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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da 供应商行为准则 

1.0 介绍和适用性 
Takeda 秉承“Takeda-ism”在其 230 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所建立的企业理念（诚信：公平、诚实和毅

力），并依据自身“领导医药界创新，力争改善世界各地人们健康状况”的企业宗旨来开展活动。 
 
我们的供应商－每天在全球各地向我们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一企业宗旨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 Takeda 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准则）旨在确保对 Takeda 的成功和

可持续成长必不可少的供应商关系与 Takeda 的下列承诺保持一致： 
 

1. 患者至上，并以患者为中心来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 
2. 与社会建立信任 
3. 巩固我们的声誉 
4. 发展业务。 

 
此外，鉴于 Takeda 就企业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以及其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 

(www.unglobalcompact.org) 签约者的身份地位，Takeda 供应商准则支持我们承诺维护在人权、劳

工、环境和反腐败方面广为接受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此外，Takeda 拥有制药行业供应链计

划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Initiative, PSCI) 的会员资格，而这也符合社会和行业对于武

田及其供应商在制药行业中表现出可持续性绩效的期望。因此，Takeda 供应商守则与 PSCI 原则保

持着高度的一致。   
 
考虑到 Takeda 的全球业务发展，确保可持续地采购我们的商品和服务至关重要。Takeda 致力于应

对声誉、可持续发展、业务持续、合规和道德等方面的供应商风险，而以上风险可能为既有风险或是

在为武田提供服务、药物制成品或其它类产品过程中产生的。 
 
Takeda 期望供应商遵从适用的法律要求，并且期望供应商满足武田供应商行为守则中所提出的预期

要求。 
 

Takeda 有意对供应商遵从供应商行为准则中所载原则的情况进行评价，并期望供应商予以配合（包

括弥补已识别的问题）。Takeda 将会与致力于改善问题改进状况从而以管理风险和创造长期可持续

性价值为目标的供应商开展合作。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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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da 供应商行为准则 

 
适用性：本准则适用于可提供或有意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组织和公司（供应商），而该等商品和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合同制造、赋形剂、贸易商品、包装、物流（配送和仓储）、设备、机

器以及用品、营销和创意机构、印刷、市场调查、旅行相关服务、会议和活动服务、IT 硬件、软件

和相关支持服务、专业服务（咨询和派遣制员工）、车队、工厂、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普通和行政

管理服务提供者、研发相关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担任 Takeda 及其任何联营公司和子公司分销商、

招标代理、销售代理的临床研究服务、实验室和外包开发服务以及业务合作伙伴。 
 
 
2.0 遵从适用法律、法规和供应商准则 
供应商必须遵从适用于其运营的法律、规则、法规和行业和地方道德标准，以及本 Takeda 供应商行

为准则。 
 
 
3.0 商业惯例 
供应商须道德营商，诚信行事。具体而言： 
 

3.1 反贿赂、回扣、非法付款和其他腐败做法 
供应商不得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间接向政府官员或公务员、政党或个人行贿或提供任何有价值

物品，以便获得不正当优势、赢取或保留业务、不正当地影响该人士或组织的行为或决定，

或非法影响任何人士、客户、公司或公司代表的行动。供应商必须保留可反映实际交易和付

款的准确和透明记录。供应商不得收受贿赂或参与其他非法商业或政府关系诱导活动。 
 

3.2 公平竞争和反垄断 
供应商在开展业务时，须进行公平激烈竞争并遵从所有适用的反垄断法。供应商须采用公平

的商业惯例，包括如实的宣传广告。 
 
 3.3 利益冲突 

如有任何已经察觉或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供应商必须向 Takeda 管理层进行披露。Takeda 

管理层必须审查任何明显或实际存在的冲突，而如果允许存在利益冲突，此决定必须记录下

来。当个人利益或活动影响或看似影响了 Takeda 做出符合其最佳客观利益的能力时，即产

生了利益冲突。如果 Takeda 员工或 Takeda 通过合同雇佣的专业人士可能在供应商业务中

拥有任何类型的利益或与供应商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则供应商应向 Takeda 做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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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da 供应商行为准则 

 
3.4 礼品与招待 
无需为与 Takeda 开展业务的目的而提供礼品与招待。我们将会依据公平和客观的标准来选

择供应商，且不会基于任何个人关系而存有任何喜好或偏好。我们不会向供应商或与我们开

展业务之其他人士，收受或索取任何非法或不正当利益，包括金钱、商品、款待、礼品或任

何其他有价值物品。 
 

3.5 识别疑虑  
我们应鼓励所有员工报告工作场所中的疑虑或违法活动，而无需担心会受到报复、恐吓或骚

扰威胁。供应商须进行调查并采取纠正措施（如需要）。如果就 Takeda 与供应商之间的业

务关系相关事宜存有疑虑，供应商及其员工可在 www.Takeda.EthicsPoint.com 上以保密和

匿名的方式向 Takeda 报告该等疑虑。 
 

 
4.0 动物福利 
我们应仁慈地对待动物，最大程度地减少疼痛和压力。供应商应通过采用创新的分析方法，减少所用

动物数目或改善程序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来寻找机会降低对动物测试的需求。只要替代方案具有

科学有效性并可被监管机构所接受，即应采用替代方案。 
 
 
5.0 数据隐私 
供应商须按照适用数据保护法规定的方式运营，其中包括进行适于供应商代表 Takeda 收集或以其他

方式处理之个人信息敏感性的隐私和安全保护。供应商须拥有适当的组织架构和程序，进而确保保护

个人信息免于意外、未经授权或非法损失、损毁、更改、披露、使用或访问。这包括应对技术和组织

安全的政策和程序，以及对该等要求合规性的确认。供应商必须遵从管限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 
 
 
6.0 人权、劳工和雇佣惯例、健康与安全 
供应商须承诺支持员工和 Takeda 利益相关者（包括其患者）的人权，给予他们尊严与尊重。在向 

Takeda 提供服务或制成品和其他产品的过程中，供应商必须遵从管限人权事宜的法律，包括管限人

口贩卖和奴役的法律和法规。 
 

6.1 就业自由  
供应商不得使用强迫劳工、债役劳工或契约劳工或非自愿的狱中劳工。 

 
6.2 童工和青少年工  
供应商不得使用童工。供应商不得雇佣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工来从事危险工作或夜班工作，

而且只有当青少年工的年龄超过国家法定就业年龄或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时，才允许雇佣该

等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工。 
 

 
6.3 不歧视  

http://www.takeda.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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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必须遵从所有适用的雇佣法律和法规，并且须提供一个没有骚扰和歧视的工作场所。

供应商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残疾、宗教、政治附属关系、工

会成员资格、婚姻状况或其他法律禁止的原因对个人进行歧视。 
 

6.4 公平对待  
供应商须提供一个没有严酷和不仁慈对待（包括对员工进行任何性骚扰、性侵犯、体罚、精

神或肉体强迫或口头侮辱）、没有任何威胁行为的工作场所。 
 

6.5 工资、福利和工时  
供应商须依据适用的工资法向员工支付酬劳，其中包括最低工资、加班时数和法定福利（包

括社会保险）。 
 
供应商须向员工传达其按时获得当地法律和供应商政策规定之报酬的依据，包括加班时间和

加班费率。任何工资扣减都应该合理，符合适用法律的规定并且能够被员工清楚了解。 
 
供应商应提供适当的休息期间、充足的休息日或休息时间并遵从与最大工作时数有关的适用

法律和协议。 
 

6.6 结社自由  
供应商应鼓励与员工和／或其代表进行坦诚沟通，并与该等人士共同解决工作场所和薪酬问

题。 
 
供应商须按照当地法律中载列的方式，尊重员工自由结社、加入或不加入工会、寻求代表和

加入员工委员会的权利。员工须能够与管理层就工作条件进行坦诚沟通，而无需担心会受到

报复、恐吓或骚扰威胁。 
 

6.7 健康与安全 
供应商须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亦需保证任何供应商提供的生活场所的健康与安全。

供应商必须遵从所有适用的健康与安全法律和法规。 
 

 6.8 员工保护  
供应商需保护员工在工作场所和任何公司提供的住房中，免于过度接触化学、生物、物理危

险以及对体力要求高的任务和工作环境（如，极热或极冷）。 
 

6.9 流程安全 
供应商须拥有适当的计划，以避免或缓解化学品或其他物质的灾难性释放，包括避免火灾和

爆炸的特定计划。 
 

6.10 应急准备和响应  
供应商须识别和评估工作场所和任何公司提供的住房中的紧急状况，并须努力通过实施应急

计划和响应程序来最大程度地降低其潜在的影响。 
 
 

6.11 危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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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须获提供与危险物质（包括药类化合物和药品中间体材料）有关的安全信息，以便对

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并保护其免于发生潜在危险。该等安全信息须以供应商工作场所中常用

的语言载于书面文件中，如安全数据表 (SDS)。 
 
供应商须确保与价值链（如适当）中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包括 Takeda 及其物流和分销商合

作伙伴）进行适当沟通，从而确保进行适当披露和管理危险。 
 
6.12 工作场所设施须安全、卫生 
供应商工作场所设施（包括卫生间、食堂和提供的任何员工住处）须安全、干净和卫生，并

可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应为员工提供可供饮用的水。 
 
 
7.0 环境 
供应商须以一种对环境负责和有效的方式运营，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我们鼓励供

应商保护自然资源，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危险材料并且与利益相关者（如，其员工和社区）共同参与宣

传再利用和回收利用计划的活动。 
 

7.1 环境权限  
供应商须遵从所有适用的环境法规。供应商须获得所有必需的环境准许、许可、信息注册和

限制，并遵从其运营和报告要求。 
 

7.2 废物和排放  
供应商须拥有适当的系统，以确保安全处理、移动、储存、回收利用、再利用或管理废物、

气体排放和废水排出。任何对人类或环境健康具有潜在不利影响的废物、废水或排放物，在

排放至环境中之前均须进行适当地管理、控制和处理。 
 

7.3 溢出与释放  
供应商须拥有适当的系统，以避免和减少环境中的意外溢出和释放。 

 
 7.4 环境效率 

供应商须采取措施，以保护能源，减少有用水压力或水源缺乏地区的耗水量，并力求定期测

量和报告其运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8.0 管理系统 
供应商须采用管理系统来促进持续改善，并满足本供应商准则的期望。管理系统要素包括： 

 
8.1 承诺和问责  
供应商须通过分配适当的资源来证明其对本文件所述理念所做出的承诺。 
 
8.2 风险管理  
供应商须制定机制，来判断和管理本供应商准则所应对的多个领域的风险。 
 
8.3 准确的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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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须保留必要的准确记录和文件，以证明其满足该等期望并遵从适用法规。供应商必须

将记录提供予 Takeda 或其指定审计员，以便应要求进行检查，进而确认符合该等标准。记

录必须清晰易读、透明且可反映实际的交易和付款。供应商不得隐藏、未能记录或虚假记录

条目。 
 
8.4 培训和资格能力  
供应商须拥有一项培训计划，以便让管理层和员工获得适当水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来应对

该等期望。 
 
8.5 持续改善  
我们期望供应商设定绩效目标、执行实施计划和针对内部或外部评估、检查和管理层审核识

别出的缺陷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从而在本准则的多项要素方面进行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