品。Nordstrom 保留權利採取所有可容許的法律措施，就任何違規行為尋求衡
平法或其他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及復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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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遵守所有適用於全球貿易的法律與法規，包括美國及加拿大海關的進口法律。供應商亦
必須設立程序並存檔相關文件，以支援原產地生產驗證及優惠貿易索償。供應商必須遵守根據美國
海關貿易夥伴反恐計劃 (U.S.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C-TPAT) 及加拿
大受保護貿易夥伴計劃 (Canada Partners In Protection, PIP) 設立的國際供應鏈安全要求及標
準，或等效於國際認證經營者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s, AEO) 的相互承認協議。

工廠設施要求
❑ 如海關及邊境保衞局或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認為商業證明文件（特別是用於驗證自由貿易協議與

強迫勞工情況的各式原產地證書聲明）不足以證明原產國家，他們可以要求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提供紀錄或文件證明貨物的原產地。由於海關要求我們提交證明文件的期限很
短，因此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將要求在代理人／供應商在收到請求後五日內透過電郵
（和速遞）遞交證明文件。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海關合規的資訊，可查看
http://www.nordstromsupplier.com/NPG/uscustoms.html

❑ 工廠設施必須閱讀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國際供應鏈安全參考指南》，該指南旨在向
工廠設施傳授與 C-TPAT 要求相關的知識。你可以在以下網址查閱這份文件：
https://www.nordstromsupplier.com/Nordstrom Product Group/index.htm。

一經發現即評

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SAT

工廠設施使用訪客登記記錄、

申請 ID，並為必須有人陪同的

訪客提供臨時徽章。

不適用

NI

未就產品清點或其他誤差而配

備用於審查隨附貨件文件的程

序。

工廠設施必須配備審查隨附貨件

文件的程序，以確保在放行貨件

之前該文件準確無誤。

30 日

NI
工廠設施的貨櫃檢查程序沒有

列入七項重點檢查流程。

工廠設施必須執行用以驗證貨櫃

是否完整無缺的七項重點檢查程

序。

30 日

NI

工廠設施未備案或調查封條是

否遭到改動、篡改或封條號碼

是否有誤。

工廠設施必須調查封條不符的情

況，記載發生該問題的根本原因，

並盡快採取任何糾正措施。

30 日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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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童工和年輕工人：供應商不得僱用未滿 15 歲、未達到本地適用法律規定的最低年齡，
或未達到完成義務教育的年齡（以較大者為準）的任何人士。供應商必須設有年齡確認
的程序，作為其僱傭流程的一部分。

供應商不得讓任何未滿 18 歲的人士從事根據工作性質或執行工作之情形而可能危害年
輕工人健康、安全或品德的任何工作。供應商不得讓任何未滿 18 歲的人士從事根據國
際勞工組織第 182 號公約和國家危險工作清單（如相關）所定義的危險工作。請參閱國
際勞工組織第 138 號和第 182 號公約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工廠設施要求

❑ 工廠設施不得僱用任何未滿 15 歲的工人。如果當地法律所指定的最低工作年齡高於 15 歲，
所有工人必須年滿法定最低年齡或以上。（評級為 ZT）

❑ 如果發現有曾僱用童工的紀錄，則必須證實現時未有僱用未滿 15 歲的童工。如果當地法律
所指定的最低工作年齡高於 15 歲，所有工人必須年滿法定最低年齡或以上。（評級為 ZT）

❑ 如果當地法律規定了最低義務教育年齡，工廠設施不得僱傭低於該年齡的人員。（評級為 ZT）

❑ 禁止所有 18 歲以下的年輕工人從事危險工作，或根據工作性質或執行工作之情形，有可能
損害年輕工人健康、安全或品德的工作。（評級為 ZT）

❑ 18 歲以下的年輕工人不得從事根據國際標準和國家危險工作清單（如相關）定義的危險工作。
（評級為 ZT）

❑ 生產車間始終禁止未成年人進入。（評級為 ZT）
❑ 禁止兒童參與任何生產環節。（評級為 ZT）
❑ 育兒設施不得與工作區域相重疊。（評級為 ZT）

❑ 必須遵守有關青少年工人（定義見當地法律）的所有規定。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青少
年工人不得在夜間工作或者從事有危險的職務／任務。若適用，必須在工人檔案中保存家長
或校方同意書。（評級為 ZT）

❑ 工廠設施必須訂有僱傭政策，其中規定最低僱傭年齡為 15 歲或更大年齡（如當地法律規
定）。（評級為 NMI - 重大）

❑ 工廠設施必須有效地執行年齡確認程序。所有工人檔案必須含有由申請人提交的身份證和附
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評級為 NMI -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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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發現

即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在「X」國，法定最低工作年齡為
14 歲。審核員發現工廠設施「X」
內有一名 14 歲的工人，並且具有
已查實的證明文件。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消委託給此
供應商的業務，並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在「X」國，法定最低工作年齡為
16 歲（大於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規定的 15 歲）。審核員發
現工廠設施「X」內有一名 15 歲
的工人，並且具有已查實的證明文
件。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消委託給此
供應商的業務，並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X」國的法律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既允許 15 歲以上的青少年就業，
同時規定 16 歲以下的青少年必須
上學。工廠設施「X」內有一名 15 
歲的工人並沒有入學，並且具有已
查實的證明文件。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消委託給此
供應商的業務，並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工廠設施「X」有曾僱用童工的紀
錄，但在審核期間沒有發現其現時
有僱用任何童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消委託給此
供應商的業務，並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在工廠設施「X」，審核員發現製
鞋設施的黏合生產線上有青少
年。

工廠設施不得讓青少年從事有危險的任務/
職務。工廠設施必須建立和維持青少年工
人登記簿，並實施青少年就業限制。

24 小時

NMI-重大

工廠設施沒有明文規定最低就業年
齡。

工廠設施必須實施政策並提供培訓，以確
保所有工人達到最低就業年齡。

24 小時

NMI-重大

在工廠設施「X」，青少年工人
（15-18 歲）的工時與成年工人一
樣（包括加班），而這點已經透過
訪問工人得到證實。

識別青少年工人，並向工人傳達有關法定
就業限制的要求。建立/維持青少年員工登
記簿，並實施青少年就業限制，例如索要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保存特殊紀錄、進行
必需的醫學檢驗、限制工時（禁止加班）
和職責管制（不得從事有危險的任務/職
務）。

24 小時
- 三個月

NMI 在工廠設施內發現一名兒童。進一
步調查後證實，他們是在學校放假
期間來探訪父母。

該兒童必須立刻離開工廠。工廠設施必須
制定政策，禁止兒童進入工作場所，並確
保將政策傳達予員工和工人。

24 小時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童工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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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勞工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確保所有工人依其自願從事工作，並且不受剝削。供應商不得使用任何類型的非自願勞工，包
括監獄勞工、契約勞工、債役勞工、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工；透過人口販賣、脅迫或奴役俘獲的勞工；或任
何美國法律中所闡明的強迫勞工；或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工指標及附屬指引定義為受到強迫的勞工。

供應商必須確保按照有關預防強迫勞工之法律規定來製造所有產品，例如《美國關稅法案》、《美國預防
維吾爾族勞工法案》或《美國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案》。

供應商不得要求工人為受聘或作為就業之前提條件而向供應商或第三方支付任何費用或其他款項。供應商
不得從工資中扣減或預扣該等費用，或以其他方式將該等費用轉嫁予工人。供應商不得扣留身份證件、財
務擔保或其他貴重物品，以作為迫使員工受僱的方式。禁止限制工人的行動自由或自願終止僱傭關係的做
法。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29 及 105 號公約。請參見 Nordstrom 的《強迫勞工政策》以了解更多資
訊。

工廠設施要求

❑ 工人必須可以隨時上洗手間及喝水。（評級為 DIA）
❑ 工人必須有在其工位內隨意移動的自由且有權隨時下班（包括在完成常規輪班後），無需考慮生產情

況。 （評級為 DIA）
❑ 工人不得就僱傭代理、招聘、遷移或預付按金付費或存款。合同結束後，不得扣留工人薪資的任何部分。

不得要求工人簽訂儲蓄計劃。（評級為 ZT）
❑ 工廠設施必須與僱傭代理合作，以確保工人在離開原籍國家或省分前獲知基本的僱傭條款。 這些條款

必須至少包括以母語撰寫的僱傭職位、工作場所名稱及地址、住宿及條款與細則。（評級為 ZT）
❑ 未經工人同意，不得要求工人從事與招聘期間所指定工作不同的工作。（評級為 DIA）
❑ 不得要求工人為其先前未同意的僱主工作。（評級為 ZT）
❑ 不得強求工人住在受到控制或僱主擁有的房屋中。不得對住在僱主自有房屋中的工人限制其活動自由。

（評級為 ZT）
❑ 加班必須完全出於自願，絕不能剝奪工人的自由和充足的睡眠時間。（評級為 ZT）
❑ 無論合約條款如何規定，工人都必須有權隨時終止僱傭關係，而不會遭遇過長的通知期或者就終止僱傭

合約索取巨額罰款，和/或遭遇身體或精神脅迫方面的威脅。（評級為 DIA）
❑ 所有勞工合約必須符合法律規定。（評級為 DIA）
❑ 工人並無義務或被任何方以任何理由強迫或逼迫工作。 工廠設施不得利用非自願勞工，包括監獄勞工、

懲教機構勞工，或受政府控制之人員透過法外程序取得的勞工。 工廠設施不得利用契約勞工、債役勞
工、透過人口販賣、脅迫、奴役俘獲的勞工，或政府授權的強迫勞工。（評級為 ZT

❑ 保安員必須接受培訓，以確保並無工人被迫在不安全的環境工作（評級為 DIA）
❑ 禁用烏茲別克、土庫曼的棉花。禁止使用任何組件，包括採購自新疆的原材料。 （評級為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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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勞工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一經發現即

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審核期間，有工人表示他
們在工廠設施工作並不是
出於自願。進一步的查核
證實了這種說法。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消
委託給此供應商的業務，並尋找
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ZT

工廠設施「X」要求外地
流動工人簽署列明不得辭
職的合約。例如，兩年內
辭職的工人須繳交相等於
三個月薪資的罰款。

工廠設施必須立刻修訂合約，取
消這項條款。絕不可以終止僱用
關係為由實行罰款或扣押早前的
薪資。工人應該簽署修訂後的合
約（以工人的母語撰寫），並獲
得合約副本留為紀錄。

24 小時

DIA

工廠設施要求工人繳交合
法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即出世紙或者身份證正
本）或者按金和罰款，因
而給工人從工廠設施辭職
造成不便。

工廠設施必須制定政策，禁止扣
留工人的任何合法身份證明文件
（出世紙或者身份證正本）或要
求工人繳交按金，因為這可能會
對工人從工廠設施辭職造成不便。
工廠設施必須退還所有按金，影
印副本並將所有扣留下來的證明
文件還交工人。

24 小時

DIA

工人認為警衛人員在工作
場所營造出帶有恐嚇性的
氣氛，限制他們在工廠設
施內走動的自由。

警衛人員必須立刻停止這種做法，
並接受糾正行為的培訓。工廠設
施必須對警衛人員的守規情況進
行監察。

24 小時

DIA

工人在得到主管的同意後
才可以喝水或者使用洗手
間設備。

工人絕對可以隨時上洗手間和喝
水，毋須得到任何人的同意。

24 小時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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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及虐待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須尊重每個人，並維護其尊嚴。供應商不得讓工人受到體罰、脅迫、威脅、身體、
性、心理或言語騷擾、暴力或虐待。供應商不得將罰款作為紀律處分措施。供應商必須
維護書面的紀律處分政策及程序，以及紀律處分記錄。此外，所有性別的人士都必須可
自由向供應商、Nordstrom 或 Nordstrom 指定人員表達顧慮，而不必擔心供應商會對其
實施報復。請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第 190 號公約和聯合國指導原則第 29 和 31 條。

工廠設施要求
❑在工廠設施內，不得對工人進行身體、言語或非言語的性騷擾或者性虐待。（評級為

ZT）
❑在工廠設施內，不得存在任何威脅或體罰形式的紀律處分或騷擾。（評級為 ZT）
❑工廠設施不得透過向當局報告、取消簽證、威脅驅逐出境或對工人的家人或親近的同

事進行威脅來懲處外地流動工人。 （評級為 ZT）
❑對工人進行安全檢查時，搜身不得由異性警衛或工廠設施職員執行。 （評級為 DIA）
❑工廠設施不得使用罰款或任何形式的心理虐待，例如將受到訓斥的工人姓名張貼出來

作為紀律處分。（評級為 DIA）

❑絕不得在工廠設施內以呼喝、威脅、貶低的形式或者用帶有侮辱性的言語對待員工。
（評級為 DIA）

❑工廠設施不得要求或索要身體或性方面的好處來換取工作、薪水或得到付款或晉升。
（評級為 ZT）

❑工廠設施必須制定相關政策，以應對暴力及騷擾問題（評級為 DIA）

❑工廠設施必須為工人設定發起正式投訴的流程以便其舉報暴力和騷擾事件，以及公正
和及時地調查投訴的一致流程。投訴流程必須不含報復（評級為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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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及虐待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一經發

現即評

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主管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觸摸工
人。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
消委託給此供應商的業務，並
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DIA

工廠設施政策列明工人會因違
反公司指引的行為（例如在工
作場所進食等）而被罰款。

禁止罰款。
必須修訂指引，
即時取消該項政策。工廠設施

必須將最新的政策傳達予
人力資源部門和員工。

24 小時

DIA

遲到的工人會被公開訓斥和扣
減薪資。

工廠設施必須立刻停止這種做
法，並接受糾正行為的培訓。
工廠設施必須實施有效的管理
方式跟進申訴。

24 小時

NMI

每當工人出錯時，主管都會大
聲地斥責工人。

主管必須立刻停止這種做法，
並接受糾正行為的培訓。工廠
設施必須實施有效的管理方式
跟進申訴。

24 小時

NMI

不同部門所執行的紀律程序並
不一致。例如，縫紉部有一名
工人因為犯了一個小錯誤而被
解僱。而包裝部的一名工人犯
了一個小錯誤後只收到書面警
告。

主管和工人應該接受有關紀律
程序的培訓，整個工廠設施應
執行統一的紀律程序。
在紀律程序中，停職或解僱前
必須有一系列逐步升級的口頭
或書面警告。（注：紀律處分
程序必須以書面形式列明，並
張貼告示。）

24 小時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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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
❑工廠設施必須確保薪資直接支付給工人，而不得挪作他用。（評級為 ZT）
❑薪資和加班費必須定期且按時支付，如當地法律所規定的那樣。 若未確定時限，則薪

酬至少應在三十天内支付。（評級為 DIA）
❑受影響工人的遣散費和任何欠付的工資必須在工作的最後一天，或根據當地法律的規定

支付。（評級為 DIA）
❑必須根據適用法律定期、按時支付法定福利，並記錄在案，並在工廠保留紀錄 12 個月，

或更長時間。 工廠設施必須遵守有關稅務、福利、退休金、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及保
險的適用法律及行業標準。（評級為 NMI）

❑工廠設施至少須支付最低薪資、行業薪資或集體協議中協商的薪資（以較高者為準）。
（評級為 DIA）

❑工廠設施必須確保常規薪資和加班費達到法定的行業最低標準，或以合約協定的標準
（以較高者為準）。（評級為 NMI - 重大）

❑工廠設施會在每個發薪期，用工人的語言向他們提供條理清楚的薪資單，並請他們簽署
以示認可。 這包括已工作的天數、薪資或計薪率、適用各特定薪率的加班時間、獎金、
津貼、法定的或合約協定的扣減額，包括法定帶薪休假（休假和事假）。（評級為 NMI）

❑所有工人都有權使用或不使用僱主提供的服務（餐食、住房和用品）。 工廠設施不得
從向工人提供商品/服務的扣款中獲利。（評級為 NMI - 重大）

❑禁止為免於支付法定福利和加薪而僱傭臨時工。（評級為 NMI）

薪資及福利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定期、按時支付所有薪資、加班費及法定福利，且須予以記錄存檔並遵循適
用法律。供應商至少須支付最低薪資、行業薪資或集體協議中協商的薪資（以較高者為
準）。供應商不得從薪資中剋扣適用當地法律未規定的款項。我們希望供應商向所有性
別的員工支付的薪資不僅可滿足基本需要，同時亦能提供自由支配收入。請參閱國際勞
工組織第 95 及 131 號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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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及福利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一經發現

即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DIA

工廠設施支付的薪資
低於法定最低薪資。

支付的薪資必須符合法律規
定。

持續改進

DIA

延遲支付薪資及加班
費，導致工人不能至
少每月收到工資（包
括已辭職的工人）

支付的薪資必須符合法律規
定。

持續改進

DIA

在工廠設施「X」，沒
有人負責審核薪資和
福利文件。

工廠設施必須安排職員審核
紀錄。

即時

NMI-重大

工人沒有獲得任何加
班費。

工廠設施必須遵守法定的加
班規定。

持續改進

NMI-重大 薪資記錄沒有將加班
時數和標準工時（常
規工時）分開處理，
且/或沒有在薪資登記
簿上正確地記錄並分
條列明薪資、工時、
加班時數、福利及預
扣款。

必須記錄所有工作時數，並
且在薪資登記簿上分條列明
常規工時、加班時數、淨薪
資、薪資總額和正確的扣除
額。

持續改進

NMI

工廠設施沒有給工人
提供法定的保險。

工廠設施必須遵循法定的福
利規定並讓所有工人知悉最
新資訊。

持續改進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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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及加班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不得允許超出適用法定限制或每週 60 小時的工作時數（以較少者為準）。加班
工作應出於自願，且須按當地法律規定的補償費率支付報酬。供應商必須確保其工作人
員不會因拒絕進行超過常規工作限制的工作而受到懲處、責罰或解僱。工人應允許每七
天休息一天。供應商必須保存準確的時間紀錄。供應商必須遵循美國勞工部的《避免接
收熱貨的預防措施》 (Preventative Measures to Avoid Receiving Hot Goods) 指引。
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14 號公約。

工廠設施要求
❑工廠設施絕不可以因生產指標而強制工人加班。工廠設施必須將每日、每週和每季的

工作時數限制在法律限制之內。（評級為 ZT）
❑工廠設施必須確保工人的工作時間及加班時間在法律限制內，或低於每週共計 60 小

時（以較低者為準）。（評級為 NMI）
❑工廠設施必須在錄用工人前以口頭和書面形式將工廠的加班政策和加班補償費率告知

員工。（評級為 NMI）
❑禁止無償加班。（評級為 DIA）
❑工廠設施必須允許工人在連續工作 6 天後休息 1 天。（評級為 NMI）
❑工廠設施使用可靠的系統來保存準確和完整的工時記錄（例如，工人打鐘考勤卡）。

當中應包括計時開始至結束的時長、所有工作時間、加班時間，並經常得到工人的認
可。（評級為 NMI）

❑工作必須在生產車間而非宿舍或食堂內執行。（評級為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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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及加班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評級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計件薪資工人向審核員舉報，由於

生產指標高，他們在完成指標前不

得離開工廠設施，造成強制性加班

或通宵值勤。工人亦稱他們在工廠

設施內留宿。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取消委託給此供應商的業務，

並尋找其他的供應來源。

24 小時

NMI-重大

因下述的不一致情況而無法查證加

班時數：1.) 根據取樣室的斷針紀

錄表，兩名工人曾經在六月九號

（星期日）上班。然而，工廠設施

提供的條碼出勤紀錄顯示這兩名工

人在當日放假。

工廠設施必須在審核期間向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的代表及／或第三方審核員

提供真實、完整、準確的紀

錄，從而確保工廠設施的合

規等級得以確認。

工廠設施必須清晰表明他們

在建立實際的漸進改善計劃

上所遇到的困難。

持續改進

NMI-重大

人手編製的五月出勤紀錄顯示，在

五月二號至五月三十一號期間，10 

名工人中有 6 名工人連續工作 21 

日。

工廠設施必須確保工人每七

天中有一天休息。工廠設施

必須清晰表明他們在建立實

際的漸進改善計劃上所遇到

的困難。

持續改進

NMI

有證據顯示出一月至四月期間，60% 

的工人每週工作 70 至 80 小時。

工廠設施必須就改進計劃遞
交證明文件（例如詳細的試
算表或者以文件格式記錄），
重點說明減低工時的每月進
度，直至符合當地法例和/或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的規
定為止。

持續改進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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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

電氣安全

❑ 電源線必須接地。（評級為 NI）
❑ 所有附帶斷路器的配電盤必須安裝在有蓋外殼內，每個開關都必須以當地語言貼上正確的標籤。

（評級為 NI）
❑ 必須確保電線處於良好的狀態，沒有疊接、磨損或裸露在外。（評級為 NI）
❑ 必須在處所備有應急蠟燭或者電筒，以備在停電時使用。（評級為 NI）
消防安全

❑ 有充足的用水可透過灑水系統、消防栓、儲水箱或其他裝置實施滅火（評級為 ZT）
❑ 工廠設施必須按每 25 人配 1 個滅火器；滅火器須均勻分佈，並置於每名工人近距離可取的

地方。（評級為 NI）
❑ 存放滅火器的地方必須暢通無阻。（評級為 NI）
❑ 滅火器必須掛於牆上或柱上，並有清晰標記。（評級為 NI）
❑ 必須每月檢查滅火器，確保滅火劑全滿，並按火災類型貼標（評級為 NI）：

❑ 木材、紙張、織物：水；撲滅普通可燃物所致火災的 A 類滅火器；滅火氈
❑ 溶劑、油脂、原油、石油：撲滅易燃液體、氣體或油脂所致火災的 B 類滅火器
❑ 配線、電力設備：撲滅配線或電力設備所致火災的 C 類滅火器；滅火氈

❑ 所有滅火設備必須由消防署或外聘機構每 6 個月或按照當地法律規定檢查一次，並註明檢查
日期。（評級為 NI）

❑ 對應急警報系統進行定期檢測與檢查，且必須每 6 個月進行火災及其他逃生演習及訓練，並
備存附有相片及簽名的文件。逃生訓練必須包括介紹出口路線及工廠設施外的指定集合地（評
級為 NI）

❑ 各部門必須安排男女各 5% - 10% 的工人接受有關恰當處理及使用滅火設備的訓練。（評級為
NI）

❑ 操作說明必須以當地語言撰寫，並張貼於滅火器附近。（評級為 NI）
❑ 整間工廠設施必須都能聽到及看到火警警報。（評級為 NI）
❑ 所有存放了可燃材料的房間都必須配備消防設備且易燃化學品須保存在遠離火源（比如火花或

火焰）處。（評級為 NMI - 重大）
❑ 工廠設施必須在生產車間設有經認證的防火門及防火墻（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保留過去 12 個月中進行有關化學品使用、處理、處置和洩漏清理的培訓資料

（評級為 NI）

健康及安全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提供安全、衛生及健康的工作環境。這包括符合當地法律的書面標準。這包括與建築
結構和工廠設施、電氣安全、消防安全、化學品安全、環境衛生、應急準備、急救、個人防護裝
備及其他安全政策有關的健康與安全標準。供應商不得讓任何人士在危險、不安全或不健康的情
形下工作，並且必須提供充分保護，以防該些人士暴露於該等環境下及接觸該等物品。請參閱國
際勞工組織第 187 號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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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續）
衛生設備/洗手間
❑ 每層車間都必須設有洗手間設施。（評級為 NI）
❑ 洗手間必須每日打掃和消毒。（評級為 NI）
❑ 洗手間必須接通自來水。（評級為 NI）
❑ 必須提供基本用品，例如廁紙、肥皂和手巾。（評級為 NI）
❑ 洗手間必須設有私人隔間。（評級為 NI）
❑ 洗手間必須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風。（評級為 NI）
❑ 洗手間附近必須設有乾淨的清潔用水。（評級為 NI）
❑ 必須提供足夠數量的可用洗手間，並按性別分開。（評級為 NI）
❑ 每班次人數／不同性別所需的洗手間（評級為 NI）：

❑ 1 – 15: 1

❑ 13 – 35: 2

❑ 36 – 55: 3

❑ 56 – 80: 4

❑ 81 – 110: 5

❑ 111 – 150: 6

❑ 150 +：每增加 40 名工人就必須額外提供一個洗手間

緊急出口
❑ 禁止在工作時間內鎖上任何緊急出口。禁止在緊急情況下阻止工人安全地離開廠房。（評級為 ZT）
❑ 每座建築物的每一層樓層都必須設有至少兩個未上鎖且可使用的緊急出口。出口的門戶必須向外開啟，

而且其寬度必須足以確保安全且迅速的撤離。（評級為 NMI）
❑ 每名工人距緊急出口的距離最多為 61 米（200 呎）。（評級為 NI）
❑ 緊急出口及標示必須在最多 30.5 米（100 呎）的範圍內可見。（評級為 NI）
❑ 所有緊急出口及樓梯井上方必須安裝緊急照明。（評級為 NI）
❑ 通往所有緊急出口的出口路徑必須至少闊 72 厘米（28 吋），而且暢通無阻。

急救及醫療服務
❑ 工人必須接受有關基本急救程序的訓練。（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附近必須有醫院或醫療機構地點，或工廠設施須有受過相關訓練的駐廠職員。（評級為 NI）
❑ 如法律規定，必須每年提供體檢。（評級為 NI）
❑ 必須由執業醫生在無菌且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醫療操作。（評級為 NI）
❑ 如須給工人注射，必須由執業醫護人員操作，並對此記錄。（評級為 NI）
❑ 必須遵從有關使用及棄置針頭的恰當程序。（評級為 NI）
❑ 每個車間必須為每 100 名工人設有至少一個急救箱。（評級為 NI）

❑ 其中至少含有膠布繃帶；吸水墊；抗菌藥；乳膠手套；燒傷治療用品；醫用膠帶；剪刀；鑷子；外用酒
精；洗眼劑。（評級為 NI）

❑ 急救藥箱必須定期檢查，並在必要時補足所需用品。（評級為 NI）
❑ 急救箱必須隨時可取用，不能上鎖。（評級為 NI）
❑ 必須設有血生病原體急救箱，供人受傷時使用。（評級為 NI）
❑ 危險區域必須安裝緊急潔眼裝置。（評級為 NI）
❑ 工人不得隨意取用受管制藥物。（評級為 NI）

健康及安全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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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續）
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 必須向工人提供個人防護裝備（包括護目鏡、手套及面罩等），並須就如何正確使用提供定期訓練。
（評級為 NI）

❑ 如需持續在超過 85 分貝的噪音下工作，必須向工人提供耳塞。（評級為 NI）

供水
❑ 工廠設施必須向工人提供免費用水，其中不含在飲用後會引起嚴重健康風險的有害物質。（評級為 ZT）
宿舍

❑ 宿舍大小必須符合當地標準，每名工人的居住面積不得少於 2.25 平方米（20-25 平方呎）。（評級為
NI）

❑ 每個車間必須隨時提供食水。（評級為 NI）
❑ 在任何時間均不得鎖閉緊急出口。（評級為 NI）
❑ 電源必須隨時可用。（評級為 NI）
❑ 每層車間都必須設有洗手間設施。（評級為 NI）
❑ 洗手間必須設有沖水系統，以性別劃分，設有廁門，並每天清潔。（評級為 NI）
❑ 不得向住戶收取過高食宿費。（評級為 NI）
❑ 住戶必須可按照宿舍規則自由出入。住戶無需使用工廠設施/廠主自有的宿舍（評級為 NMI-重大）

❑ 睡房必須按性別劃分，家人或配偶則除外。（評級為 NI）
❑ 每名住戶必須有自己的睡床／摺床。（評級為 NI）
❑ 每名住戶必須有帶鎖的安全私人儲物櫃。（評級為 NI）
❑ 宿舍必須保持清潔、結構堅固、通風良好及照明充足，並適宜在不同天氣下居住。（評級為 NI）
❑ 必須每天清理垃圾／雜物。（評級為 NI）
❑ 洗衣房必須設有獨立盥洗盆。（評級為 NI）
❑ 每層樓必須設有 2 個清楚標示的緊急通道樓梯井。（評級為 NI）
❑ 僅限於指定區域內吸煙。（評級為 NI）
❑ 僅限於指定區域內煮食。（評級為 NI）
❑ 宿舍附近必須設有指定煮食區／廚房。（評級為 NI）
❑ 樓梯井必須有充足照明、適當扶手及緊急照明，並保持整潔。（評級為 NI）
❑ 緊急疏散圖必須張貼於宿舍的每個樓層，並以當地語言撰寫。（評級為 NI）
❑ 宿舍的每個樓層必須在不同位置設有 2 個滅火器。（評級為 NI）
❑ 由工廠設施管理的外部宿舍必須遵守與內部宿舍相同的規定。

機器安全事項
❑ 所有機器必須按照製造商說明裝設及保養。（評級為 NI）
❑ 必須就所有機器備存維修日誌。（評級為 NI）
❑ 必須備存斷針日誌，貼附所有斷針，並列明日期、機器編號及操作員姓名。（評級為 NI）
❑ 所有磨輪必須安裝前擋板及側擋板。（評級為 NI）
❑ 所有縫紉機及鈕扣機必須設有針套、皮帶輪防護罩及護眼裝置。（評級為 NI）
❑ 所有切割機必須裝配刀片防護裝置且工人必須使用安全手套。（評級為 NI）
❑ 所有自動縫袋機器必須設有護手裝置。（評級為 NI）
❑ 機器必須在在操作員可及之處設有獨立的斷電開關或緊急脫離裝置。（評級為 NI）

❑ 吊牌槍必須分別貼上標籤，且不得共用。（評級為 NI）

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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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續）

通風
❑ 工廠設施必須有充足的暖氣／冷氣設備，以確保環境舒適。（評級為 NI）
❑ 必須安裝可運作的空氣循環系統。（評級為 NI）
❑ 必須安裝抽氣扇，並於工作期間開啟。（評級為 NI）
❑ 必須定期清潔抽氣扇，以確保空氣質素達到最佳。（評級為 NI）
❑ 在產生熱量或工人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地方，必須保持通風良好。（評級為 NMI）
❑ 工廠設施不得為 Nordstrom 品牌產品進行噴砂。（評級為 ZT）
文件記錄
❑ 工廠設施必須按照法律規定，張貼以當地語言撰寫的健康及安全資料。（評級為 NI）
❑ 緊急通知必須張貼於顯眼位置。（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在現場保存所有衛生安全許可證的副本。（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在廠內備存所有安全及意外報告，為期一年。（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應每年進行一次專業的結構安全/穩定性評估，並提供備案文件。（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應執行石棉暴露程度評估，並已采取適當措施來確保工人不會接觸到石棉。（評級為 NI）
❑ 必須每月進行一次安全培訓，且會議/演習必須備案，並保存好相關紀錄。（評級為 NI）
❑ 必須就所有緊急治療及分發的藥物進行備案，並妥為保存。（評級為 NI）

生產樓層安全事項
❑ 走廊必須時刻保持暢通無阻。（評級為 NI）
❑ 工作站之間必須有足夠空間，供人自由走動。（評級為 NI）
❑ 主要通道的闊度必須足以容讓 2 名工人放鬆地並肩而行。（評級為 NI）
❑ 次要通道的闊度必須足以容讓 1 名工人輕鬆通過。（評級為 NI）

❑ 緊急疏散圖必須使用當地語言，張貼在每個工作樓層的顯眼位置，指明當前位置、最近的出口，以及滅火
器所在。（評級為 NI）

❑ 工作站必須有充足照明。（評級為 NI）
❑ 生產車間必須標有箭嘴或線條示意的逃生路線。（評級為 NI）
❑ 必須定期清理生產車間的垃圾／雜物。（評級為 NI）
❑ 空置貨板必須平放儲存，且不得堆得過高，以免發生危險。（評級為 NI）
❑ 工人必須穿上合適衣著，以盡量減低潛在的安全風險（綁起頭髮及避免穿著寬鬆衣物等）。（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聘請獲認可機構進行燈光及噪音分析，並由該機構提供分析結果及改善方案，以備實行。
（評級為 NI）

升降機
❑ 升降機必須定期由持牌技術員檢查及維修。（評級為 NI）
❑ 除非有升降吊籠，否則升降機門必須關上。（評級為 NI）
❑ 必須在每部升降機張貼負載限度及應急說明。（評級為 NI）
❑ 貨運升降機井必須張貼標誌，以免有人受傷。（評級為 NI）

食物準備
❑ 食物準備區必須與生產車間分開。（評級為 NI）
❑ 食物準備區必須每天清潔及消毒。（評級為 NI）
❑ 進食區必須有遮蓋，以保護工人。（評級為 NI）
❑ 進食區必須有適當數目的桌椅，以容相應數目的工人休息。（評級為 NI）
❑ 食物準備區必須設有冷藏及加熱設施，並供應食水。（評級為 NI）

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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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安全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一經發現

即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工作期間，所有出口門均
處於內鎖狀態。

工作期間，所有出口門必須時刻予
人進出，且並無上鎖。最好安裝向
外打開的推杆門，保持工廠設施安
全無虞，同時確保可容易逃生。

24 小時

ZT

工廠設施的食水對工人健
康有害。

工廠設施必須確保食水不會危害健
康。必須安裝濾水系統，對水質進
行檢測並確認符合令人滿意的水平。

24 小時

NMI-重大

工廠設施未安全地儲存危
險材料，並將易燃化學品
存放在火源附近。

化學及危險物品必須儲於適合存置
的特定區域，而易燃化學品必須儲
於遠離火源處。

二至四星
期

NMI

有些緊急出口被鎖或阻塞
不通。

工作期間，所有出口門必須時刻予
人進出，且並無上鎖。最好安裝向
外打開的推杆門，保持工廠設施安
全無虞，同時確保可容易逃生。

24 小時

NI

箱子置於通道。 確保箱子並無阻塞樓梯、通道及出
口。

24 小時

NI

工廠設施未向針織工發放
耳塞。

工廠設施必須向所有適用區域的工
人分發個人防護裝備，並教導工人
穿戴個人防護設備的重要性。

二至四星
期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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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視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的僱傭行為中不得存在歧視現象，包括招聘、僱傭及晉升所有背景的合資格人員，
而不考慮其性別、種族、膚色、國籍、社會出身或族裔、種姓、工會會員身分、宗教信
仰、年齡、婚姻狀況、伴侶關係、懷孕、生育情況、身體與精神或感官殘障、政治見解、
個人特徵或信仰、性取向、性別認同或表現，或受當地法律保護的任何基準。請參閱國
際勞工組織第 100 及 111 號公約。

工廠設施要求

❑工廠設施不得強制要求進行驗孕測試或使用避孕方法來作為僱傭條件。（評級為 ZT）
❑工廠設施設施不得讓已懷孕的工人處於危險的工作環境中。（評級為 DIA）
❑工廠設施必須向相同工種的工人提供相同工資、福利、機會，以及特權。（評級為

DIA）
❑職務描述或申請不得提及申請人的種族、膚色、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宗教、政治

見解、出身國、社會出身、殘障、HIV/AIDS 狀態、性取向、懷孕/母育狀態、婚姻狀
態、年齡或國籍/外國合約工人身份。（評級為 DIA）

❑職位廣告、招聘、僱傭、晉升及終止僱傭必須僅以工作表現及能力為依據。（評級為
NMI）

❑只要不引起混亂，工人必須能夠在工作日行使宗教權利。（評級為 NMI）
❑同級工人必須擁有同等質素的住宿及食物選擇。（評級為 NMI）
❑工廠設施必須制定有效的反歧視政策及實施反歧視政策的管理系統。（評級為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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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視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一經發現即

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ZT

作為僱傭前要求的一個環節，

工廠設施要求女性工人提交

一份包括驗孕測試的醫療檢

查結果。

工廠設施必須更改其僱傭流程，

並教導所有僱傭經理及

招聘代理。

24 小時

DIA

勞工合約的條款述明，「工

人將承諾不會在首年就職期

間懷孕或結婚。」

工廠設施必須更新其勞工合約以

移除此聲明。

一星期

DIA

歧視外來務工／外國外來務

工人員。

工廠設施必須遵從適用於

所有工人的法律規定，而不考慮

其移民身份或原籍國。

一星期

NMI

工廠設施在工廠設施大門張

貼職位空缺，寫明：「招聘：

單身、印度、男性裁縫

師。」

工廠設施必須移除

招聘的

歧視性規定，

並制定政策來禁止任何形式的歧

視。工廠設施必須將已更新的政

策傳達給人力資源部和職員。

一星期

NMI

按照「X」國家的法律，懷

孕女士不得加班工作。

在工廠設施「X」，懷孕工

人要求加班工作，而工廠設

施准許。

工廠設施必須遵從適用於

規定。工廠設施應將法律規定告

知相關工人。

一星期

NMI

工人面試期間，女性工人確

認工廠不會為懷孕工人調整

職責/工作。

工廠設施必須制定政策，對要將

懷孕工人從重型工作/任務中立即

撤下來的工作進行修改。工廠設

施必須將最新的政策傳達予

人力資源部及員工。

一星期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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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自由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尊重所有工人（不論性別）的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利。請參閱國際勞工組織第 87、98 及
154 號公約。

工廠設施要求
❑ 工廠設施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參與工會或試圖成立工會的工人進行報復（強制辭職、實施暴力）。（評級為 ZT）
❑ 禁止工廠設施使用「員工黑名單」。（評級為 ZT）

❑ 工廠設施必須尊重工人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的權利。（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必須為工人提供向管理層及／或工人代表報告顧慮時使用的保密方式，工廠設施管理層必須相應跟進

該等顧慮。（評級為 NMI）

❑ 工廠設施必須容許工人按照當地法律選出他們的代表，並自由地與代表接觸。（評級為 NMI）
❑ 最佳實踐：調查工人以獲取直接的反饋意見

一經發現

即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

限
方法

ZT

工廠設施使用或參與備製

「黑名單」，以致在招聘工

人時產生歧視。

工廠設施必須立即停止使用及/或參與備

製「黑名單」。

24 小

時

DIA

工廠設施未能授予工人參與

協會或遵從協會合約的自由；

未能要求工人組織活動；或

未能創建一個環境，讓工人

參與協會而無須擔心遭報復。

工人必須有參與所組織協會的選擇權，而

無須考慮後果、被辭退或遭報復。工人亦

必須有權於休息期間及工作時間之前及之

後，在工廠設施內要求會面並討論工作場

所的事宜。只要不妨礙工廠設施的生產，

他們可就工廠設施的工作環境或做法與管

理層溝通，或選出代表組織工人、檢察狀

況以及與工廠設施管理層對話。

三個月

NMI

工廠設施並不遵守勞工及/

或集體談判協議。

協會的合約、利益及工資必須獲工廠設施

肯定及保證。

1 星期

NI

工人並無積極參與可改善工

作環境安全情況的工廠設施

委員會。

工人應透過他們共同選出的健康及安全委
員會，參與改善及保持工廠設施的質素；
並可透過意見箱向工廠設施管理層匯報事
宜及問題。

三個月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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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機制

申訴流程表範例

工人

意見箱問題

生產線主管或工人
委員會

已解決問
題

繼續工作 人力資源部

會見單位工人及分
析

最終結果生產樓層經理

無解決方案

無解決方案

值班經理

人力資源部及工廠
設施經理

無解決方案

最終結果

已解決問
題

繼續工作

已解決問
題

繼續工作

已解決問
題

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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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

❑ 工廠設施必須備存有效的環境證書及許可證，包括公共污水處理廠／市政污水處理廠 (Publicly 
Owned Treatment Works/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OTW)、工業園、第三方回收及污泥
處理公司等核發的證書。（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必須積極管理化學品廢物清理，以防止非法傾倒垃圾。（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必須防止非法排放，並積極管理污水排放，以防進入排水道。（評級為 DIA）
❑ 工人在使用化學品時，必須始終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評級為 NMI）
❑ 材料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s, MSDS)中每種化學品的名稱均必須以當地語言撰

寫。（評級為 NI）
❑ 必須持續提供材料安全資料表(MSDS)訓練，並對使用的每種化學品作記錄。（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就化學品的應急管理及安全使用向工人提供持續訓練及通訊。（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將相似的化學劑置於相同位置。（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施行化學品庫存控制制度，以盡量減少浪費。（評級為 NI）
❑ 按法律要求適當分類、收集、處置和回收非危險廢物。（評級為 NI）
❑ 化學品及有害物質必須存儲於可安全存放化學品的二級容器內，並放置在適當的區域。（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盡可能使用無毒物料作代替。（評級為 NI）
❑ 前往潔眼裝置的通道必須始終暢通無阻，且所有可能接觸化學品的區域均必須佈設該裝置。潔眼裝

置必須提供至少持續流動 15 分鐘的沖洗液，可免手動／閉眼運作，並且要定期檢測。（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在操作發電機時必須遵從當地法律。（評級為 NI）

環境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須遵守其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所有適用環境法律及規例。此外，供應商必須制定政策及程序，以管
理和 將對能源、空氣、排放、廢棄物和水的環境影響減至最低，並安全地儲存，防止 或減輕化學品和危
險材料的釋出。禁止供應商毀壞 未售或滯銷商品，而需透過捐贈、再銷售或升級再造尋找下一步用途 。
廢棄物轉製能源計劃並非替代方法，但有 健康或安全風險的產品則除外。

評級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DIA

工廠設施被發現向水源傾倒化

學品及／或污水。

工廠設施必須遵守當地法律，正

確處置廢物。可能終止合作關係。

24 小時

－ 三個

月

DIA

審查期間，發現工廠設施的環

境授權已期滿失效。

工廠設施必須擁有有效的環境授

權，以遵從當地法律。

一個月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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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礦物與金伯利進程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工廠設施要求

❑ 供應商必須保證鈮鉭錳礦（亦被稱為鈳鉭鐵礦，鉭的來源）；錫石（錫）；黃金；黑鎢礦（鎢）；或
其衍生物（統稱 3TG）均來自於無衝突冶煉廠。供應商必須識別包含 3TG 或被國務卿認定為存在財務
衝突的任何其他礦物或其衍生物的產品，並追溯礦物來源，直到冶煉廠或精煉廠級別，以確定原產國，
從而確定是否有任何該等礦物來自於剛果民主共和國或鄰國（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剛
果共和國、盧旺達、南蘇丹、坦桑尼亞、烏干達及贊比亞，統稱「爭端國家」）或來自於循環利用或
廢料來源。

❑ 供應商必須在電子郵件通知中規定的截止期限前完成年度調查，聲明為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生
產的產品中是否包含衝突礦物。

❑ 供應商必須提供商品來源保證及原產國證明。原產國證明文件可能包括提單、訂購單、包裝及存貨清
單、來料紀錄、生產記錄、原材料證明及供應商就原產國作出的申述。

❑ 如符合以下情況，所有產品均須上報：
❑ Nordstrom 是名義進口商；或

❑ 產品由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設計及開發或 Nordstrom Product Grou『調整』或重新設計了產
品；或

❑ 3TG 對於產品的功能或生產必不可少（即使僅含微量）；
❑ 規則豁免：

❑ 3TG 源自於循環利用或廢棄材料（在此情況下，供應商應按衝突礦物模板中的要求，提供合理
原產國調查 [RCOI]）。

❑ 3TG 出現在產品的「裝飾物」中，並且對產品的「功能而言並非必不可少」。
❑ 3TG 出現在包裝、標籤及吊牌上，並且對產品的「功能而言並非必不可少」。

❑ 供應商必須保證，據個人所知及/或鑽石供應商提供的書面保證，所有鑽石均屬非衝突礦物。
Nordstrom 收到的實質發票必須涵蓋供應商遵從金伯利進程決議的書面聲明。

❑ 如果在任何時間，工廠設施停止為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生產，但在該曆年曾為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生產，則報告要求仍然適用。

❑ 不遵守該要求可能導致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慎重考慮與廠商終止業務關係。

如欲了解更多資料，可瀏覽http://www.sec.gov/News/Article/Detail/Article/1365171562058。

供應商須遵守有關負責任採購（包括衝突礦物及鑽石採購）的適用法律及規例。《多德－弗蘭克法案》
(Dodd-Frank Act) 第 1502 條載有負責任採購衝突礦物的相關規定，衝突礦物包括在剛果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 或其鄰國存在武裝衝突及踐踏人權現象的環境中開採的錫、
鉭、鎢及黃金（統稱「3TG」）。根據第 1502 條規定，適用供應商須確認其產品中使用的 3TG 的來源。
供應商同意達成第 1502 條所述的任何報告要求，並提供 Nordstrom 所要求的資料，以便 Nordstrom 履
行第 1502 條下的彙報義務。金伯利進程決議 (Kimberley Process) 決議載有負責任採購鑽石的相關規定，
要求供應商保證，據其個人所知或鑽石供應商提供的書面保證以及所有發票上聲明的書面保證，所售鑽石
屬非衝突礦物。請參見我們的衝突礦物政策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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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按照在國際間獲接受的動物福祉「五大自由」, 遵守在合乎道德且負責任地
對待動物上達到或超出期望的行為守則。到 2021 年底時，Nordstrom 將不再出售以真
動物皮草或稀有動物皮革製成的產品。請查閱我們的《不使用稀有動物皮革和皮草政策》
(Exotic Animal Skin and Fur Free) 以了解詳情。

工廠設施要求

皮革
❑ 任何 NPG 產品均不得來自只為其皮革而飼養和／或屠宰的動物

❑ 任何皮革均不得來自瀕危或受威脅物種

❑ 不得使用稀有皮革，例如（但不限於）：短吻鱷、鱷魚或蜥蜴

❑ 禁用來自中國、印度及亞馬遜生態區的服裝產品皮革。皮革可在中國或印度加工及製成

❑ NPG 支持使用可持續發展物料以取代動物原材料

❑ NPG 鼓勵對其所有供應商使用皮革工作小組認證

皮草
❑ 禁用真皮草

❑ 禁用馬毛及小牛毛

❑ 可使用人造毛皮，需適當標注為人造毛皮

安哥拉毛及馬海毛
❑ 禁用安哥拉兔毛

❑ 禁用馬海毛，除非經認證為可持續發展及合乎道德採購

絨毛及羽毛
❑ NPG 只接受經負責任絨毛標準(RDS)的絨毛。

❑ 禁用所有來自活拔或強行餵食雀鳥的羽毛

羊毛
❑ NPG 鼓勵其羊毛供應商使用負責任羊毛標準 (RWS) 認證

❑ NPG 正逐漸淘汰割皮防蠅式羊毛

羊絨
❑ 鼓勵 NPG 供應商加入可持續發展纖維聯盟

❑ NPG 支持使用回收羊絨

測試
❑ 禁止用動物測試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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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理解 Nordstrom 保留審計或檢查供應商做法或設施，包括供應商的工廠、製造廠及其他
分包商的權利，以確保遵循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當中包括對所有 Nordstrom Made 供應商
的工廠及製造廠進行例行現場檢查。供應商必須保持透明、保存準確的存檔文件，並允許
Nordstrom 代表及指定的第三方監控人員開展已通告及未通告的監控活動，包括與所有性別人士
開展保密的工人訪談。

工廠設施要求

❑ 工廠設施必須允許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代表出於審核目的查閱所有紀錄、接觸任何工人及
進出所有設施。（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管理層必須參與審核開幕及閉幕會議，討論審核的目的和發現的違規情況。（評級為 NMI）
❑ 工廠設施必須提供查閱所有文件及進入工廠設施大廈（包括宿舍）的權利。（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必須為所有社會審核安排有權查閱紀錄的適當工廠設施人員。（評級為 NMI）
❑ 工廠設施必須在現場保存所有所需文件，保存期限為 12 個月。（評級為 NMI - 重大）
❑ 工廠設施必須允許進行員工面談，不得干擾員工對面談所做的選擇，並可在經理及主管不在場的情

況下便利進行面談。（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不得「指導」工人對審核員提出的問題給予不真實或誤導性的回答，或因他們參加工人面

談而懲罰他們。（評級為 DIA）
❑ 必須允許審核員全盤審查工廠設施場所、工人和記錄。（評級為 DIA）

一經發現即

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DIA

在審核員到達工廠設施進行
查核時，將其拒之門外。

審核員立刻將查訪受拒的情況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在工廠
設施未經 NPG 審核和批准前，不得
開始生產程序。工廠設施必須為拒
絕審查作出賠償，此外，在新一次
審核開始時，其必須協助審查。如
果工廠設施拒絕合作，NPG 會取消
委托給此供應商的業務並尋找其他
的供應來源。

24 小
時

NMI-重大

在審核期間，工廠設施提供
給審核員的工廠設施及工人
文件不完整。

工廠設施必須保存所有關於業務、
工人個人檔案和過去 12 個月薪資
支付的紀錄。必須進行由工廠設施
出資的重新審核來驗證其守規情況。
這項調查結果亦被評為不具透明度
及尚無定論。

二至四
星期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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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變更及分包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若供應 Nordstrom 產品的任何工廠設施的擁有權、廠址、出售、購買或控制權有所變更，
Nordstrom Made 供應商須以書面形式通知 Nordstrom。如有上述任何變更，則需要在開
始生產前更新工廠設施資料，工廠設施亦需接受審計。此外，在開始生產前，Nordstrom 
Made 供應商不得在未經 Nordstrom 書面批准下將製造流程的任何部分分包出去。

工廠設施要求
❑ 如果工廠設施的擁有權發生變更，工廠設施必須預先以書面形式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評級為 DIA）
❑ 如果工廠設施遷移廠址，工廠設施必須預先以書面形式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評級為

DIA）
❑ 供應商必須就任何新廠址、擁有權及連絡資料更新 Nordstrom 供應商調查表。（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在部署生產、換地點生產或生產之前，在 Nordstrom 供應商問卷（NSQ）上向

Nordstrom 披露所有分包情況。（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負責在整條供應鏈中追查所有分包業務、原材料及生產組件，包括訂單、發票及裝運文件。

（評級為 DIA）
❑ 工廠設施中的保安員必須閲讀和遵守《合作關係指引》及當地法律。（評級為 NI）
❑ 工廠設施必須確認分包商和所有原材料/組件供應商已閲讀，並將在部署生產之前遵守本《合作夥

伴行為守則》和當地法律，並進行監控以確保持續合規。分包商和原材料/組件供應商可能需要在
部署生產前接受第三方審核。（評級為 DIA）

❑ 所有分包出去的縫紉、後處理／包裝及打包地點（不包括鑄造及電鍍）必須經由審核。（評級為
DIA）

❑ 所有已分包的工作必須由在冊工人執行。（評級為 DIA）
❑ 禁止使用居家工作者。（評級為 ZT）

一經發現即

評級為
審核結果示例 補救行動示例 目標期限 方法

DIA

工廠設施未將工廠設施的
控制權或擁有權變更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如果工廠設施的擁有權發生變
更，工廠設施必須以書面形式
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並通過審核批准流程。

24 小時至
四星期以進
行審核

DIA

工廠設施未將工廠設施的
地址變更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

如果工廠設施的地址發生變更，
工廠設施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
Nordstrom Product Group。向
Nordstrom 遞交已更新的 NSQ，
以待 Nordstrom 進行審查和核
准。

24 小時至
四星期以進
行審核

不合規示例及糾正措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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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違規情況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要求

供應商必須立即向 Nordstrom 舉報任何違反本《合作夥伴行為守則》的情況，且供應商
如果相信一名 Nordstrom 員工或任何代表 Nordstrom 工作的人士涉及非法或其他不恰
當行為，亦必須即時將問題向 Nordstrom 舉報。供應商必須在工廠設施內張貼本《行為
守則》及另一份 Nordstrom 申訴舉報文件，讓所有員工、主管和經理都能看到以員工所
講當地語言編製的這些文件。所有疑慮均應透過登入 www.npg.ethicspoint.com 或致電
免費電話 1.844.852.4175 作出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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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施要求
❑ 工廠設施必須提供讓工人接觸到管理層以外的秘密外部聯絡人的途徑，以助解決投訴、申訴、

騷擾或虐待案件。工人應可依據當地法律規定，自由地利用外部聯絡人，例如非政府組織
（NGO）/女權團體、健康診所、受尊敬的社區成員、當地品牌及工會代表，以及工人代表（HR）
（評級為 NMI）

http://www.npg.ethicspoi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