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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商事集團的經營理念和行動指針

追求的企業形象

我們力爭成為可以隨時領先掌握時代變化，創造新的價值，

為社會做出廣泛貢獻的全球化企業集團。

經營理念

行動指針

[ 企業使命 ] 透過健全的事業活動，實現富裕和理想。

[ 經營姿態 ] 以尊重以人為本為原則，以誠實守信為宗旨。

[ 企業文化 ] 營造充滿活力和創新的企業氛圍。

●根據住友的事業精神，遵循經營理念，誠實行動。

●遵紀守法，保持高尚情操。

●注重透明度，積極公開資訊。

●高度重視地球環保

●作為良好的企業市民貢獻於社會。

●透過充分溝通交流，發揮團隊精神和綜合力。

●提出明確目標，並以滿腔熱情付諸於行動。

第I部 社長致詞
●夢想和志向－為此需要什麼　

●維護傳承　 

●住友商事集團的法令遵循事宜　

第II部 關於住友商事集團法令遵循政策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適用於什麼人？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之定位是什麼？

●對本集團公司員工的要求是什麼？

●對本集團各公司管理的要求是什麼？

●如何報告法令遵循性問題？

第III部 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①公平競爭行為

②遵守包括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等貿易相關法令等

③遵守各種商業法律　

④帳簿及記錄／稅務　

⑤防止授受賄賂

⑥智慧財產權

⑦資訊管理

⑧環境保護

⑨防止內線交易

⑩尊重人權及防止歧視和騷擾

⑪防止利益衝突行為

第IV部 SC Global Speak-Up制度
●何謂SC Global Speak-Up制度？

●什麼人可以利用SC Global Speak-Up？

●什麼是可以透過SC Global Speak-Up通報的事態？

●與現有的內部通報制度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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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商事集團各位主管和員工

住友商事株式會社

社長兼執行董事　兵頭　誠之 

　　我們每一個人各自依據「遵守法律和規則，保

持高潔倫理」的行動準則，致力於工作業務，那也

是遵守長久以來傳承的「信譽」，更不外乎是本集團

法令遵循精神之原點。

　　我們不做對其法令遵循性存有疑慮的行為（以

法令遵循為優先），萬一發生法令遵循性問題時，立

即向上司或相關部門報告（即時報告）為本措施依

據基礎。

　　關於「以法令遵循為優先」，希望大家必須了

解一件事。在商業活動中，公司利益與法令遵循性

之間有時可能發生衝突。此時，絕不允許為了增加

公司利潤而扭曲法令遵循性。本集團業務遍及世界

各國和各種行業，無論前往何處，都是以本集團的

信譽為基礎開展商業活動，我們必須符合社會大眾

的信任，正正當當地從事業務。「以法令遵循為優

先」正是本集團的經營理念，更是隸屬本集團的每

一個人的行為標準。

  　「即時報告」並非報告完法令遵循問題就結束，

其目的是經由即時向管理層報告事態，得以聚集相

關部門的力量，迅速採取最佳因應和措施。重要的

是當法令遵循問題產生疑慮就要立刻報告。

　　法令遵循是以符合社會大眾信賴的商業活動為

大前提，為此需要提高對社會變化的敏感度，並保

持高道德標準。其間若是感到困擾或壓力，切勿猶

豫並與上司商量，上級也要多加注意下屬，秉持溝

通和團隊合作因應處理。

　　住友商事集團的法令遵循精神不間斷地傳承至

今，也是必須傳承到未來的精神。另外，法令遵循

並非是被他人「強制做」的事情。我們每一個人各

自以謙虛態度自律，遵守規則和禮儀，真心面對貿

易夥伴、同事、工作和社會，每一天確切實踐之

事。

　　本「住友商事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是身為本集

團員工在每日的商業活動中，應該如何行動的具體

準則。請大家在工作時，每一個人都要體現本集團

的經營理念，為了實現夢想，隨時謹記並從事自身

業務。

2019年 3月

住友商事集團的法令遵循　　當我在就任社長時，我曾經談到將與佈署全球，超過60,000名的集團企業所有主管和員工們合力挑戰「夢

想及志向」一事。

■ 同心協力，促進人們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更豐富。

■ 期待透過我們的事業，讓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而不斷變遷的社會，更加地充滿魅力。

　　為了完成此夢想和志向，我們期許自我是可以愚直堅持地努力不懈。

為此需要什麼

　　在此人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變革時代，為了實

現挑戰創造新價值並完成自我改革的永續成長，我

們應該奉守的是以住友事業精神為依據的經營理

念。

　　本集團迄今雖然已在時代變遷中實現成長，但

是今後的變化，其速度和內容將凌駕於迄今的經

驗。在這劇變的世界和價值觀之中，我們將奉守基

於經營理念的價值判斷，透過健全的商業活動，與

社會齊步邁向穩定且持續的成長。

維護傳承

　　在住友長達400多年的歷史中，先賢們為體現

我們的經營理念而堅持不懈的努力，作為本集團的

「信譽」之無可替代的財產，並傳承給我們。在這

變革的時代，連貿易夥伴、業務夥伴也往往致力於

無法預測前景的事業。此時可以依靠的便是信譽。

若是失去了信譽，我們也就會失去顧客。可以說沒

有「信譽」就沒有本集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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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住友商事集團法令遵循政策

對本集團各公司的管理的要求是什麼？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揭示本集團整體必須共有的法令

遵循想法，為了本集團遍布全球的每一位主管及員工，無

論身在何處，對於必須遵守的法律和規則、社會規範，當

下應該如何行動的導引而制定。

　　因此，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適用於隸屬住友商事集團

所有企業的主管及員工（含約聘員工、兼職員工、臨時員

工，外調其他公司的員工，但不在此限。），我們每一個人

需要理解本政策內容，並活用於日常業務中。

　　此處所指「住友商事集團（或本公司集團）」是指住

友商事及其連結子公司。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適用於什麼人？

●理解有關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當所屬公司已經制定政

策或規則時，則指該項政策）的內容，執行日常業務。

如果在業務上對法令遵循有任何困惑，則首先回歸於本

集團法令遵循政策。

●遵守自身公司所適用的所有法律、規則及命令，保持高

道德標準。

●不要忽視法令遵循上的小問題，即時報告（關於「即時

報告」請參照下述內容）。而且發生任何問題時，必須

誠實協助公司實施的調查事宜。

對本集團公司員工的要求是什麼？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與集團各公司的政策及
規則之間的關係：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是從法令遵循觀點，說明本集團

各公司的主管及員工共通都必須遵守的項目。因此，並非

網羅了本集團的所有政策或規則等其他規範。關於本集團

各公司的法令遵循相關政策和規則，是以本集團政策為基

礎，並因應所在國家的法律或業種等，制定更詳細事項。

　　這些本集團各公司的法令遵循相關政策和規則，與本

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有連貫性，且必須不違反本集團法令遵

循政策。針對已經制定個別政策的本集團公司，則繼續遵

守各公司的相關政策。

與適用於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的各國法律之間的
關係：
　　本公司集團開展商業遍及全球，本公司集團的主管和

員工必須遵守諸多國家地區的不同法律及其他規則。如果

當地法律及規則比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要求標準更嚴謹

時，則遵守當地法律及規則。反過來，如果當地法律及規

則的要求標準，比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更寬鬆時，則以本

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為標準。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之定位？

●持續傳達法令遵循為首要優先的明確訊息。

●當商業利益與法令遵循間發生衝突的情況時，不是放手

交給現場人員，管理階層本身就要明確表示法令遵循為

首要事項。

●促使屬下理解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當所屬公司已經制

定政策或規則時，則指該項政策）的內容，徹底執行法

令遵循性。並且實施其必要教育。

●妥善處理即時報告的法令遵循問題。即使是小問題，也

不要忽視相關對應。

●建立和維護溝通良好且健全的職場環境。

　　此外，若是因為某些理

由，難以透過組織圖來報告法

令遵循性問題或其疑慮時，建

議利用公司內部通報制度，或

是SC Global Speak-Up制度

報 告 相 關 事 態 。 關 於 S C 

Global Speak-Up概要，則記

載於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的最

後章節。請參照該章節內容。

　　住友商事集團的主管和員工必須實踐「即時報告」。

萬一得知法令遵循性問題或有其疑慮時，立即根據下述組

織圖所示，向主管或相關公司部門報告。

　　無需等待斷定事態詳情才報告。透過即刻報告和處理

問題，可以在問題事態進一步擴大及嚴重以前適當解決，

也是連帶地保護了本集團各公司及主管和員工。

　　主管在接到即時報告後，立刻向上司、管理階層或相

關公司部門報告和商量，取得妥善解決問題的指示和建

議。

如何報告法令遵循性問題？

住友商事集團公司的即時報告流程

住友商事

住友商事集團公司

法務部和相關公司部門

法務部門等相關公司部門

首席法令遵循官及社長

主導組織或合作組織

管　理

上　司

員　工

※「主導組織」是指為提升該集團公司的企業價值相關活動而扮演帶領角色的住友商事或住友商事地區據點的組織。「合作組織」則

是支援主導組織的住友商事或住友商事地區據點的組織。

※「相關公司部門」是指如果法令遵循問題屬於人事關係，則是負責人事的部門。

　　隸屬住友商事集團所有企業的員工，必須致力於以下各事項。

　　除上述外，期待各集團公司的管理致力於解決以下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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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住友商事集團法令遵循政策

對本集團各公司的管理的要求是什麼？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揭示本集團整體必須共有的法令

遵循想法，為了本集團遍布全球的每一位主管及員工，無

論身在何處，對於必須遵守的法律和規則、社會規範，當

下應該如何行動的導引而制定。

　　因此，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適用於隸屬住友商事集團

所有企業的主管及員工（含約聘員工、兼職員工、臨時員

工，外調其他公司的員工，但不在此限。），我們每一個人

需要理解本政策內容，並活用於日常業務中。

　　此處所指「住友商事集團（或本公司集團）」是指住

友商事及其連結子公司。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適用於什麼人？

●理解有關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當所屬公司已經制定政

策或規則時，則指該項政策）的內容，執行日常業務。

如果在業務上對法令遵循有任何困惑，則首先回歸於本

集團法令遵循政策。

●遵守自身公司所適用的所有法律、規則及命令，保持高

道德標準。

●不要忽視法令遵循上的小問題，即時報告（關於「即時

報告」請參照下述內容）。而且發生任何問題時，必須

誠實協助公司實施的調查事宜。

對本集團公司員工的要求是什麼？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與集團各公司的政策及
規則之間的關係：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是從法令遵循觀點，說明本集團

各公司的主管及員工共通都必須遵守的項目。因此，並非

網羅了本集團的所有政策或規則等其他規範。關於本集團

各公司的法令遵循相關政策和規則，是以本集團政策為基

礎，並因應所在國家的法律或業種等，制定更詳細事項。

　　這些本集團各公司的法令遵循相關政策和規則，與本

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有連貫性，且必須不違反本集團法令遵

循政策。針對已經制定個別政策的本集團公司，則繼續遵

守各公司的相關政策。

與適用於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的各國法律之間的
關係：
　　本公司集團開展商業遍及全球，本公司集團的主管和

員工必須遵守諸多國家地區的不同法律及其他規則。如果

當地法律及規則比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要求標準更嚴謹

時，則遵守當地法律及規則。反過來，如果當地法律及規

則的要求標準，比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更寬鬆時，則以本

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為標準。

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之定位？

●持續傳達法令遵循為首要優先的明確訊息。

●當商業利益與法令遵循間發生衝突的情況時，不是放手

交給現場人員，管理階層本身就要明確表示法令遵循為

首要事項。

●促使屬下理解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當所屬公司已經制

定政策或規則時，則指該項政策）的內容，徹底執行法

令遵循性。並且實施其必要教育。

●妥善處理即時報告的法令遵循問題。即使是小問題，也

不要忽視相關對應。

●建立和維護溝通良好且健全的職場環境。

　　此外，若是因為某些理

由，難以透過組織圖來報告法

令遵循性問題或其疑慮時，建

議利用公司內部通報制度，或

是SC Global Speak-Up制度

報 告 相 關 事 態 。 關 於 S C 

Global Speak-Up概要，則記

載於本集團法令遵循政策的最

後章節。請參照該章節內容。

　　住友商事集團的主管和員工必須實踐「即時報告」。

萬一得知法令遵循性問題或有其疑慮時，立即根據下述組

織圖所示，向主管或相關公司部門報告。

　　無需等待斷定事態詳情才報告。透過即刻報告和處理

問題，可以在問題事態進一步擴大及嚴重以前適當解決，

也是連帶地保護了本集團各公司及主管和員工。

　　主管在接到即時報告後，立刻向上司、管理階層或相

關公司部門報告和商量，取得妥善解決問題的指示和建

議。

如何報告法令遵循性問題？

住友商事集團公司的即時報告流程

住友商事

住友商事集團公司

法務部和相關公司部門

法務部門等相關公司部門

首席法令遵循官及社長

主導組織或合作組織

管　理

上　司

員　工

※「主導組織」是指為提升該集團公司的企業價值相關活動而扮演帶領角色的住友商事或住友商事地區據點的組織。「合作組織」則

是支援主導組織的住友商事或住友商事地區據點的組織。

※「相關公司部門」是指如果法令遵循問題屬於人事關係，則是負責人事的部門。

　　隸屬住友商事集團所有企業的員工，必須致力於以下各事項。

　　除上述外，期待各集團公司的管理致力於解決以下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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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法令遵循準則是從法令遵循性觀點，由

本集團各公司的主管和員工共通必須遵守的11

項準則（「集團法令遵循準則」）所組成。

在11項集團法令遵循方針之外，為了加深更多

理解，如下記載了各項準則的說明。

請詳讀11項集團法令遵循準則及各項說明，以

理解相關內容。

公平競爭行為

【準則】
　　我們在執行業務時，在公平競爭的同時，也遵守國內

外的反壟斷法律。

【說明】
●禁止獨佔、壟斷和綁標

　　我們不會做出私人壟斷和寡頭壟斷，聯合壟斷或綁標

等（私下協商）不當排除或控制其他業者的商業活動。不

與競爭企業協調價格、數量以及顧客、銷售地區的分配等

協商，並且不會進行令人質疑類似相關磋商的溝通形式。

而且必須明確拒絕疑似溝通形式。此類磋商不只是公家機

關的招標，民間公司的競標，也不得在平日的交易往來中

有此行為。

●遵守各國的適用法律

　　此外，如果試圖與外國競爭公司之間進行此類磋商，

極有可能演變成國際聯合壟斷問題。例如，當情況對美國

或歐盟地區內的經濟秩序有所影響時，即使是在美國或歐

盟地區之外的商業，也有可能適用美國反壟斷法和歐盟競

爭法。

【準則】
　　我們不僅要遵守包含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等貿易相關法

律及通關手續，也遵守各種條約及各國的諸項法律。

【說明】
　　我們在進行貨物或技術的貿易交易時，不僅要依據內

部規章遵守包含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等貿易相關法律及通關

手續，也要遵守各種條約和各國的諸項法律。我們要隨時

掌握交易貨物或技術，並在交易前確認銷售對方、目的

地、最終買方和最終用途。此外，必須取得管轄當局必要

的認証核可，不得有任何遺漏。我們不得參與一切威脅或

有可能威脅國際和平或安全保障的任何交易。

遵守各種商業法律

【準則】
　　我們除了確認本身負責的商務適用的個別法律（商業

法律），也會充分理解並遵守。

【說明】
　　作為掌握自身負責商務內容的一環，我們要理解所有

相關商業法律，並且鉅細靡遺地掌握其條文修訂或制定新

法之後續，更要注意不得違反商業法律。務必認知其相關

環境保護、化學物品或危險物品處理、運輸關連等，每個

領域都有眾多必須遵守的商業法律，請視需要諮詢相關部

門。此外，疑似規避商業法律等行為，務必嚴格迴避。

遵守包括安全保障貿易
管理等貿易相關法律

1 2 3

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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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法令遵循準則是從法令遵循性觀點，由

本集團各公司的主管和員工共通必須遵守的11

項準則（「集團法令遵循準則」）所組成。

在11項集團法令遵循方針之外，為了加深更多

理解，如下記載了各項準則的說明。

請詳讀11項集團法令遵循準則及各項說明，以

理解相關內容。

公平競爭行為

【準則】
　　我們在執行業務時，在公平競爭的同時，也遵守國內

外的反壟斷法律。

【說明】
●禁止獨佔、壟斷和綁標

　　我們不會做出私人壟斷和寡頭壟斷，聯合壟斷或綁標

等（私下協商）不當排除或控制其他業者的商業活動。不

與競爭企業協調價格、數量以及顧客、銷售地區的分配等

協商，並且不會進行令人質疑類似相關磋商的溝通形式。

而且必須明確拒絕疑似溝通形式。此類磋商不只是公家機

關的招標，民間公司的競標，也不得在平日的交易往來中

有此行為。

●遵守各國的適用法律

　　此外，如果試圖與外國競爭公司之間進行此類磋商，

極有可能演變成國際聯合壟斷問題。例如，當情況對美國

或歐盟地區內的經濟秩序有所影響時，即使是在美國或歐

盟地區之外的商業，也有可能適用美國反壟斷法和歐盟競

爭法。

【準則】
　　我們不僅要遵守包含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等貿易相關法

律及通關手續，也遵守各種條約及各國的諸項法律。

【說明】
　　我們在進行貨物或技術的貿易交易時，不僅要依據內

部規章遵守包含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等貿易相關法律及通關

手續，也要遵守各種條約和各國的諸項法律。我們要隨時

掌握交易貨物或技術，並在交易前確認銷售對方、目的

地、最終買方和最終用途。此外，必須取得管轄當局必要

的認証核可，不得有任何遺漏。我們不得參與一切威脅或

有可能威脅國際和平或安全保障的任何交易。

遵守各種商業法律

【準則】
　　我們除了確認本身負責的商務適用的個別法律（商業

法律），也會充分理解並遵守。

【說明】
　　作為掌握自身負責商務內容的一環，我們要理解所有

相關商業法律，並且鉅細靡遺地掌握其條文修訂或制定新

法之後續，更要注意不得違反商業法律。務必認知其相關

環境保護、化學物品或危險物品處理、運輸關連等，每個

領域都有眾多必須遵守的商業法律，請視需要諮詢相關部

門。此外，疑似規避商業法律等行為，務必嚴格迴避。

遵守包括安全保障貿易
管理等貿易相關法律

1 2 3

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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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資訊管理

【準則】
　　為了防止洩漏住友商事集團或其貿易夥伴的機密資

訊，我們會予以妥善管理。

【說明】
●住友商事集團的資訊管理

　　關於住友商事集團的資產，含商業秘密、專門知識及

個人資料等機密資訊，為了防止洩漏、毀損或不當使用，

我們會予以妥善管理。

●貿易夥伴的資訊管理、禁止非法取得資訊

　　此外，關於客戶、供貨商及其他由貿易夥伴提供機密

資訊，也會依據法律、與貿易夥伴間之約定及內部規章，

妥善處理。此外，也不會透過非法手段取得競爭企業等其

他業者的機密資訊。

●妥善處理事件和意外

　　萬一發生洩漏等意外時，為了盡量減少其影響程度，

必將迅速且妥善處理狀況。

智慧財產權

【準則】
　　我們除了維護住友商事集團的智慧財產權，也不侵犯

他人的智慧財產權。

【說明】
●保護住友商事集團的智慧產權

　　住友商事集團擁有的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和其他

智慧財產權是住友商事集團的寶貴資產。如果發現住友商

事集團的智慧財產權被侵犯或疑似現象時，請諮詢上司或

相關部門。

●禁止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

　　我們必須注意不得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例如，在

製造或銷售經由新技術製造的產品時，或是銷售使用新商

標的商品或是提供及宣傳該項服務時，請視需要調查實

情，確認不會構成侵犯後再進行後續事宜。

6 7

防止授受賄賂

【準則】
　　我們嚴格努力防止各類型態的腐敗，包括賄賂和提供

非法利益。不僅是不得對所有國家或地區的公務員進行等

同賄賂行為和疑似行為，為了取得業務等目的，不當提供

金錢、禮品、接待等利益或是承諾或提議。萬一，由公務

員等人提出此類要求，我們要拒絕並視情況通知有關當

局。我們在執行商業活動時，必將遵守國內外禁止授受賄

賂等相關法律。

【說明】
　　針對住友商事集團的防止授受賄賂相關原則，住友商

事的內部體制和措施，以及國內外法人及其他連結子公司

之措施，請參閱下述內容：

　住友商事集團防止賄賂準則

帳簿及記錄／稅務

【準則】
　　我們對公司的公司帳簿及相關資訊，正確、公正且適

時紀錄，並妥善保管相關資料。此外，我們遵從集團稅務

準則，遵守各國稅法及關連法律，正當報稅及納稅。

【說明】
　　關於公司的公司帳簿及相關資訊，為了完整掌握公司

相關財務狀況，以及保護公司財產，我們會誠實且正確、

公正、適時紀錄。此外，為了保證公司的透明性，該等資

訊將依據法律適當且適時公開。另外，我們不會虛偽或可

能招致誤解地記述該等資訊。

　　此外，我們將依據法律規定期間及方法予以妥善管理

公司資訊。

　　關於住友商事集團的稅務準則請參照下述內容：

　集團稅務準則

4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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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資訊管理

【準則】
　　為了防止洩漏住友商事集團或其貿易夥伴的機密資

訊，我們會予以妥善管理。

【說明】
●住友商事集團的資訊管理

　　關於住友商事集團的資產，含商業秘密、專門知識及

個人資料等機密資訊，為了防止洩漏、毀損或不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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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友商事集團擁有的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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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防止授受賄賂

【準則】
　　我們嚴格努力防止各類型態的腐敗，包括賄賂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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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紀錄，並妥善保管相關資料。此外，我們遵從集團稅務

準則，遵守各國稅法及關連法律，正當報稅及納稅。

【說明】
　　關於公司的公司帳簿及相關資訊，為了完整掌握公司

相關財務狀況，以及保護公司財產，我們會誠實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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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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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防止利益衝突行為

【準則】
　　我們隨時為住友商事集團的利益而行動，不以犧牲住

友商事集團的利益，追求自己或第三者的個人利益。

【說明】
●利益衝突

　　我們忠誠致力於住友商事集團的業務，有義務隨時為

住友商事集團的利益而行動。我們絕不會做出利用自身在

住友商事集團的權限或地位，圖謀自己或第三者的個人利

益的行為。

●業務外活動

　　我們迴避參與身為住友商事集團的主管和員工，有可

能妨礙履行自身職責的業務外活動。如果有參與涉及利益

衝突的商業活動，或是有其可能性時，則迅速向上司報告

和諮詢。

●使用公司資產．資訊系統

　　我們對使用公司資產，資訊設備和系統，僅限於執行

業務之目的，絕不用於私人目的。

［　 　   ］

防止內線交易

【準則】
　　我們不會進行違反內線交易規則的行為，或是任何有

可能導致疑慮的行為。

【說明】
　　我們不會利用某家公司（無論其公司是否隸屬住友商

事集團）重要的未公開訊息（「內線消息」），買賣或令他

人買賣上市股票等。

　　內線消息是指一般理性投資人在投資決策時，視為重

要訊息或對股價有重大影響的訊息，例如，包括大規模的

併購及營收計畫的大幅修正等訊息。另外，如果獲知內線

消息時，務必遵從內部規定妥善管理，嚴守該項秘密。

　　此外，因為各國管制內線交易的法律標準不同，務必

理解所適用相關法律並遵守。

環境保護

【準則】
　　我們會遵循環境保護準則，必將充分考量地球環保，

透過健全的商業活動努力邁向「永續發展」。

【說明】
　　我們將遵守住友商事集團的環境保護準則，及其適用

的環境保護關連法律及同意協定書等條款，有關住友商事

集團的環境保護方針，請參閱下述內容：

　環境保護準則

8 9

【準則】
　　我們尊重人權，絕不容許任何歧視或騷擾。

【說明】
●尊重人權

　　住友商事集團在經營理念中主張「以尊重以人為本為

原則，以誠實守信為宗旨」。這也意味著住友商事集團尊

重所有住友商事集團相關的個人人權。

●防止歧視和騷擾

　　我們絕不因為種族、民族、國籍、出生地、膚色、年

齡、性別、性別取向、性別認同、失能與否、宗教、政治

觀點、加入工會與否、有無配偶等，其他與執行業務完全

無關的原因而歧視。此外，更不會做出因言行歧視、騷

擾、誹謗中傷、恐嚇、粗暴行為或其他身為主管和員工的

不肖言行，令他人心生恐懼或不愉快的事情。

尊重人權及防止歧視
和騷擾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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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法令遵循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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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禁止以利用SC Global Speak-Up通報為理由，

對此採取報復行為或其他不利處分。

　　SC Global Speak-Up是住友商事集團全球性內部通

報系統的名稱。萬一在面臨到法令遵循性問題，但因為某

些原因難以透過組織管道報告或諮詢時，你可以利用公司

的內部通報制度或SC Global Speak-Up，向住友商事株

式會社首席法令遵循官報告該項事態。一旦透過SC 

Global Speak-Up通報後，針對被視為有問題的事態，將

立即展開調查。然後對於根據SC Global Speak-Up通報

的因應措施，將徹底實施以下幾點。

　　包含上述內容的SC Global Speak-Up詳情，已在『SC Global Speak-Up Program制度相關指導方針』內制定，請

參閱該項制度。

什麼人可以利用

SC Global Speak-Up？

　　住友商事集團各公司的所有主管和員工（含約聘員

工、兼職員工、臨時員工、外調其他公司的員工，但不在

此限。）皆可利用SC Global Speak-Up，通報法令遵循

性問題。

什麼是可以透過SC Global

Speak-Up通報的事態？

　　建議通報有可能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事態嚴重的

法令遵循性問題。關於可以通報的事態類別詳情，請參閱

『SC Global Speak-Up制度相關指導方針』。

              

與現有的內部通報制度

之間的關係？

　　SC Global Speak-Up是由住友商事株式會社引進可

以在本集團各公司利用的制度。如果本集團各公司已制定

了內部通報制度，SC Global Speak-Up是增訂實施，並

非藉以取代現有制度，或排除現有制度。本集團的主管和

員工可以根據現有的內部通報制度通報，也可以利用SC 

Global Speak-Up通報。

　　透過SC Global Speak-Up擴充可以通報、諮詢管

道，盡快掌握問題，以圖防止舞弊行為擴大及早期糾正。

SC Global Speak-Up制度

　

　　利用SC Global Speak-Up通報法令遵循性問題時，

嚴守保密舉報人資料和報告內容（以及包括因調查而得的

資訊）。

嚴守秘密 禁止報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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