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ntokil Initial 供应商准则
您对品牌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保护人民，改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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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Rentokil Initial 商品或服务供应商，您是我们公司品牌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您为我们提供优质商品与服务，助我们维持品牌形象，提升品牌声誉。我们之所以

选择您作为供应商是我们相信您的行为和诚信标准与我们的期望相一致，我们希望

您在与 Rentokil Initial 同事、客户和股东合作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维持上述标

准。他们的期望也绝不会低于我们的期望。 

这些标准是我们通过优质客户服务和运营示范实现盈利增长的计划核心。公司内部

宣传“让合适的人以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而对供应商而言就是“选择合适的

供应商，以合适的方式提供合适的商品/服务”。 

本供应商准则规范我们希望供应商与我们互动合作的方式，也符合我们商业经营的

宗旨及供应商公司内部运营及与其供应商合作的预期。此准则适用于全球各地为 

Rentokil Initial 供应商品或服务的人士。 

在公司内部及更广泛的供应商网络内实现商业准则的最高标准是我们长期成功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打造世界级公司，为所有客户、供应商和股东带来利益。 

我们需要您的协助来实现这些高标准。 

Brian Webb

首席采购与供应官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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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制定行为准则？    
Rentokil Initial 行为准则为指导公司同事道德行为奠定基础，规定行为标准，尊重他人

人权。行为准则明确规范商业行为原则，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密不可分，也是让 Rentokil 
Initial 与其他优秀企业和全球为客户提供世界一流商品与服务的供应商与众不同的所在。希望 

Rentokil Initial 所有同事都遵守此准则。  

供应商准则  
本文件参考行为准则，强调适用于 Rentokil Initial 商品或服务供应商的具体方
面。本文件称为“供应商准则”，构成与我们签订合同的一部分，规范我们要求全
球业务的所有供应商均须遵守的标准。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之间业务往来的性质意味着您的合同将更详细地列明与供应商
准则涵盖的部分事项相关的义务、流程和政策。供应商准则旨在补充此类条款规
定，而非取代，换而言之，您应该遵守供应商准则及合同条款。如果供应商准则与
合同条款出现任何直接冲突（比如无法遵守两个条款），应以合同条款为准。   

您有责任保证您的员工、董事、高管、供应商和分包商了解并遵守 Rentokil 
Initial 供应商准则。  

不同国家法律有何影响？   
供应商准则规定适用于整个 Rentokil Initial 的原则，旨在指导常见法律或道德
问题——而并非为了解释可能适用的每项法律和政策。如果关于到底是遵守地方法
律还是本准则有任何疑问，请以最高行为标准为准。    
  

服务关系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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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愿景与价值观

我们的使命  
保护人民，改善健康。 

我们的愿景 
成长为世界级服务公司，保护人民，改善健康，主要通过：   
n  引领行业的创新 

n  出色的产品与服务品质  

n  关心我们全球各地的同事、客户和社区  

我们将如何做到这点：  
我们要运用接受过高度培训的专家想法、精神和勇气，成为公认的客户服务领
军者和绩效示范中心，以合适的方式保持速度前进。  

我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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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ntokil Initial 
没有什么比保证“
每个人在结束一天
工作后安全回家”
更为重要的。   



健康与安全、 
在 Rentokil Initial 没有什么比保证“每个人在结束一天工作后安全回家”更为重
要的。  

健康与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论是同事还是供应商，这点都是绝对不可让
步的。  

n 您将须配合 Rentokil Initial，以保证在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中从事工 
 作。 

n 您将保证您所从事的工作相关所有健康与安全风险都得到适当评估和理解。  

n 您将安全、负责的从事工作，遵守安全工作流程和适用的健康与安全法。 

n 您将保证您的员工、分包商和供应商已经接受工作相关的适当培训，并且获 
 得安全履行义务所必需的任何设备。 

n 您将报告任何 Rentokil Initial 现场和工作场地相关的健康与安全事故和 
 失误，包括在客户场地代表 Rentokil Initial 从事工作期间出现的事故。 

n 在 Rentokil Initial 现场和工作场地工作期间，您及您的员工和分包商将 
 遵守任何现场具体政策和流程及 Rentokil Initial 工作人员的合理指示。 
 

平等与公正   
我们注重多样性与包容性，坚持公平对待所有人，保证工作环境没有歧视与骚扰。  

Rentokil Initial 致力于尊重、公正的对待所有同事及任何其他个人，仅与遵守
所有相关雇佣法律和条例的供应商合作，保证所有人都在没有歧视的环境中工作。
您的公司价值观应该宣扬的文化是互相尊重、强调个人成长是公司取得成功的关键
要素。   

 

n 您注重多样性与包容性，坚持公平对待所有人，没有歧视与骚扰。 

n 您不会容忍不敬行为、欺凌、歧视或是骚扰。 

n 您宣扬平等与公正。 

n 您不会因为与其工作能力无关的因素而不合法或不公平地歧视个人或团队。 

n 你以专业、礼貌地方式行事，不会在工作场地内参与任何骚扰、欺凌或侮辱 
 性行为。 

n 您有责任维护我们的行为标准，公正、尊重对待所有求职者、其他同事、承 
 包商、客户及所有您在工作过程中与之有所联系的人士。 

n 您须报告任何在 Rentokil Initial 现场或工作场地工作期间出现的歧视和 
 骚扰问题，配合任何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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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在为 Rentokil Initial 工作时，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照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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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反奴役  
同事必须遵守其他同事及所有相关方的人权。 

我们要求合作的供应商必须对工作人员和供应商表现同等程度的尊重。  

人权     

n 您将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遵守员工及其他往来方的人权。  

n 您将遵守《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列的原则。  

n 您将遵守所有行业内所有适用劳动法和最佳惯例。 

n 不得使用童工。 

n 您将须配合 Rentokil Initial 保证满足上述标准。 

 

反奴役  

n 您将执行政策和程序，以保证您、您的工作人员、供应商和分包商均遵守所有 
 不时执行的适用反奴役和人口贩卖法律、法规、条例和准则。 

n 您不得违反个人意愿聘用个人。 

n 您不得剥夺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n 您不得要求或接受员工的金钱引诱，以协助就职。  

n 您将向我们报告与您为 Rentokil Initial 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供应链中任何实 
 际或涉嫌奴役或人口贩卖的情况。    

n 您将完整记录追踪向 Rentokil Initial 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情 
 况、 

n 您将为员工提供必要培训，以保证他们理解和遵守上述要求。   

n 您将对分包商和供应商进行持续尽职调查，以保证供应链中没有奴役或人口贩 
 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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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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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与腐败   
我们队贿赂和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希望供应商也同样如此。  

n  您将对贿赂和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 

n  您将执行防止贿赂和腐败的政策和程序，以保证您、您的工作人员、供应商和 
 分包商均遵守所有不时执行的适用反贿赂和腐败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准则。 

n  您将向我们报告与您为 Rentokil Initial 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供应链中任何实 
 际或涉嫌贿赂和腐败的情况。    

n  您将为员工提供必要培训，以保证他们理解和遵守上述要求。    

n  严禁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个人（包括但不限于 Rentokil Initial 员 
 工、客户和政府或公职人员）提供、赠予或从上述个人处接受或请求贿赂（指 
 任何不当财务优势（现金或其他）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不当优势）  

  

竞争与反垄断   
Rentokil Initial 致力于在公司运营之处保证公平、合法竞争。  

我们希望所有供应商都以合法、道德的方式在市场中竞争，创建健康的竞争环境。   

n 您须遵守不时执行的所有适用法律、条例和准则。 

n 您要在保证服务和产品品质和其他优势基础上公平竞争。 

n 您没有参与任何限制公平竞争的活动，比如固定计价、围标或市场配额。  

 

  

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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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商业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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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最大程度地
降低对环境产生的影
响，所有同事都要努
力保护环境。我们希
望供应商也采取类似
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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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我们希望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所有同事都要努力保护环境。我们希
望供应商也采取类似的举措。  

至少所有供应商必须在所有工作相关活动中（不论是否在公司场地）遵守适用法律
和尊重环境。  

n	希望您制定、执行和维护合适的管理体系，管理环境风险。至少管理体系要保 
 证您： 

 o 以保护环境为准则运营业务。 

 o 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法，获取、维持和持续更新必要的许可、执照和登 
   记。 

 o 明确、评估和管理您的运营产生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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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我们工作的世界 

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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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与机密信息 
Rentokil Initial 同时需要保护、严禁滥用公司财产和机密信息。  

我们要求在现场运营或使用公司任何资产或信息的供应商采取相同的措施。  

n	在 Rentokil Initial 现场或工作场地工作时或参与为 Rentokil Initial 工 
  作或代表 Rentokil Initial 工作，您应该警惕任何滥用或盗窃公司资源的行 
  为，报告任何相关问题。

n	严禁不当使用公司资产，比如过度使用工作电话拨打私人电话。 

n	您须保证任何员工、承包商或分包商在离开服务前或在 Rentokil Initial 提 
  出请求后归还其持有的所有公司资产，包括客户清单和运营手册。

n	您将遵守所有信息技术安全最优方法和政策要求，及时更新相关问题培训。

n	您将根据与我们签订的合同条款规定，对在与 Rentokil Initial 往来过程中 
  获悉的所有信息保密。  

n	除非得到我们的事前书面同意或与我们签订的合同明确允许披露，否则不得 
  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上述信息。

n	您须遵守不时执行的所有数据隐私和数据保护相关适用法律、条例和准则。    

    

  

欺诈与洗钱   
Rentokil Initial 致力于防止欺诈和洗钱行为，营造良好的反欺诈文化，希望供应商也
同样如此。  

n 您将始终诚实行事。 

n 您将执行政策和程序，以保证您、您的工作人员、供应商和分包商均遵守所 
 有不时执行的适用欺诈和反洗钱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准则。 

n 您须即刻向我们报告任何在与 Rentokil Initial 往来过程中您所了解或怀疑 
 的欺诈或其他不诚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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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保护我们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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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在同事个人利益或外界关系干扰或与商业利益产生竞争或影响其作出适当决定的能
力时，即出现利益冲突。

严禁同事个人利益与 Rentokil Initial 利益产生任何冲突，希望供应商理解并尊
重这点。  
  

n  您将避免个人利益与您对 Rentokil Initial 或其客户承担的义务产生冲突的 
 情况。 

n  您将向 Rentokil Initial 报告任何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任何解决利 
 益冲突的商定行为应以书面形式确认。  

  

  

礼物与款待     
只有礼物和款待是合理、合法、经授权的，Rentokil Initial 员工才可以接受。 

n  您须尊重和遵守 Rentokil Initial 制定的礼物和款待政策 

n  严禁赠予、承诺赠予或提供礼物或款待，以期望、意图或希望获得商业优 
 势，比如授予新合同或已有合同延期或报答已经获得的商业优势。 

n  严禁试图隐瞒或掩饰赠予或收受的礼物或款待。  

 

如果您对于本文件提出的任何要求有疑问或意见，请直接联系 Rentokil 
Initial 全球采购部成员，或通过我们的官网 rentokil-initial.com 联系。

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这点如何适用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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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个人正直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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