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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正確的事 在 Allergan，我們的道德行為與我們公司的成功相得益彰。
我們將誠信作為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

關於《Allergan 業務合作夥伴行為準
則》
在 Allergan，我們正確行事，並將誠
信作為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我們維
護崇高標準，以道德方式，按照適用
的法律、法規、準則和產業規範拓展
業務。

Allergan 致力於誠信從事其各項業務
活動，並努力遵守最高的道德、社會
和環境標準， 因此，Allergan 只與那
些和我們共同致力於崇高道德標準並
以負責任方式營運的個人和組織拓展
業務。

Allergan《業務合作夥伴行為準則》
概述了我們拓展業務的道德標準以及
我們對業務合作夥伴的要求——所
有第三方包括：供應商、經銷商、服
務供應商、顧問、臨時工、代理人和
代表我們拓展業務的供貨商。

此外，《業務合作夥伴行為準則》符
合《藥品供應鏈倡議》(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Initiatives, PSCI) 和 

《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UN Global 
Compact Principles)。

《業務合作夥伴行為準則》無意取代、
超越或抵觸任何適用的法律或法規要
求或者與 Allergan 的合約義務。

我們對我們業務合作夥伴的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在經營
時，Allergan 合作時，遵守同樣的高
標準、誠信承諾以及本《業務合作夥
伴行為準則》中概述的各項原則。

正如本《業務合作夥伴行為準則》所
述，應由每個業務合作夥伴決定如何
符合各項原則和標準，並對相應合規
加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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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開發 Allergan 產品
在 Allergan，我們的研究與開發活動
側重於甄別和引進新產品，解決未得
到滿足的醫療需求，以及使全球客戶
更加能夠獲得優質、支付得起的藥物，
改善我們病患的生活品質。

開發安全的產品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優
先事項。這適用於我們產品生命週期
的所有階段 - 從開發到病患使用。這
就是為甚麼我們努力超越適用於我們
公司的最嚴格的標準。病患安全和我
們方案的完整性推動是我們研發工作
的推動力；我們從不為了達到公司目
標或期限而犧牲品質。

我們致力於以道德、安全的方式對待
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致力於保護人
類調查參加者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以及尊重我們進行研究時所在國家（地
區）的法律、法規和文化。如果有必
要在研究中使用動物，我們會以負責
任和且道的方式進行此類動物研究。

Allergan 支援非動物試驗方法的制定
和採用，以便減少和替代動物測試。
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共同致
力於開發和支援安全的產品，保護研
究參與者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準確的產品資訊
在將我們的產品投入市場之前，我們
會仔細而勤勉地評估我們產品的風險
和益處。在做出治療決策之前，病患
和醫生也要了解此類風險和益處，這
一點十分關鍵；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承
擔責任，非常嚴肅地提供有關我們產
品的完整而誠實的資訊，並且我們要
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同樣如此。

我們確保我們就我們所製造的產品所
做的聲明準確、公正、平衡，並且與
經批准產品標籤保持一致。我們認真
對待我們在提供與我們產品有關的可
靠資訊方面的義務。

Allergan 致力於發佈具有醫學重要意
義的結果（無論其臨床研究結果是正
面的還是負面的）；我們公司以財務

我們確保病患安全
和產品品質

Allergan  為我們產品和工作感到自豪，確保所研發的產品和所從事的工作符合
優質和安全標準。我們永遠不會危及病患安全、產品品質以及合規。

方式資助研究，而且我們支援來自此
類研究的出版物；對於此類支援，我
們也必須予以披露。

優質產品
在 Allergan，我們在開發產品時，心
中牢記病患，並致力於確保他們獲得
安全、優質的產品。我們對品質的承
諾，讓我們能夠贏得世界各地病患和
醫生的信任；我們每天都在維護他們
對我們的信任。資料完整性是我們所
承擔責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
即涉及確保產品安全、功效和品質，
又涉及我們在保護病患方面的承諾。

不良事件報告
報告和監測不良事件是我們用來確
保我們上市產品以及我們為病患所
用產品的安全性的一貫方式之一。
Allergan 負有將此類資訊報告給政府
監管當局的法律和道德義務。業務合
作夥伴應根據法律、Allergan 提供的
不良事件訓練及其與 Allergan 的合約
協議，報告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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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llergan，我們始終誠信行事，堅持崇高的道德和職業行為標準。 
透過負責任地進行互動，我們獲得醫療保健提供者、彼此以及社區的信任。

遵守法律和法規
我們在一個受到高度監管的產業工
作，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以道德
的方式拓展業務，並且遵守適用的法
律、法規、準則、產業規範、《Allergan 
行為準則》以及我們的各項政策。

產品推廣
病患和醫生依賴我們公司誠實、合法
地推廣我們的產品。我們確保我們的
推廣材料中所提供的資訊和通訊是準
確、可靠且均衡的。

代表 Allergan 從事推廣活動的 
Allergan 業務合作夥伴必須提供與我
們產品有關的可靠、準確、完整資訊，
並且僅應以真實、非誤導、公正、平
衡且與經批准產品標籤一致的方式進
行推廣。

商務禮遇
在有限的情形中，僅在 Allergan 的指
引下才允許代表 Allergan 向 Allergan 
客戶提供的商業禮遇（例如適度的餐
飲、招待和象徵性的禮品）。業務合
作夥伴必須確保代表 Allergan 提供的
任何商務禮遇不會遭到曲解，暗示不
正當行為，或者被視為影響業務決策。

與醫療衛生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來往
在 Allergan，我們定期與醫療衛生專
業人士互動，並向他們提供資訊，幫
助他們在受到醫學教育之後做出治療
決定。在我們與醫療衛生專業人士和
政府官員關係的各個方面，我們遵守
崇高的誠信標準，並且展示我們對病
患照護的承諾；我們對我們的業務合
作夥伴有相同的要求。

業務合作夥伴不得出於影響處方行
為、採購、建議或處方集決策目的，
向 HCP（醫療衛生專業人士）或政府
官員提供不當誘惑（其中包括任何付
款、回扣、賄賂或返利）。

透明
Allergan 在我們業務的各個方面遵守
透明承諾，從我們如何記錄財務交易
以及與醫療衛生專業人士互動，到我
們如何記錄臨床試驗的結果。

我們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切勿削弱我
們機構的專業判斷力，暗示優厚待遇，
或者讓人得出我們有失誠實經營的印
象。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在
所有方面都保持同樣的透明度。

與其他第三方的業務合作夥伴關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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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合規
作為一家向世界各地國家出口和進口產
品和資訊的公司，我們受制於對我們拓
展業務的方式和對象進行監管的法律。
我們遵守 所有適用的貿易法以及所有
國家對貿易進行管轄的法律，其中包括
任何適用的聯合抵制法和貿易制裁。

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做出同
樣的承諾，遵守所有相關的貿易法律
和法規。

 

公平競爭
Allergan 以我們產品的品質和優點為
依據，贏得業務以及維護病患信任。

我們支援自由、開放的市場，遵守我
們拓展業務時所在的每個地方的競爭
法。我們避免討論具有競爭敏感性的
問題，以及避免達成不當限制競爭或
違反法律的協議，其中包括與競爭對
手討論和協商，固定價格或銷售條款、
劃分市場、客戶或區域，或者阻止競
爭對手進入市場。

我們致力於始終公平競爭，並要求我
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同樣如此。

與其他第三方的業務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已經與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建立
的關係是以相互信任和尊重為基礎。

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誠信經
營，並負責維護與 Allergan 以及請來
代表我們行事的所有供應商和其他第
三方的道德關係。

反賄賂與反貪腐
賄賂和貪腐可能會損害社區、市場、
我們的病患和客戶，並且可能破壞我
們的名譽。

Allergan 不出於下列目的而提供不當
獎勵（也不允許他人以我們名義上這
樣做）：換取有利的商業決策或某項
業務優勢，或者作為對過去某個有利
商業決策或業務優勢的回報而對某個
個人做出獎勵。

我們負責任地
進行互動（續）

在 Allergan，我們始終誠信行事，堅持崇高的道德和職業行為標準。 
透過負責任地進行互動，我們獲得醫療保健提供者、彼此以及社區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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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我們的公司
在 Allergan，我們的關係、資產和品牌是我們驅動績效所必需的資源。
我們以身作則，誠信行事，透過保護公司資產、資訊和記錄，有效地為
利益相關者服務。

利益衝突
在個人利益干擾（或看似干擾）我們
公司的利益時，或者有人將某種關係
用來謀取私利，就會出現利益衝突。
這種衝突可能源於個人關係、財務利
益、商業投機或不適當的禮品或款待。

在 Allergan，我們進行客觀決策，努
力避免可能造成（甚至看似造成）某
種利益衝突的情況， 並且我們要求我
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同樣這樣做。

機密商業資訊
在 Allergan，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商
業秘密、專有資訊以及其他機密商業
資訊為我們公司提供競爭優勢；如果
此類資訊未經我們許可（或未遵守適
當規程）而被公開，則有可能造成損
害。

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有責任遵守所有
合約要求，保護 Allergan 商業資訊，
以及謹慎處理所有商業資訊，避免其
遭受未經授權的使用和披露。

隱私和資料保護
個人信任 Allergan 能夠安全、合規地
收集、處理、傳輸、保護和儲存其個
人資料（即可用於識別、定位或聯絡
個人的資訊，以及適用的隱私 / 資料
保護法所定義的任何其他資料），符
合向個人提供的通知，並且獲得個人
的同意（如果需要）。

法律和合約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
伴僅根據 Allergan 的指示處理個人資
料。

負責對 Allergan 擁有的個人資料進
行處理（即收集、儲存、使用、傳
輸或披露）的業務合作夥伴必須
簽署 Allergan 的隱私和資料保護
附錄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Addendum) 或類似條款，並且同意遵
守所有適用的隱私和資料保護法律。

業務合作夥伴必須立即向位於  
IR-Privacy@allergan.com 的 Allergan 
全球隱私辦公室 (Global Privacy 
Office) 報告所有與 Allergan 相關的 
隱私違規事件。

內線消息
在作為業務合作夥伴與 Allergan 執行
工作期間，您可能會遇到與我們公司
或我們與之拓展業務（或正在進產業
務洽談）的公司有關的重大、非公開

（「內線」）資訊。

在掌握與 Allergan 或其他公司有關的
內線消息的情況下，任何買入、賣出
或持有證券的決定（無論是 Allergan 
證券還是其他公司的證券，例如股票、
債券、期權）都是違法的。

在任何內線消息被公開向普通投資者
公佈之前（例如透過公開報備、新聞
發佈或在我們的公共網站上發佈），
業務合作夥伴不得根據此類資訊進行
交易，或將其轉交給可能據此資訊進
行交易的其他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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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正確的事 在 Allergan，我們的道德行為與我們公司的成功相得益彰。我們將
誠信作為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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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我們的公司（續）
在 Allergan，我們的關係、資產和品牌是我們驅動績效所必需的資源。
我們以身作則，誠信行事，透過保護公司資產、資訊和記錄，有效地為
利益相關者服務。

公司資產
在 Allergan，我們的公司資產（如電
腦硬體和軟體、公司財產、財務資源、
辦公用品和資訊安全）對於我們的業
務非常重要，並使我們能夠高效地執
行工作。

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有責任保護提供
給他們的任何 Allergan 公司資產，謹
慎管理所有 Allergan 資源，以及負責
任地使用這些資源，並且僅用於業務
目的使用這些資源。

記錄管理
在 Allergan，我們致力於負責任地管
理我們的記錄，並確保我們保留必要
的記錄，以便支援我們的稅務、法務、
合規和財務責任。

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在代表 
Allergan 工作時，在維護準確記錄方
面遵循相同的標準，並遵守相關法律
及其與 Allergan 的合約協議。

財務健全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Allergan 有義務
維護所有帳冊和記錄，使其準確、誠
實、全面、及時地反映我們的財務狀
況以及我們的業務。

我們的帳簿和業務記錄的完整性對於
我們的持續成功極為重要，我們的業
務合作夥伴同樣有責任確保 Allergan 
業務記錄的完整性。

此外，Allergan 致力於預防為逃稅提
供便利的犯罪行為，並且確保在其所
有業務營運過程中和範圍內， 全面遵
守防止逃稅的規定。我們要求我們的
業務合作夥伴表現出同樣的承諾。

與誠信為伴  |  保護我們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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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和安全
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工
作場所，並且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Allergan 是《聯合國全球契約》簽約
方之一，在我們遍佈世界各地的所有
分支機構確立了環境、健康和安全目
標和標準，以確保我們遵守所有聯邦、
州和地方規則和條例，並減少我們的
業務營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業務合作夥伴應保護工人免受化學、
生物和物理危害，制定預防和應對緊
急情況的計劃，以對環境負責的方式
營運，並且制定指定以確保對廢物、
空氣排放和廢水排放進行適當管理。

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遵守所
有相關法律和法規。

人權
在 Allergan，我們致力於在我們經營
時所在國家成為良好的企業公民。這
意味著我們支援《世界人權宣言》所
載的原則，並承諾在我們供應鏈的每
個級別尊重人權。

我們遵守 2015 年《現代奴役法案》
(Modern Slavery Act) 以及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同等法律。業務合作夥伴不得
使用強迫勞工、抵押勞工、契約勞動
或非自願監獄勞工。

我們還致力於負責任地採購我們的產
品，並且遵守規定披露其用法的法律。

我們進行盡職調查，尊重人權，從不
在知情情況下與任何違反雇傭法律或
參與侵犯人權行為的公司或個人拓展
業務，其中包括童工、強迫勞工、人
口販運、體罰以及違法歧視；並且我
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同樣如此。

我們是負責任的公民 Allergan  專注於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改善生活品質。我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做出目標明確的承諾，並致力於促成積極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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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就業機會
在 Allergan，我們致力於在所有人事
實踐中為合格人員提供平等的就業機
會，其中包括招聘、選拔、晉升、訓練、
學費援助、薪酬、福利、調動、裁員、
解僱以及社交和娛樂計劃。我們的政
策和實踐禁止非法歧視。

我們的平權行動方案涵蓋少數民族、
婦女、殘障人士以及受保護的退伍軍
人，已根據適用法律法規得到透過，
為我們的員工界定了具體的平權行動
和平等就業機會責任。

我們從事平權行動，以確保人人享有
平等機會，鼓勵 Allergan 內部多樣性，
並表現出對他人的敏感和尊重；在這
方面，所有員工都應表現出相應的承
諾。

Allergan 的平等就業機會官（「EEO 
官」）是全球人才副總裁。Allergan 
是一家美國聯邦承包商，受第 11246 
號行政命令、1974 年《越南時代退
伍軍人重新調整援助法案》(Vietnam 
Era Veterans’ Readjustment Assistance 

Act) 及其修訂案、1973 年《康復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 第 503 節及其修
訂案以及這些法案的各項實施條例的
約束。

Allergan 必須將我們的平等就業和平
權行動政策通知給我們的供貨商和供
應商。在我們遵守這些政策的舉措中，
Allergan 要求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提
供相應的支援。

反騷擾與反歧視
在 Allergan，我們努力維護一種杜絕
騷擾、歧視、恐嚇、欺凌和打擊報復
的積極的工作環境。禁止基於種族、
膚色、年齡、性或性別、性取向、性
別認同或表達、族裔 / 民族本源、公
民身分、殘障、宗教、工會成員、婚
姻狀況、兵役和退伍軍人身分、遺傳
資訊或任何其他受適用法律保護的身
分進行騷擾和歧視。

騷擾和歧視行為有多種形式，包括言
語、身體、視覺和行為方面的行動。
我們不容忍對任何與我們有業務往來

的人的騷擾或歧視行為，並要求我們
的業務合作夥伴維護同樣的標準。

業務合作夥伴應尊重本地法律規定的
工人自由結社、加入或不加入工會、
尋求代理以及加入工人委員會的權
利。

業務合作夥伴的員工應能夠就工作條
件與管理層公開溝通，而不受到歧視、
騷擾、欺凌或打擊報復的威脅。

工作場所暴力
在 Allergan，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安
全的工作場所。我們絕不容忍欺凌、
騷擾、恐嚇、涉及監視或追蹤的活
動、威脅、針對個人或其 家人、朋友、
同事人身傷害行為，或者故意毀壞財
產的行為，也不允許在我們的場所攜
帶武器。

我們依靠我們的同事留意和舉報任何
威脅或恐嚇行為，以及沉著、冷靜地
解決任何衝突。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
合作夥伴表現出同樣的承諾，以確保
工作場所的安全。

我們彼此關照 在 Allergan，我們想彼此所想，做正確的事。我們有責任建立和 
維護一種積極、安全、高效的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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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rgan  提供用於報告問題的公司熱線以及其他資源。提出疑慮

提出疑慮
在 Allergan，我們要求我們的業務合
作夥伴報告與我們業務相關的可能非
法或不當行為問題。

如果您看到或懷疑代表 Allergan 行事
的任何人從事可能違反法律、本《業
務合作夥伴行為準則》或 Allergan 政
策的活動或行為，請透過誠信行動熱
線及時向 Allergan 報告。

Allergan 誠信行動熱線由獨立第三方
營運，全天開通，可從全世界任何
地方接入。個人能夠藉此在法律允
許的情況下匿名報告問題，並且透
過瀏覽 AllerganIntegrityActionLine.
ethicspoint.com 即可存取。針對每個
國家（地區）的誠信行動熱線電話號
碼也透過本網站提供。

Allergan 禁止對提出誠信投訴的個人
進行打擊報復，並且要求業務合作夥
伴維護同樣的標準。

11 與誠信為伴  |  提出疑慮

http://AllerganIntegrityActionLine.ethicspoint.com
http://AllerganIntegrityAction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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