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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導言 

HORNBACH Baumarkt AG、HORNBACH Holding AG & Co. KGaA以及所有 HORNBACH 
公司（統稱“HORNBACH”或“HORN-
BACH集團”）的成功建立在對誠信、責任和合規的明確承諾上。即：HORNBACH 
對違反 
法律和企業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是爲員工1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HORNBACH 
有必要接收對潜在的違規行爲─包括侵犯人權和環境的行爲─的舉報。這是維護塑造積極

、信任企業文化的 HORNBACH 
價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潜在的不當行爲。舉報人鞏

固了對 HORNBACH 的信任、HORNBACH 的公司價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HORNBACH 的承諾還包括了在德國查查查  HORNBACH 
有關係的供應商。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HORNBACH 
與供應商的關係遭到了一些需要各方完美應對的挑戰。HORNBACH 
的盡職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爲。

HORNBACH 致力於避免供應鏈上可能存在的人權和環境風險。  

爲確保存在潜在的不當行爲時，所有相關人員都有機會舉報，HORNBACH 
拓展了已經實施多年的舉報系統，並整合了《歐盟舉報人指令》和德國《舉報人保護法

（HinGSchG）》以及《供應鏈盡職調查查查 LkSG）》的要求。本指南總結了 HORN-
BACH 
舉報系統的常見功能，並就人權和環境風險及違規行爲投訴流程的涉及範圍、權限和實

施，提供簡明易懂的公開資料（“指南”）。 

HORNBACH 
希望用本指南鼓勵舉報人舉報可能的不當行爲，並向保證保護每一位敢於舉報的舉報人

。本指南以流程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2  

HORNBACH 自 2017 
年運行的網上舉報系統提供了一個安全且可匿名的舉報渠道，以舉報可能的不當行爲和

風險。通過舉報系統傳輸的所有資料和數據都是加密的，且由接收者嚴格保密處理。只

有 HORNBACH 授權人員，即 HORNBACH 
集團合規部（也負責處理《供應鏈盡職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責此案的管理人（以下簡稱“授權人員”）可以訪問系統中的資料和數據。 

 
1  我們只使用了一種性別以便查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 查查查 /女/第三性別）一視同仁。 
2           查查查查查查 查查  [https://hornbach.sharepoint.com/sites/Konzern_Compliance/SitePages/HORNBACH-

Hinweisgeb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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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NBACH 
鼓勵舉報人用舉報系統舉報，主要旨在迅速查查查查查查查查爲。舉報人也可以通過外

部渠道向相關部門舉報，即那些不由 HORNBACH 
運營的渠道。主管部門也全面保護來自外部渠道的舉報人。  

除網上舉報系統外，仍可通過 HORNBACH 
的合規熱線、面談、信件或電子郵件渠道舉報。不過我們建議舉報人選擇舉報系統作爲

通信方式，以確保加密傳輸保密的個人資料。  

重在有效跟進查查查查查舉報渠道的每條舉報，且舉報人不必擔心報復。 

B 定義 

● 合規部：指 HORNBACH 
集團的合規職能總部，負責控制和協調集團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應鏈盡職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 案件管理部：開展活動時不受指令約束、中立且獨立的 HORNBACH 
集團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舉報系統提交的舉

報。 

● 舉報人3：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如職工、個體經營者、股東、志願者、實習生、在

承包商、分包商和供應商的監督和指導下的工作人員，以及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其他公司或非政府組織（NGO）。  

● 舉報系統：就本指南而言，包括由外部供應商提供技術支持的網上系統，以及用於

舉報 C 節中描述的潜在不當行爲、違規行爲和不良行爲的所有其他舉報渠道。 

● HORNBACH：Hornbach Baumarkt AG、HORNBACH Holding AG & Co. KGaA 
和所有 HORNBACH 公司，統稱“HORNBACH 集團”。 

● 供應商：HORNBACH 的所有直接和間接供應商。 

● 供應鏈4：涉及 HORNBACH 
所有産品和服務的供應鏈。包括自獲取原材料到交付最終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産品和提供服務所需的所有步驟，以及公司在自身業務領域的所有行動和所有直接

和間接供應商的行爲。HORNBACH 自身業務領域涵蓋了 HORNBACH 
爲實現公司目標而開展的所有活動。這涵蓋了在德國國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以及提供服務的所有活動。如母公司（HORNBACH Holding AG & Co. 

 
3  亦稱“金手指（Whistleblower）”。 
4  亦稱爲“供應鏈（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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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aA）對集團子公司有决定性影響，則在關聯公司中，子公司也屬母公司的自身

業務領域。5 

● 舉報：口頭或書面告知根據《供應鏈盡職調查查查查潜在的）違規行爲的投訴資料

，或 Hornbach 員工或與 Hornbach 相關的其他人員的其他事件的資料。 

● 人權：人權是從人的尊嚴中獲得並證明其合理性的、不可剝奪、不可分割和不可或

缺的權利。不論地域與生活方式，人人都應享有人權。包括如禁止童工、禁止查查
勞動、禁止奴役、禁止無視職業健康和安全（如導致工作事故或工作相關的健康危

害的風險）、禁止無視結社自由以及禁止就業中的不平等待遇。 

● 人權風險：人權風險是指有足够的可能性違反《供應鏈盡職調查法（LkSG）》第 
2 條第 2 
款所列的禁止事項，例如禁止童工、禁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健康和安全的狀況。 

● 間接供應商：其服務或供應是産品的一部分，或是對提供和使用相關 HORNBACH 
服務所需的非直接供應商公司。  

● 報復6：指對舉報人施壓的措施，如解僱、調任其他職位、欺淩、負面推薦信。 

● 指南：HORNBACH 
集團舉報指南(兼依《供應鏈盡職調查查查 LkSG）》規定的投訴程序實施規則）； 

● 環境相關風險：環境相關風險是指有足够的可能性違反《供應鏈盡職調查法（LkS
G）》第 2 條第 3 
款所列的禁止事項，例如，禁止以環境不友好的方式處理、收集、儲存和處置廢物

的狀況。 

● 直接供應商：貨物供應合同中的，或是爲産品生産供應的提供服務的，或是對提供

和使用相關 HORNBACH 
服務所需的合作夥伴，例如木材供應商或建築設備製造商。  

C 適用範圍 

舉報指南和舉報系統對 HORNBACH 
集團及其供應商適用。所有潜在的舉報人都可以利用現有的舉報渠道自由舉報（根據 D 
節第 I 款）。  

 
5  集團結構與 HORNBACH Holding AG & Co. KGaA 股東的詳細資料見：  

https://www.hornbach-holding.de/unternehmen/ 
6  亦稱“報復（Vergeltungsmaßna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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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報由 HORNBACH 在自身業務領域的經濟活動  

- 或由供應商造成或可能造成的 

與 HORNBACH 活動相關的事件以及 HORNBACH 
供應鏈中的人權和環境相關風險以及不履行人權和環境相關義務的行爲。  

包括違反國家和國際法律、法規和準則的行爲。  

舉報人還可舉報涉及 HORNBACH 員工或其他 HORNBACH 
相關人員的事件，如董事會成員、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舉報可包括如以下領域：  

● 違反 HORNBACH 準則，特別是 HORNBACH 行爲準則； 

● 經濟犯罪，如貪查查查查查查查查僞造、金融服務和金融市場相關犯罪、洗黑錢、

資助恐怖主義 

● 無視員工結社權； 

● 公共健康； 

● 公共採購；7 

● 産品和運輸安全； 

● 保護隱私和個人數據以及網絡和資料系統的安全； 

● 奴役和查查查查查  

● 環境保護，如非法處置廢物和水體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 歐盟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8，包括違反歐盟競爭政策以及國家援助規則，例如

違反反壟斷法； 

● 由於年齡、性別、宗教或其他個人特徵而導致的就業不平等待遇； 

● 剋扣工資。 

 
7 

 公共採購”指公共機構（如城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 查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 查查查查
、貨物或服務。《公共採購法》包括公共機構必須遵守的規則和條例。 

8 
 歐盟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 查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 查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查 查查 查查查
自由選擇居住地，自由從事工作、教育或創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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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屬舉報系統的個人或事務範圍查查舉報也會保密處理，並轉交有關部門做進一步處理

。 

D HORNBACH 舉報系統 

I 提交舉報  

HORNBACH 
爲舉報人提供了五種安全且保密的舉報方式。特別是當舉報人認爲無法直接與相關人員

或其上級解决問題時，例如擔心報復。  

舉報人可親自  

• 與 HORNBACH 合規總部面談（見第 1 款），  

• 通過 HORNBACH 合規熱線口頭告知（見第 2 款），  

•  通過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見第 3 款）以書面形式告知，  

• 通過信件（見第 4 款）或  

• 通過電郵（見第 5 款）舉報  

資料和情況描述越詳細，案件管理部就越能有效地處理、評估和調查查查查查查  II 
款）。 

1 面談 

1.1 可在合規部員工辦公時間（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中部歐洲標準時間）或撥打電話 
+49-6348-601122 預約時間在 Hornbachstr.11, 76879 Bornheim 面談舉報。 

1.2
 合規部以書面形式抄錄面談情況。舉報人有機會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整並簽字確認。 

1.3 如舉報者希望匿名，則面談記錄不記錄舉報者姓名以確保匿名性。  

2 HORNBACH 合規熱線 

2.1 舉報人還可直接通過 HORNBACH 
合規熱線用英語或德語舉報。可在中部歐洲標準時間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之間撥打電話 +49-6348-6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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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規部以抄錄通話查查查查查查  HORNBACH 
合規熱線提交的舉報。這種情況下舉報人有機會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整並簽字確認。 

3 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 

3.1 網上舉報系統由位於瑞士蘇黎世的外包軟件專家 EQS Group AG 
運營。舉報者可在任意時間訪問以下鏈接9 

https://hornbach.integrityplatform.org/ 

3.2 可通過 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以可用語言以書面形式提交舉報。  

3.3 網上舉報系統全程協助舉報人舉報。還可上傳用於處理事件的重要文件。 

3.4
 發送舉報之前，每個舉報人都會收到一個個人事件編號，應記下並保密處理。舉報

人要設置個人密碼。利用事件編號和密碼，舉報人可隨時登錄受保護的個人郵箱。  

郵箱用於與舉報人溝通。所有的溝通都是保密且完全基於舉報人是否願意登錄系統並回

答更多問題。 

3.5 多個舉報應分別單獨舉報，以確保分別分配和處理。 

3.6
 提出口頭舉報後。依舉報人要求與案件管理部面談。面談中提出的舉報通過授權的

錄音或面談記錄被記錄。舉報人有機會審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 

3.7 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可匿名舉報，並與舉報人匿名溝通。舉報系統無法追踪到舉報人的身份，

除非舉報人本人在事件描述中泄露個人資料。文件也能匿名上傳。注意，在傳輸文件和

文件名時，舉報人應在傳輸前自行删除個人資料。 

HORNBACH 
鼓勵舉報人提供姓名與聯絡方式。以此確保案例管理部快速處理舉報。HORNBACH 
保證保密處理所有舉報。 

 

 

 
9  點擊超鏈接或將鏈接複製到瀏覽器。  

https://hornbach.integrityplatfor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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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郵寄 

 可以郵寄舉報到以下地址： 

 HORNBACH Holding AG & Co. KGaA 
 部門：合規部 - 個人  
 Hornbachstr.11, 76879 Bornheim 

5 電子郵箱 

5.1 可在任意時間將舉報郵件發送到郵箱 Compliance@Hornbach.com。 

5.2
 集團合規總部兼有人權負責人的職能。向指定電子郵件地址發送的舉報由本文件定

義的相應授權人員管理和處理。  

II 舉報的範圍 

資料和情況描述越詳細，案件管理部就越能有效地處理、評估和調查查查查 HORNBACH 
案件管理部僅能有效跟踪在可能的不當行爲或人權和/或環境相關風險方面有充分資料的

舉報。 

以下問題協助描述狀況： 

● 到底發生什麽事？ 

● 事件如何發生？ 

● 事件是持續發生嗎？ 

● 事件已在或正在何處發生？ 

● 事件涉及哪些人員？ 

● 您作爲舉報人與事件有關嗎？ 

● 您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獲悉事件？ 

● 事件發生的時間？ 

● 還有哪些人知曉該事件？ 

● 這些人能證實您的描述嗎？ 

爲隨時解答任何疑問，我們建議通過舉報系統舉報的舉報人定期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中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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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舉報人不知道事件的所有細節，HORNBACH 
也鼓勵他們儘快告知並提供所有相關的已知事實。HORNBACH 
知曉舉報人的舉報只是速報，而非完全查查查查查查  

III 回覆 

舉報人將在七天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她提供了聯絡方式。如在 HORN-
BACH 
網上舉報系統創建了個人郵箱，則在該郵箱中收到回覆。請注意，如果新資料已經存入

舉報人個人郵箱，則不會發送自動通知。 

IV 舉報的處理 

1 接收舉報 

1.1 一旦通過 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收到舉報，授權人員會自動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通知他們接收舉報。其他 
HORNBACH 員工無法接觸到舉報。舉報人身份在任何時候都被高度保密。 

1.2 如果在通過郵寄或電子郵件提交舉報時，提供了或是有可見的聯絡方式，通過該聯絡方

式能够收到書面回覆（如郵寄或電子郵件），合規部應在七天內依 D 節第 III 
款方式確認接收舉報。 

1.3 如通過合規熱線舉報，會在個人通話中直接確認收到舉報。面談舉報中也是如此。 

2 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2.1
 相應的案件管理部人員會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案件管理部門保密討論此事——面談、電話形式或書面形式。 

2.2 初步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E 節第 I 
款，案件也會移交外部機關（例如警方），以便進一步調查查   

2.3 一旦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爲，將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適當的後續行動。 

根據案件管理部的决定，可提供一個雙方接受的解决流程。 

3 對舉報人的反饋 

收到回覆後三個月查查舉報人將通過提供的任何聯絡方式獲知舉報的最新狀態。這並不

意味著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HORNBACH 
全面和負責任地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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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提交舉報時，在 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中創建了個人郵箱，則可以在郵箱中獲取反饋資料。如果不是這種情況，

或舉報人未提供其他聯絡方式，可能導致舉報人未收到反饋。  

僅在不影響正在進行的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向舉報人反饋。 

E 保密性 

I 舉報的保密性 

舉報人身份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是 HORNBACH 的首要任務。由於 HORNBACH 
希望確保盡可能高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案件管理部和授權人員有義務保持適當的保密水

平。案件管理部和授權人員僅在得到舉報人同意的情況下披露舉報人的身份以及能直接

或間接推斷出舉報人身份的任何其他資料。未經舉報人同意，僅當 HORNBACH 
在國家機關的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IP 
地址和舉報系統的訪問都無法追溯。這也保證了匿名舉報的可能性。 

如果舉報人有合理理由相信發生了屬本指南範圍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舉報人的

舉報。HORNBACH 
僅在案件調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義務，不得向除負責跟進舉報的案件管理部人員以外的任何人披露有關舉報人身份的資

料，以及可以直接或間接推斷舉報人身份的其他資料。 

II 對相關人員的保護 

舉報制度確保了舉報相關人員的保密性。涉嫌違規的人員有機會對所描述的情況發表意

見，尤其是在懷疑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在個別情況下，舉報人可能作爲證人被傳喚到機

關或法庭。這也適用於自其他舉報渠道提交的舉報。  

F 保護舉報人免於報復 

I 防止負面行爲 

如在舉報時有合理理由相信違規行爲的資料是真實的，且在本指南適用範圍查查查舉報

人一直受 HORNBACH 
保護免於報復。無論經檢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HORNBACH 不容忍 HORNBACH 
員工對在舉報時有合理理由相信發生違規行爲的舉報人采取的任何報復、制裁或其他報

復措施。作爲僱主，HOR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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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不會有員工因舉報而受到任何不利影響。HORNBACH 
明確查查查查查查舉報不會對受僱於 HORNBACH 
的舉報人的就業、職業前景、職業或職責産生影響。 

如果舉報人因舉報而受到歧視，或得知與舉報有關的歧視，應立即與人力資源部門聯絡

。該訊息將被保密調查查   

HORNBACH 致力於確保其供應商實施恰當有效的反歧視保護措施。 

對受僱於 HORNBACH 
的舉報人免於報復的保護，還延伸至與舉報人有關聯、因可能的密切關係（如家庭關係

）或類似的密切聯絡而有報復威脅的人員（如同樣受僱於 HORNBACH 
的家庭成員。此外在針對 HORNBACH 的舉報中，舉報人免於破壞舉報人與 HORN-
BACH 之間保密義務的懲罰。  

II 保護證明是無根據的舉報 

舉報人被提醒仔細考慮提交的舉報是否可信且準確。如舉報人在舉報時有合理理由相信

違規行爲的資料是真實的，且在本指南適用範圍查查即使後來證明是沒有根據的，也不

會受到 HORNBACH 懲罰。  

舉報人不得自行調查潜在的違規行爲或被舉報違規行爲的相關情況！如合理的懷疑後來

被證明是錯誤的或被誤導的，則 HORNBACH 
保證提供充分且有效的保護，防止針對舉報人的報復、紀律處分或其他報復行爲不過僅

在 HORNBACH 具有（法律）影響力的範圍查查查查查查舉報人的保護。 

III 不保護故意虛假舉報  

舉報人制度的目的不是爲了收集故意的虛假或惡意指控。如舉報人故意提供不真實或不

準確的資料，HORNBACH 不會提供任何免於報復的保護措施。在這種情況下，HORN-
BACH 保留采取紀律處分和/或刑事訴訟的權利。  

 

G 數據保護 

HORNBACH 重視數據保護。根據適用的數據保護法規使用和處理個人數據。  

網上舉報系統中使用的蘇黎世（瑞士） EQS Group AG 
的軟件可確保無法以技術手段追溯舉報人身份。無論舉報人是否希望保持匿名，舉報查
容始終以加密形式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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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符合德國數據保護標準和《歐盟舉報人指令》的要求10無論是對舉報過程中的舉報

人，還是對案件管理部人員以及授權人員，該軟件確保完全遵守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

例（DSGVO）11》和全球的數據保護法規。網上舉報系統中的所有資料和數據都是加密

的，僅 HORNBACH 授權人員才能訪問。系統由 EQS Group AG 的高安全性服務器運行。  
軟件提供商不使用歐盟以外的任何分包數據處理器。數據不會被傳輸到第三國。有關舉

報系統數據保護的更多資料，可直接在舉報平臺上的關鍵字“數據保護”下找到。 

H 聯絡 

如有更多對本規定和/或我們的舉報系統的問題，請隨時聯絡 compliance@horn-
bach.com。 

 

* * * * * 

  

 
10  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2019年10月23日 2019/1937號指令 
11  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2016年4月27日 2016/679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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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解過程查查  

 


	目錄
	A 導言 3
	B 定義 4
	C 適用範圍 5
	D Hornbach 舉報系統 7
	I 提交舉報 7
	II 舉報的範圍 9
	III 回覆 10
	IV 舉報的處理 10
	E 保密性 11
	I 舉報的保密性 11
	II 對相關人員的保護 11
	F 保護舉報人免於報復 11
	I 防止負面行爲 11
	II 保護證明是無根據的舉報 12
	III 不保護故意虛假舉報 12
	G 數據保護 12
	H 聯絡 13
	A 導言
	B 定義
	C 適用範圍
	D Hornbach 舉報系統
	I 提交舉報
	1 面談
	2 HORNBACH 合規熱線
	3 HORNBACH 網上舉報系統
	4 郵寄
	5 電子郵箱

	II 舉報的範圍
	III 回覆
	IV 舉報的處理
	1 接收舉報
	2 檢查舉報，論證事實和措施
	3 對舉報人的反饋


	E 保密性
	I 舉報的保密性
	II 對相關人員的保護

	F 保護舉報人免於報復
	I 防止負面行爲
	II 保護證明是無根據的舉報
	III 不保護故意虛假舉報

	G 數據保護
	H 聯絡
	附件圖解過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