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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瑪芬體育是一家以領先的品牌和業務涉足全球各大市場的跨國公司。為了在複雜環境中
保持誠實正直的經營，我們需要共同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中最重要的是行為準則，
因為它描述了如何將我們的價值灌注於日常實踐，它指引著我們的員工和以我們的名義工
作的每個人，它闡明了我們對供應商和合作夥伴的承諾與期望，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尊重我
們的員工。行為準則向我們的所有利益相關方闡明了我們公司的經營原則。

我們的業務基於我們的四項核心價值：必勝的決心、團隊精神、公平競爭以及創新。在我
們的行為準則中，我們闡明了我們的價值是如何與行動相關聯的，例如：我們如何以符合
道德的方式開展業務，如何將環境保護納入我們的考量範圍，如何尊重人的權利以及勞動
權利，如何促進平等機會以及工作安全，如何遵守法律法規、預防欺詐、保護客戶數據，
如何處理知識產權，以及更多其他內容。

在我們所有的品牌和業務部門中，管理部門負責制定和培養、傳遞這些價值，並確保所有
人遵循其中的原則。我們為員工提供與行為準則內容相關的培訓，並提供匿名洽詢熱線。
如對行為準則的應用有疑問可撥打該熱線。

執行委員會和我本人相信我們的員工會遵循這些行為準則。只有秉持誠信、攜手合作， 
我們才能努力追求卓越，實現未來的目標。

James Zheng 

董事會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首席執行官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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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為準則制定並概述了亞瑪芬體育集團（“亞瑪芬
體育”）的核心道德原則，即我們在任何運營地點不
論以個人還是公司的身份應如何行動。此行為準則
還明確了我們應如何處理與客戶、業務夥伴、員工
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的關係。

此準則適用於亞瑪芬體育全球各機構的所有負責
人、高級職員和員工。 

亞瑪芬體育致力於在我們業務的各個方面達到個人
和專業行為的最高標準。我們的核心價值包括「必
勝的決心」、「團隊精神」、「公平競爭」與「創
新」。我們基於這些核心價值開展日常運營。每一
位員工均須為個人與集體的行為負責，遵守商業道
德的最高標準，堅持公平交易的各項原則，時時顧
及他人利益，誠實正直，為成就一個良好的企業公
民而努力。

引言
亞瑪芬體育致力於通
過與各層級員工進行
開放、互信的探討、協
商，保持開放溝通的企業
文化。員工可以向自己的產
品線經理、人力資源合作夥伴、
法務或內部審計職能部門、或通過亞瑪芬體育機密
匿名熱線提出與行為準則相關的問題和疑慮。 

我們希望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遵循此行為準則中的
道德原則。我們也期望我們的外部和內部供應商遵
循亞瑪芬體育的道德政策。

此行為準則中的原則基於我們的核心價值觀。

亞瑪芬體育致力於
在我們業務的各個方
面達到個人和專業行

為的最高標準。



我們的產品

我們通過我們的產品向大眾提倡健康、積極的生
活，鼓勵人們運動與健身。我們誠邀男女老少都來
發現鍛煉的樂趣，幫助他們在生活中保持健康、積
極的態度。

為確保我們長期成長和盈利的能力，我們需要傾聽
終端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的需求，滿足他們對
我們產品的期望。我們還需要開展可持續、負責任
的業務，管理好相關風險和機遇。

環境

我們承諾，以負責任且經濟的方式運營業務、製造
產品，力求減少我們的產品與營運可能對環境造成
的負面影響。我們努力持續提升我們的績效，同時
評估我們的決策對環境的影響，例如高效利用資源
和採取迴圈經濟的相關措施。為確保員工在日常工
作中有環保意識，我們鼓勵所有員工在為自己的行
為負責的同時，相互分享最佳實踐經驗。

卓越的績效是我們獲得成功的關鍵。
我們持續發展我們的品牌和產品。
必勝的決心激勵員工遵循最高職業道
德標準並獲得最好工作表現。

必勝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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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權利和勞動權利

我們尊重人的權利，矢志不渝地遵守聯合國《世界
人權宣言》中所述的原則。

我們致力於遵循國際勞工組織（ILO）公約中所述
的原則。我們尊重人的權利和勞動權利，絕不容忍
任何形式的強迫、強制勞動或童工。亞瑪芬體育曾
發佈過一份現代奴隸制和人口販賣聲明，聲明中的
原則適用於整個價值鏈，包含我們自己的員工及我
們供應商的員工。我們積極主動地監控供應商的表
現，並為他們提供培訓，以確保達到上述標準。

亞瑪芬體育有一項道德政策，為此類事務提供進一
步指導。

工作安全

我們致力於保障公司員工以及在我們工作場所的非
公司員工的健康，並在工作中和商務旅行中推崇積
極的安全文化。

亞瑪芬體育為其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
並在工作安全管理方面採取系統化措施，以防發生
事故以及職業傷害和疾病。

所有員工都需遵循適用於他們工作情況的與工作、
差旅安全相關的法律、規則和說明。

我們相信團隊精神和團隊合作。
我們希望我們團隊中的每位成員
都能各展所長，為我們共同的目
標努力。

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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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騷擾

亞瑪芬體育希望所有員工都互相尊重對方，同時尊
重我們的利益相關方。我們對任何形式的騷擾零容
忍，我們的員工負責創建並保持沒有騷擾或其他不
當行為的工作環境。

機會均等與多樣性

我們提倡機會均等與多元發展，對於歧視零容忍。
沒有人會因其民族、種族、宗教、政治觀點、年
齡、國籍、性別、殘障 或性取向而被區別對待。

與外部利益相關方溝通

亞瑪芬體育鼓勵員工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和背景宣傳
亞瑪芬體育及其相關產品。員工必須始終以負責任
和尊重他人的方式行動，不得洩漏或發佈有關我們
公司和產品的任何機密或有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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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

欺詐、賄賂和腐敗

我們對任何形式的欺詐、賄賂和腐敗均零容忍。公司
及其員工，都不得為求得商業、財務或金錢利益，
直接或間接涉入任何賄賂、非法回扣、非法付款等
不當利益事件。我們的零容忍態度適用於直接進行
的交易或通過第三方（如代理）進行的交易。

亞瑪芬體育制定了一項反賄賂政策，可為上述事宜
提供進一步指導。

饋贈

我們的員工不可向以下人士收受、給予、提供或要
求任何金錢、禮物、利益、超出正常範圍的服務：

任何與我們有業務關係的人士、任何我們希望與之
建立業務關係的人士，或任何希望與我們建立業務
關係的人士。杜絕一切有關不當付款、利益、饋贈
或款待的請求和建議。

作為有助於促進雙方關係的禮貌行為，允許進行通
常的商務饋贈和商業應酬，前提是這些行為符合適
用的法律且不違反行為準則。

反洗錢

我們全面遵循世界各地的反洗錢法律。洗錢指非法來
源的資金出於隱藏的目的或為了使其看起來合法而進
入合法管道。我們希望所有員工在留意到任何可疑或
反常行為時告知內部審計部門。

遵守法規

亞瑪芬體育的業務遍佈全球各地，有責任遵循各地相
應的法律法規。此行為準則無法替代或超越法律或法
規。如果此行為準則和適用的法律之間發生衝突，應
以法律為准。此行為準則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應被理解
為違反法律的指令。

競爭合規性

在我們的所有運營活動中，我們遵循公平、自由競
爭的原則，遵守應當適用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
法，以合乎道德、公平而且積極的方式競爭。嚴格
禁止反不正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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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
所有員工都有義務時刻為公司的最大利益而行動，務
必避免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或發生個人利益與公司
責任相衝突的窘境。當員工產生具有與公司利益相競
爭的個人或工作利益，難以公平地完成工作職責時，
利益衝突即產生。公司所有的員工都務必向其產品線
經理報告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與商業夥伴之間的個
人或密切關係不應影響到我們的決策。

瞭解您的業務夥伴

我們的商業夥伴包括我們與之締約的自然人和法
人，例如分銷商、顧問、代理、影響者和供應商。

為確保與有信譽的第三方合作，在合作之前，我們
會對其進行風險盡職調查。

出口管制

政府頒有出口管制法律法規，例如旨在防止恐怖主
義和軍備擴散的制裁和貿易禁運。違反這些法律法
規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因此，在與第三方合作之
前，我們必須確保遵循適用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

亞瑪芬體育制定了出口管制政策，可為上述事宜提
供進一步指導。

數據保密

我們尊重消費者的隱私以及他們個人數據/資訊的私
密性，對消費者的機密資訊給予妥當保護，並僅將其
用於特定商業用途。為了遵循隱私法，消費者的個人
數據將不用於除獲取該數據之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

政治獻金

公司不會直接或間接向特定政黨或政治團體提供財務
支援。公司員工應明確將他們的政治活動與其工作劃
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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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

我們尋求並推廣全新創意與觀念，而公司的員工則
要關注、強調並持續推廣這些創意概念。為確保創
新不受到侵犯、損害、損失、創新成果不被竊取或
誤用，公司所有員工都必須採取適當手段保護我們
的知識產權，以免被未經授權的第三方非法竊取。
同樣地，我們尊重其他公司的知識產權。

創新是發展的前提，而創新的最大
動力源於不斷檢討並完善我們的工
作及經營方式。

機密性

我們通過保持安全意識、保全相關敏感資訊來保護
亞瑪芬體育以及我們的品牌。同時我們也尊重和保
護我們商業夥伴的敏感資訊。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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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任何違反此準則的行為都很可能損害
亞瑪芬體育的品牌和聲譽，因此必須
嚴格執行此行為準則。

未能遵循此準則的原則性要求將被嚴肅處理，並可
能導致紀律處分、解雇甚至是刑事起訴。

希望所有亞瑪芬體育員工能在法律要求的範圍內全
力配合對任何不端行為的調查。

如果任何亞瑪芬體育員工知曉或者懷疑可能存在違反
此準則的行為，都應毫不猶豫地上報亞瑪芬體育的法
務部門或內部審計部門，並提供詳細的事實情況。

亞瑪芬體育有匿名檢舉熱線，可以撥打熱線反映違
規情況和相關問題。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企
業內部網。

對於善意舉報事實上或可能存在的違規情況的，不
得打擊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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