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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为了便于理解，不同时使用男性、女性和其他称谓的语言形式。为了平等对待，所有的称谓都代表所有性别。缩略语的形

式仅用于编辑，没有任何评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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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Up” 指南   
生效日期：2021 年 1 月 1 日 
 

 

1 指导原则 

可持续经营为环境、社会和经济，以及 INDUS（集团母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或商业伙伴

确立了未来的前景。 

INDUS 文化的基石是整体需求的划分和各子公司的独立运营及管理，以及对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价值观和风险最小化的共识。 

“SpeakUp” 举报人制度通过提供明确的举报结构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升级过程（

escalation process），创造了额外的信任和安全环境，从而确保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并避

免损失。 

 

2 范围和目的 

2.1 本 “SpeakUp” 指南描述了举报经证实或涉嫌错误行为或不当行为的处理方法。 

2.2 本指南适用于所有员工（包括临时工）、客户、供应商和任何与公司利益有关的人员。 

 

3 不当行为的发现或合理怀疑 

3.1 我们鼓励任何知情或合理怀疑存在重大错误行为/不当行为（违法或违反我们行为准则的

不道德行为）的人员进行举报。 

3.2 我们鼓励每个人通过已知和规定的举报渠道举报此类事件。其中包括（举例）  

- 机密人员 

- 人力资源部门 

- 企业工会 

- 管理层 

- 内部建议和举报部门 

- 合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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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果这些举报渠道都不适合，可以将举报系统 “SpeakUp”作为举报渠道。由独立第三方

运营 “SpeakUp”。 

3.4 可以通过 “SpeakUp”直接向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举报。也可以匿名举

报，但举报人在提交举报时必须注明。  

 

4 故意的虚假举报 

4.1 故意的虚假举报将视为违反行为准则，并受到相应的处理。这些行为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和/或起诉。  

 

5 职责分配 

5.1 必要时将翻译通过 “SpeakUp” 以母语提交的举报并转发（必要时匿名，参见第 3.4 款）

给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必要时，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法律部

在合规负责人不在的情况下，代表并监督收到的举报。 

5.2 在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收到关于涉嫌错误行为或欺诈行为的举报后，

将根据收到的信息对案件事实进行初步审查。可以并且在必要时确保通过“SpeakUp”与

举报人进行匿名沟通。在匿名的情况下可与举报人沟通，以进一步评估案件事实。 

5.3 根据初步审查，确定处理案件事实的进一步方案。 

5.4 根据指控的严重性、相关的群体和法律领域，由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

直接进行进一步调查，或将举报转交给相应投资公司或投资集团的主管部门（通常是

INDUS 直接投资公司的管理层或投资集团的合规负责人（如果设立））。 

5.5 可邀请外部专家，如律师，对不当行为进行进一步审查。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存在犯

罪行为，则有义务举报。  

5.6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确保所有的举报案件得到调查并详细记录。  

5.7 涉及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举报，还将由全体董事或监事根据案件事实

的严重性和/或当事人的情况进行评估。如果涉及董事会主席的举报，则需要向监事会报

告。如果涉及整个董事会，则也必须向监事会报告。 

5.8 公司希望各级管理人员和领导认真对待此类举报，严格保密，根据相应的规定并通过必

要的措施及时弄清情况，以消除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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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没有对举报采取后续行动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可能会得出结论，不再继续追查某项举报，如果  

- 只有足够的信息才能进行适当的调查，而且目前不能获得其他信息；  

- 举报被证实为虚假举报。 

 

7 报告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定期向董事会提交报告，董事会再将报告提

交给监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根据审计委员会的要求，也可以直接由合规负责人向其提交

报告。 

 根据第 5.3 款的规定，由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自己调查案件的详细报告。如果有多个

INDUS 组织，则转交给各投资公司或投资集团合规负责人的案件只涉及以下方面  

- 案件类别（相关的法律领域/相关的行为准则章节）， 

- 审查情况（进行中/已完成），  

- 调查结果和结论。 

 

8 举报人的保护和权利所有举报人的身份将绝对保密。运营 “SpeakUp” 的服务提供商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透露语音信息、IP 地址和/或电话号码，除非第 8.3 款适用。  

8.2 任何一个举报人都不会因此而承担任何负面的后果。但是，举报人（作为报告人）在有

错误行为时不能享有保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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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下列情况下，不能确保举报人的保护权利： 

- 根据执法机构等的要求，服务提供商需要提供语音信息、IP 地址和/或电话号码。

但是，这些信息不会转发给投资公司或 INDUS Holding股份公司。   

- 已证实是故意虚假的举报或违心和/或恶意的举报（“出于恶意”）；   

- 或如果举报本身被列为刑事犯罪或违反行为准则（如诽谤或威胁）。 

8.4 如果举报人对调查结果不满意，则他可以选择通过  “SpeakUp” 或直接通过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进行举报。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将收到此类

举报。 

 

9 被举报人的保护和权利如因举报而展开调查，则公司将最迟在 30 个工作日内通知相

关人员。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如果存在证据被销毁的风险或启动的调查受到其他阻碍

，则也可以延长通知期限。  

9.1 相关人员有权对针对他们开展的调查进行投诉。为此，相关人员可以联系：  

- 其上级领导或总经理， 

-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 

可在本指南末尾找到联系信息。 

 

10 数据保护  

10.1 公司及其指定的员工将对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在法律框架内确保保护举报人和相关人员

的数据。仅在有限的基础上提供信息内容和相关人群的信息（即所谓的“真有必要才应知

情的原则（Need-to-Know-Basis） ”）。如果使用  “SpeakUp，则相关的员工和

“SpeakUp” 采用的翻译机构将知晓这些信息，这些流程也是在上述“真有必要才应知情的

原则”下进行的，而且上述各方都须严格保密。 

10.2 “SpeakUp” 指南需要处理和存储个人数据。其中完全根据数据保护条例进行上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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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系方式 

 

安鹏精密测量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SpeakUp” 中国: 

www.speakupfeedback.eu/web/mp/cn 

电话号码（免费）：4009901434 

如果您通过中国联通拨打电话：108007440179 

如果您通过中国电信拨打电话（仅固话）：108004400179 

访问码：82093 

 

INDUS Holding 股份公司的合规负责人 

compliance@indu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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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知流程示意图 

 

 

 
 
 

                     

 

 

 

 

 

 

 

 

 

 

 

 

 

 

 
 
 
 
 
 
 

(*) People Intouch 是公司指定的服务提供商 
 
 

第 1 步 
发送人留下新的信息 

- 用母语通过电话 

- 用母语通过网络 

- 附送文件 

 

第 2 步 
People Intouch（*）处理信息 

- 转录和/或 

  翻译为英语 

- 附送文件 

 

第 3 步 
该组织收到信息并作出回应 

- 收到信息 

- 确认收到 

- 要求提供其他信息 

 

第 4 步 
People Intouch（*）处理信息 

- 翻译和/或  

  母语的录音 

 

第 5 步 
发送人查看“SpeakUp” 

- 通过电话  

- 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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