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8 月 

 

Varex Imaging Corporation 

行为准则 

 

Varex 致力于开发 X 射线成像的创新技术，应用于医疗、工业和安保方面的检测、诊断和保护用

途。在履行本公司使命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健康和更安全，并且自身坚持高标准。

Varex 将商业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头等优先事项。我们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力求通过做正确的事

来取得好的表现。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以道德合规、负责任和尊重的方式行事，从而切

实遵守我们开展运营所在地区的当地法律。 

我们对道德行为的承诺从最高管理层开始做起，并扩展到我们所有的员工、业务合作伙伴和利益

相关者。Varex 非常重视道德行为，并且我们的 EPIC 企业价值观指导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

制定本行为准则，针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日常业务活动为您提供指导。行为指导准则将规定哪些行

为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或者可以提供保障措施，有助于避免出现不当行为或失职行为。如

果您有任何疑问，我们建议您进行咨询并寻求进一步的指导。未能遵守规定可能会导致受到纪律

处分，包括解雇。归根结底，我们的成功不仅取决于遵守本行为准则和我们的公司政策，而且取

决于我们所有人在工作中做到的诚实、公平正直、良好的常识和工作中的判断力。 

合规掌握在 Varex 所有员工的手中。作为一家具有最高诚信等级的公司，我们的声誉意味着一

切。我们相信，我们对道德合规的承诺不仅仅是一项“防范”措施。而且，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做

出的一项承诺，其为我们提供了竞争优势，使我们公司获得成长并取得成功。而且，这才是我们

要走的光明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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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本行为准则的任何方面有任何疑问，请与 Varex 的法务部门联系。 

简介 - 做正确的事情 

哪些人员必须遵守行为准则？ 

知道何为正确的事情并身体力行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哪些事情 

如何寻求咨询意见以及提出关注的问题 

违规和报复 

哪些人员必须遵守行为准则？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本行为准则均适用于我们的业务决策和行为。确保 Varex 做正确的事情是我

们所有人的责任，包括： 

• Varex 的董事会成员、管理人员和所有其他员工。 

• Varex 的子公司和受其控制的附属公司（Varex 对该些实体拥有超过 51.5% 的投票权，或

者对该实体拥有控制权）。 

这些单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遵守本行为准则、Varex 的政策以及法律，并按照要求参加相

应的培训。 

知道何为正确的事情并身体力行 

本行为准则试图解决您可能最常遇到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但是，在一份文件中不可能涵盖答每一

种业务情况面临的问题。在判断某项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以及是否遵守了本行为准则时，请思

考以下问题： 

• 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我们的 EPIC 核心价值观？ 

• 我是否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 

• 这是否与我想要受到的对待方式相一致？ 

• 如果我的决定在报纸上公布，情况会怎样？ 

• 这是否合法？ 

如果您对正确的行动方式有任何疑问或不确定，请随时联系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 ("HR") 或法务

部门代表或指定的合规高级职员。请记住，对于任何出于善意而针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准则

或公司政策的行为进行如实举报或提出质疑的人员，严禁对其进行报复。 

請注意，公司政策涵蓋本行為準則所包含的多項主題。請務必參閱並遵守公司政策。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哪些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应理解并遵守本行为准则中规定的义务，并在涉及合规事项时予以积极贯彻。 

• 定期检讨您对本行为准则和公司政策所制定的 Varex 道德和法律标准的了解和理解程度。如果

您是在美国境外，请抽出时间了解适用于您所在的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特殊规定，因为它们可能

超出本行为准则中规定的准则和要求。查看 Varex 的内联网或咨询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法务

部门或合规代表以了解更多信息。 

• 参加相应的合规培训课程，并按时完成在线培训。 

• 在开展日常业务过程中，贯彻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并遵守配套的政策、程序和规范。 

• 要警惕违法行为或违反本行为准则或其他公司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http://www.lighthouse-services.com/va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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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报告潜在的违规行为（请参见下面的“如何寻求咨询意见以及提出关注的问

题”）。不要试图自行开展调查。 

• 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利于在日常业务活动中保持最高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工作环境。 

• 切勿将短期目标凌驾于 Varex 的合规与道德承诺之上。 

如果您是经理或高级职员，除了对普通员工的要求之外，您还应该： 

• 在言行方面树立榜样。通过亲自领导合规工作，鼓励道德行为。 

• 建立一种文化，其中员工不仅了解他们的道德责任，并且会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善意的质疑，

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 当团队成员遇到问题和有疑虑时，担当第一联系人的角色，并提供明确的指导。如果您不

知道答案或不确定，请让团队成员知道您将稍后回复他们，然后将问题或疑虑提交给相应

的部门。 

• 促进员工的参与度，及时地完成合规培训。 

• 将所有不道德行为和非法行为报告给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务部门代表或指定的合规部

门高级职员，无论您是否目睹这一不当行为或收到有关该行为的报告。全面配合公司的调

查，并允许您的下属员工进行配合。 

• 当评估和奖励员工时，应考虑其合规方面的表现。 

• 确保员工理解到业务结果绝不会比道德行为更重要。 

如何寻求咨询意见以及提出关注的问题 

我们鼓励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针对可能违反法律、行为准则、商业道德标准、会计和审计标

准，或公司政策的行为，及时反映问题或疑虑。调查关于可能违规或不道德行为的所有举报（包

括被证明有误的举报），将有助于 Varex 保持道德合规计划的完整性。此外，如果您对行为准

则、公司政策或者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所规定的责任有疑问，请向当地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务部门代

表或指定的合规部门高级职员寻求指导。 

Varex 设立有一个由独立提供商运营的在线和电话举报热线，并且可以每周七天全天候提供服

务。您可以使用此服务（如果可用）以提出问题或报告可疑情况。Varex 的内部和外部网站都提

供了使用该热线的详细信息，并张贴在 Varex 的各个场所。举报方式可能因国家或地区而异，您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获取进一步的说明。 

虽然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您可以匿名进行举报，但如果能够与举报人进行沟通，则让我们可以进

行更彻底的调查。因此，我们鼓励您在进行举报时同意 Varex 开展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络（可以通

过热线方式匿名进行）。举报将得到公正而客观的处理，并且鉴于公司需要彻底调查举报信息以

及承担所适用法律、法规或法律程序赋予的责任，故会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进行保密。 

重要提示：在某些国家，由于当地法律的原因，只允许个人通过热线举报会计或审计方面所关注

的问题。如果你希望报告工作场所中的问题，请联系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务部门代表或指

定的合规部门高级职员。 

违规行为和严禁报复 

违反本行为准则的行为将受到严肃处理，并可能招致纪律处分，包括根据适用法律进行警告或解

雇。违规行为则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对个人的罚款和/或监禁，以及对公司的罚款、处罚、第三

方损害赔偿和声誉损失。 

http://www.lighthouse-services.com/va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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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于善意举报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准则或公司政策的任何人士，Varex 不允许针对其进行

报复。报复，包括任何伤害或诽谤其他员工的企图，或并非出于善意的举报，可能会受到纪律处

分直至并包括根据适用法律进行解雇。 

市场 

适用法律和潜在冲突 

产品安全和质量 

与医疗保健专业服务提供方的关系 

商务馈赠 

贿赂和其他腐败款项 

公平交易以及遵守竞争法律 

贸易合规 

与第三方合作 

预防洗钱 

适用法律和潜在冲突 

Varex 的员工分布于世界各地，并且是许多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我们的运营要遵守许多国

家、省、州、市和机构的法律。如果未能遵守任何适用的法律，可能导致严重的民事甚至刑事责

任，并且对我们的资产和声誉造成损害。 

有时，不同国家的法律之间或者适用法律与本行为准则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当您遇到冲突情况

时，咨询 Varex 的法务部门尤为重要，以了解如何正确解决冲突并避免给公司和员工带来潜在风

险。 

您的业务单位或部门可以发布自己的政策、程序和指导原则。除了本行为准则中的规定外，您还

必须遵守这些政策、程序和指导原则。如果在业务政策、程序和指导原则、本行为准则以及任何

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冲突，您应以最严格的标准为准。如果您发现此类冲突，请提请 Varex 的法务

部门注意。 

产品安全和质量 

安全在 Varex 提供的所有產品和服務中是最重要的層面。Varex 有責任根據產品設計、製造及供

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要求，生產並銷售符合要求的產品，進而在其服務的市場斬頭露角。為此，

我們定期提供品質與法規要求的相關訓練，並希望員工遵循投訴與安全事件的政策與程序。如有

任何疑問，請聯絡 Varex 法規與品質保證部門。 

与医疗保健专业服务提供方的关系 

医疗保健专业服务提供方是指向患者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影响、购买、租赁、推荐、使用、

安排购买或租赁，或指定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实体。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包括诸如医生、护士

和医院工作人员。 

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发展真诚的建设性关系，对于理解医疗保健行业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这些

关系受到法规的严格监管（因国家或地区而异），Varex 的所有员工和代理人都应该知道并遵守

这一点。 

Varex 及其員工必須全心全力，確保他們與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接觸或互動時，遵守適用的法律。

與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互動時，應專注在請他們透過經核准的公平市場價位提供善意服務、告知他

http://www.lighthouse-services.com/va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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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Varex 產品的相關資訊、提供科學與教育資訊，並支援醫學研究與教育。所有與醫療專業人員

的互動皆必須遵循 Varex 程序，並針對提供給醫療專業人員的任何付款或其他考量進行分析，以

便取得潛在的透明度報告。在特定國家/地區與美國各州中，Varex 必須回報向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支付的所有付款與價值轉移物品（例如禮品、餐點），且可能禁止提供此類物品，即使價值不

高。如果您預期或打算與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互動，請在任何此類互動發生前透過 

legal@vareximaging.com 與法務部聯絡，以便取得更多詳細的指南。 

如需更多資訊，請檢閱我們有關與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合作時的企業政策。 

商务馈赠 

提供或接受商务馈赠（例如，礼品、小费、捐赠、餐饮和其他娱乐形式）可能被允许或不被允

许，具体取决于馈赠的提供方或接受方的身份、馈赠发生的地点，以及馈赠的原因。向政府官员

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的商务馈赠尤其敏感，因为它们可能违反反贿赂或反腐败法律或行业标

准惯例。所有商务馈赠的提供和接受都必须遵守适用的法律，并且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涉嫌不诚实

或不恰当的表现。如果商务馈赠可以被理解为企图影响官员或其他商务专业人员，以谋取您的个

人利益或者为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谋取利益，则您不得提供或接受此类商务馈赠。如需更多資

訊，請檢閱我們的倫理遵循政策，並聯絡 Varex 的法務部門，以便確定是否允許提供或接受特定

的商務饋贈。 

贿赂和其他腐败款项 

贿赂是指提供、赠予或收受有价物品，以不当影响收受人的意见或行为。在商业领域中，贿赂可

以被用来不当影响判断或行为，影响决策、获得（或留住）客户，或者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世界

各地的法律均禁止贿赂和其他腐败款项。Varex 始终致力于贯彻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的原则和实

践。 

贿赂可能采取现金、礼品、娱乐招待、捐款、特定折扣或回扣，或者其他任何有价物品等形式。

无论是直接行为还是通过中间人的间接行为，贿赂均为非法行为。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小额贿赂

有时被称为“疏通费”或“通融费”，这属于当地文化的一部分。Varex 的员工以及代表其开展工作

的所有当事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给予或提供任何此类付款，或进行任何可能被视为给予或

提供贿赂的行为。如需更多資訊，請檢閱我們的企業倫理遵循政策。 

公平交易以及遵守竞争法律 

公平交易意味着不得通过操纵、隐瞒、歪曲重要事实、滥用机密或保密信息，或类似的做法，取

得不公平的优势。Varex 仅基于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优点，开展公平而有力的竞争。我们的行为和

关系，包括与我们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员工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必须基于公平交易，以及

在质量、价格、服务方面的公平竞争，并且要遵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无论我们在何处开展业务，我们的业务活动都必须遵守竞争法（也称为“反托拉斯法”）。这些法

律旨在确保公平和诚信竞争。通常，这些法律禁止竞争者之间的串通、垄断市场的不正当企图，

以及固定或操控价格，或者其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这些法律适用于我们业务的许多方面，包括

销售、营销、采购、外包以及兼并和收购，并且内容非常广泛和复杂。应当注意了解它们如何影

响您的日常活动，因此请在需要时寻求指导。 

贸易合规 

Varex 全球业务的增长和成功，取决于我们顺利开展跨国贸易业务的持续能力。出于各种各样的

原因（包括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因素），许多国家和地区会监管国际贸易业务，例如进

http://www.lighthouse-services.com/varex


Varex 行为准则 - 2021 年 8 月 

 

举报热线：www.lighthouse-services.com/varex  第 5 页，第 9 页 

口、出口和国际金融交易。Varex 致力于在其开展业务的国家或地区遵守适用的进出口法律和法

规。当开展跨国业务时，请了解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以及 Varex 的全球贸易合规政策和程

序。 

全球制裁计划限制或禁止 Varex 在某些国家/地区或与某些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开展业务，并

且如果 Varex 产品的某些类型的最终用途支持核扩散、导弹技术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则其会受

到限制。由于这些法律非常复杂，并且频繁调整，所以员工要经常联系贸易合规部门，，获取与

受制裁国家或受限制方或受限最终用途相关的拟议中商业活动的指导。 

与第三方合作 

在许多情况下，Varex 会聘请代表 Varex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公司。这些第三方的行为和活

动可能会归咎于 Varex。Varex 会对这些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并在使用这些第三方之前要求其

接受适当的培训。 

预防洗钱 

洗钱是隐瞒资金来源，以避免泄露其来源、用途或纳税状况的行为。 

Varex 致力于遵守世界各地的反洗钱和反恐法律。我们将只与使用来源合法的资金开展正当经营

活动的信誉良好的客户开展业务。员工应避免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掩盖非法行为或所涉收益或资

产存在瑕疵的交易些。如果未能发现那些可将 Varex 置于风险之中的客户关系和交易，将有可能

会严重损害我们的诚信和声誉。 

同事 

工作场所和相互尊重 

人权 

骚扰和恐吓 

公平就业 

健康和安全 

员工和客户数据隐私 

工作场所和相互尊重 

在 Varex，我们将员工视为我们最坚实的力量。当员工作为团队成员受到重视和对待时，他们就

会积极地以建设性和有效的方式为工作大局做出贡献，实现所有人互惠互利。我们每个人都致力

于创造和维持这种局面。在 Varex 的工作场所中，不应存在骚扰、歧视、恐吓、欺凌和报复。严

禁针对受保护群体类别的歧视行为。 

Varex 很自豪能夠成為一家全球性公司，且員工、業務合作夥伴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呈現多元化的

結構。我們鼓勵對員工與業務合作夥伴的獨特背景、經驗、思想及才能表現出理解與尊重。理

解、尊重及重視包容性、多元性及公平性是我們 EPIC 核心價值觀的要點。我們期望其他人受到

尊重，以及包容不同價值觀、信仰及文化。我們重視可能持有不同觀點之其他人的意見，並鼓勵

建立信任與開放的環境。 

人权 

此外，我們致力於樹立良好的公民形象，其中包括保護並促進國際公認的人權。如需與我們人權

政策與實務相關的其他資訊，請參閱我們的「人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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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和恐吓 

Varex 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騷擾、霸凌或恐嚇行為，無論是口頭、非言語或行為上。Varex 員工

必須隨時遵守 Varex 政策與適用法律、運用常識，並且對其他人表現出尊重。重要的是要记住，

无论我们是否蓄意为之，性骚扰或其他骚扰是由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以及他人如何看待这一行为而

决定的。如果你觉得有人对你进行骚扰、恐吓或者干扰你开展自己工作的能力，你有权要求其停

止这些行为，并且以明确而专业的方式告诉他/她，该行为是不受欢迎的。您也可以将这些行为或

问题向你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务部门代表或指定的合规部门高级职员进行报告，或者也可以

在你所在国通过热线方式进行咨询。当你出于善意举报骚扰、恐吓或胁迫事件时，我们会严禁报

复行为。 

公平就业 

Varex 坚定地致力于为现有员工和潜在员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公司基于任职资格和特长做出

聘用决定，其中包括个人技能、绩效和领导能力，并且我们在我们员工工作的世界各地尊重和遵

守地方和国家法律。Varex 尽可能为残障人士进行合理的便利。 

健康和安全 

Varex 致力于遵守健康和安全法律，并尽可能防止出现工伤事故。您有责任创建和维护一个健康

而安全的工作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伤，并保护 Varex 员工、业务合作伙伴和访客的健康和安

全。为了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Varex 不允许在工作场所使用药物或酒精。您必须遵守禁止使用

非法物质的法律、法规和公司要求。 

员工和客户数据隐私 

Varex 致力于执行针对我们员工和客户的数据的最高保护标准。维护员工隐私以及员工记录和个

人信息的机密性至关重要。仅限拥有授权的个人出于有效的、合法的、与业务相关的原因访问员

工记录，并且从员工记录中获得的任何信息，只能根据该授权进行使用。有权访问或处理 Varex 

同事的个人信息的员工，有责任妥善处理这些信息，并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以保护其机密

性。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员工有权访问他们自己的记录。 

Varex 在根据 Varex 的隐私政策处理员工和客户数据时，会遵守适用的法律。 

社区和环境 

政治捐款 

環境永續性 

代表本公司沟通 

社交媒体 

政治捐款 

对于全球各地的企业政治活动、游说和捐助，Varex 必须遵守与之对应的严格的法律规定。出于

这个原因，我们已授权数量有限的个人参加与政治官员讨论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工作。因此，当您

亲自参与政治活动时，您只能使用自己的资金、时间和资源。只有少数经授权的员工可以代表 

Varex 就政治目的联系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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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性 

我們努力將永續性融入所有營運之中，並期望員工透過與我們價值觀一致且對環境負責的方式管

理營運。如需與我們環境永續性政策與實務相關的其他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環境政策」。 

代表本公司沟通 

作為總部位於美國的上市公司，Varex 必須向媒體、金融分析師、投資人及公眾提供具體且準確

的資訊。這有助於讓我們在與業務合作夥伴及其他投資人的關係中保持誠信，進而增強我們的企

業聲譽。 

只有 Varex 官方指定的人员才可以代表其进行沟通，或者参加媒体采访、活动或论坛。如果有投

资者或媒体人员联系您，请酌情将其转介至投资者关系部门或我们的市场营销团队。如果在任何

沟通中遇到疑问，请联系投资者关系部门或法务部门。 

社交媒体 

Varex 认识到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工具与业务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不

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手段，其将为我们和您自己带来保密和声誉方面的问题。我们鼓励您以负责任

的态度使用社交媒体。 

当出于商业目的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时，请专注于为我们的投资者和客户创造价值。只发布准确

的公开信息，绝不发布机密信息，并避免做出关于我们产品的声明，除非得到管理层的批准。请

不要声称代表公司发布声明。 

如果您要發佈至個人的社交媒體帳戶， 請記住，即使在工作時間之外發生，您的線上通訊也會對

工作場所產生直接影響 。請記住，您的線上通訊可能會被永久引用，並且會影響您與公司的聲

譽。 

公司资产和信息 

利益冲突 

保密信息 

内幕交易和股票泄密 

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泄露 

公司资产的保护和正确使用；企业商机 

记录保存和公开报告 

公司网络和通信系统的使用 

利益冲突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在工作时为 Varex 的最佳利益着想。当忠诚度或活动在或可能在 Varex 利

益和个人利益（或其他人员或实体的利益）之间进行区分时，则存在利益冲突。当您处在一个可

利用自己职位和职责谋取个人利益的岗位上时，也存在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例子包括使用公司

资产谋取私利；在 Varex 为一方当事方的合同中拥有经济利益；在 Varex 的客户、供应商或竞

争对手那里拥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商业利益；或使您难以履行自己在 Varex 的职责的其他行为。即

使是疑似的利益冲突也应避免。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并且避免出现与 Varex 

利益形成实际或潜在冲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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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请及时与您的经理或您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务部门代表或

指定的合规部门高级职员讨论相关情况。 

保密信息 

有关 Varex 的机密信息，包括商业秘密和业务、财务、技术、专利、人事信息，无论是书面、口

头还是电子形式，都属于 Varex 的重要财产。有意或无意泄露机密信息可能会严重损害 Varex 

的财务业绩和竞争地位，而且会危及我们在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专有信息方面的权利。机密信

息应始终被标记为 Varex Imaging Corporation 的机密和专有信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防止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信息披露或使用 Varex 的机密信息，并且 Varex 的机密信息不得用于

为您自己谋利或为竞争对手或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谋利。请注意，当您在公共场所访问或讨论机密

信息时，其他人可能会趁机了解到这些机密信息。 

此外，您可能有權存取第三方的機密資訊，包括前雇主或 Varex 的業務合作夥伴，例如代理商、

顧問、客戶、供應商、經銷商、銷售代表、獨立承包商及合資公司或策略合作夥伴。此資訊可能

透過機密協議或其他方式取得。您有責任保護此資訊，且不得不當使用或披露內容。 

内幕交易和股票泄密 

出于你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其他个人利益，使用重要的非公开（“内幕”）信息，或与他人共享这些

信息，可能会违反民法和刑法。内幕信息是指进行投资的公众所不知道的公司消息。如果可以合

理地预期内幕信息会改变关于公司的可用信息的总体情况或影响公司股价，则其属于“重要”级

别。常见的例子包括未来收益估计的预测或变化，拟议的合并或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股票的发

行或回购，以及运营的重大扩张或削减。 

如果您知道有关公司的重要内幕信息，则您禁止直接或间接买卖该公司的股票（被称为“内幕交

易”），并且必须避免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他人或建议任何其他人买卖该公司的股票（被称为“股票

泄密”）。这些信息可以是关于 Varex 的或关于其他公司的，其中关于其他公司的信息是当事人

通过其与 Varex 的关系而知道的。对于内幕交易和股票泄密的限制也适用于您的家庭成员和与您

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其他人员，以及这些人士控制的或受其影响的账户。 

知识产权 

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是 Varex 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保护我们的专

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和其他专有信息。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尊重其他人的

合法知识产权。我们应始终尊重属于我们业务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遵守与我们业

务关系相关的任何协议条款。 

公司资产的保护和正确使用；企业商机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保护公司的资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防止丢失、被盗、滥用和不当披露，

并确保有效地利用这些资产。滥用公司资产会对 Varex 的盈利能力会产生直接影响。虽然公司资

产应仅限用于合法的商业目的，但在公司政策允许以及您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可以偶尔将某些资

产用于个人用途。 

我们每个人都禁止将通过使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职位发现的商业机会为己谋利（或转给第三

方），除非本公司已经获得这一机会并进行了回绝。一言以蔽之，我们每个人都禁止利用公司财

产、信息或职位谋取私利，以及与本公司开展竞争。当出现机会可以提升本公司的合法利益时，

我们对本公司负有义务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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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保存和公开报告 

Varex 基于分布于公司各个层级的信息进行业务决策。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

法律和财务后果。 

许多政府机构，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以及欧盟委员会，根据法律要

求 Varex 及时、完整、准确地提交文件，以及向有关当局提交易于理解的报告和纳税申报单，并

妥善保管准确反映 Varex 活动的合理详细资料、账簿和记录。有时，我们可能会被要求提供信

息，帮助 Varex 达到这些报告和文件提交的要求。公司希望我们所有人严肃履行这一责任，及

时、全面、准确、公平和诚实地记录和报告信息。任何员工不得在公司的账簿或记录中录入或安

排录入故意误导、歪曲、遗漏或掩饰任何交易或结果真实性的信息。此外，对 Varex 的交易、评

估和预测应做必要的记录和报告，以确保其可追溯，并允许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财务报

表。 

公司网络和通信系统的使用 

Varex 提供通讯工具的使用，例如电子邮件、计算机、数据文件、电话、语音信箱、影印、商

标、标志用于与工作相关的目的，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和沟通效率和效果。我们要求员工以专业、

道德和合法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工具，并且运用公司政策中概述的良好判断力和自我把握能力。 

您不得在上班时间于公司的场所内或使用公司的通讯工具开展任何明显的个人业务。在某些国家

或地区，数据和通信可能被视为 Varex 的财产，如果法律要求或出于业务需要，Varex 可能会访

问这些数据。在美国以外的地区，Varex 可能制定有更多的限制政策，甚至禁止将公司系统用于

个人用途。这些场所将根据当地法律制定自己关于电子邮件和其他电子通讯监督和监控的规定，

员工应当确保查阅当地适用的政策。 

修订、修改和豁免 

在遵守 1934 年证券交易法及其修订版的披露原则、其他条文和其中的规定（以下简称“1934 年

法案”），以及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适用规定（以下简称“纳斯达克规定”）的前提下，本行为准

则可以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的一个委员会不时进行修订或修改。对本行为准则关于本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的规定的任何修订、修改或豁免，只能由董事会或董事会的一个委员会做

出，并且必须按照“1934 年法案”的要求和纳斯达克的规定及时向股东进行披露。 

 

http://www.lighthouse-services.com/var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