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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STROM 合作夥伴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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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及分包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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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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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有效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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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若干已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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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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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敗：供應商必須遵守涉及賄賂、洗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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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或其高級職員、政治辦事處候選人，或組織及其員工（如該組織是由政府全

權或部份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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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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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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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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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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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http://www.nordstromsupplier.com/Content/SC_Manual/Garment%20Monitoring%20Guide_2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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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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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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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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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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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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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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dstrom Partner Code of Conduct  

Updated January 2022 第 3 頁，共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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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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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必須提供充份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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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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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籍、社會出身或原族裔、種姓、工會會員

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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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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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政治見解、個人特徵或信仰、性取向、性別認同或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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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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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追蹤與記錄，並最

大限度減少對能源、空氣、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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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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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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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nordstrommedia.com/id/1a03cfc9-d1a4-4818-b45d-ce0dc802b33b.pdf
https://n.nordstrommedia.com/id/1a03cfc9-d1a4-4818-b45d-ce0dc802b33b.pdf
https://www.sheltervet.org/five-freedoms
https://www.nordstrom.com/browse/nordstrom-cares/strategy-governance-reporting/policies-commitments?breadcrumb=Home%2FNordstrom%20Cares%2FStrategy%2C%20Governance%20%26%20Reporting%2FPolicies%20%26%20Commitments
https://www.nordstrom.com/browse/nordstrom-cares/strategy-governance-reporting/policies-commitments?breadcrumb=Home%2FNordstrom%20Cares%2FStrategy%2C%20Governance%20%26%20Reporting%2FPolicies%20%26%20Commi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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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供應商同意 Nordstrom 可對所有 Nordstrom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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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權變更及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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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