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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业务合作伙伴的授权代表必须回答以下问题，然后签名并将本问卷调查交给 REGAL员工或业务

保荐人。 也可以在线完成本问卷调查。 请联系与您合作的 REGAL员工，以获取相应网址。 

 

本问卷调查是 Regal 风险分析和尽职调查流程的一个步骤。对外代表 Regal 或代表 Regal 销售产品或提供

服务的业务合作伙伴和第三方都必须填写本问卷调查。对于其他不代表 Regal 或从事 Regal 代理业务的业

务合作伙伴，如果他们在腐败盛行的（按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或 Trace Matrix 评分衡量）的国家开展业务，

那么企业道德与合规办公室可自行决定是否要求他们填写问卷调查，并参加 Regal 的尽职调查流程和风险

分析。 

出于风险分析和尽职调查的目的，Regal 将“公职人员” 一词宽泛地定义为不仅包括由政府机构、部门或

部委雇用的传统政府官员和个人，还包括由国家、州或地方政府及其家人拥有或控股的实体的员工。此外

，“政府实体”是指由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部门或部委以任何方式拥有或控股的任何组织、公司、集团

或企业。 

1. 业务合作伙伴的完整法定名称：          

如果不是以英文命名，则填写英文名称：         

该业务合作伙伴是否是上市公司？ 选择一项是否 

该业务合作伙伴是否曾经使用别名、假名、商标名称或使用过其他任何不同于上面列出的

完整业务名称的名称开展业务？  

选择一项是否     

如果回答为“是”，请列出在过去三（3）年里使用过的其他名称： 

 

系统分配的 Regal 销售商/供应商编号（如适用）：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在地及联系信息 

所在地的街道地址：          

城市：     州：   国家：  邮政编码：  

总部所在地（如与上述地址不同）：        

 电话：            

 电子邮件：           

 网站：            

 

 为业务合作伙伴人填写本问卷调查的人员（授权代表）的信息  

姓氏：    名字：   中间名缩写：  

用当地语言填写姓名：          

出生日期（年-月-日）：   国籍：      

邮寄地址：           

 城市：     州：   国家：  邮政编码：        

电话：            

 手机号码：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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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为受控文件，已发布电子版。 在 Regal 公司网站 

(http://investors.regalbeloit.com/phoenix.zhtml?c=116222&p=irol-govanticorruption）上发布的英文版本是最

新文件。  印刷版或在其他地方存储的电子版文件可能已过时。 

 电子邮件：           

3. 请列出业务合作伙伴认为是其业务关系的主要联系人或 Regal 员工的联系方式。 

  

姓名 电子邮件 电话号码  国家所在地 

    

    

    

 

4. 业务合作伙伴与 Regal 有何种类型的业务关系，或希望建立何种类型的业务关系？ 勾选所有适用

选项：  

 广告/公共关系 

 慈善组织 

 顾问 

 海关代理商/经纪人 

 分销商  

 合资伙伴 

 说客 

 物流代理商 

 制造商——零部件 

 原始设备制造商（OEM） 

 推荐的合作伙伴 

 研发 

 经销商 

 销售代理商或代表 

 服务提供商——专业服务

：会计、审计师、法律顾问 

 服务供应商——其他 

 供应商——部件 

 供应商——其他 

 行业协会 

 工会 

 未在上面列出

 

5. 业务合作伙伴大约有多大比例的业务专门与 Regal 或即将与 Regal 有关？  ____％  

 

6. 业务合作伙伴的业务实体类型（选择一项） 

个人  合资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  有限责任合伙 

其他组织____________________（请描述并说明类型） 

 

7. 业务合作伙伴于何时何地开始经营？ ______（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城市、州、国家）  

 

8. 业务合作伙伴想要在哪些国家代表 Regal 或向 Regal 供货，请一一列出这些国家： 

 

 

9. 对于列出的业务合作伙伴将代表 Regal 或向 Regal 供货的每个国家，请确认是否要求业务合作伙伴

在政府机构登记，以便在该国开展业务。如果回答为“是”，请提供业务合作伙伴在此国家的登记

和税务号。加行（若需要）。   

 

_（国家）_______ 是否___（税务/登记号）  

_______________ 是否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是否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是否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是否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简短说明业务合作伙伴的管理人员的资历，以及这些资历如何可以加强与 Regal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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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为受控文件，已发布电子版。 在 Regal 公司网站 

(http://investors.regalbeloit.com/phoenix.zhtml?c=116222&p=irol-govanticorruption）上发布的英文版本是最

新文件。  印刷版或在其他地方存储的电子版文件可能已过时。 

11. 该业务合作伙伴是否对其聘用或者预期将聘用以代表 Regal 行事的其他各方进行了背景调查或尽职

调查？选择一项是否 

12. 业务合作伙伴是否有任何高管、成员、员工、股东或其直系亲属目前在任何政府实体担任任何职位

？ 

选择一项是否不确定如果回答为“是”或“不确定”，请解释。 
 

 

13. 是否有任何政府实体或公职人员在该业务合作伙伴身上拥有任何所有权或其他经济利益？选择一项

是否不确定如果回答为“是”或“不确定”，请解释。 
 

    

14. 在过去 10 年里，您、该业务合作伙伴、业务合作伙伴的任何管理人员、董事，领导人或所有者，

或任何为业务合作伙伴工作或代表业务合作伙伴的个人是否曾被指控或定罪其违反了任何禁止欺诈

、行贿或其他腐败行为的法律或法规？选择一项是否不确定如果回答为“是”或“不确定

”，请解释。 
 

   

15. 在过去10年里，您、该业务合作伙伴、业务合作伙伴的任何管理人员、董事，领导人或所

有者，或任何为业务合作伙伴工作或代表业务合作伙伴的个人是否曾被指控或定罪其违反

了其他任何刑事犯罪法或证券法？  

选择一项是否不确定如果回答为“是”或“不确定”，请解释。 
  

16. 如果该业务合作伙伴有商业行为准则或类似文件，勾选此复选框。是否发布在公开网站上？   

选择一项是否 

如果回答为“是”，网址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如果该业务合作伙伴有反腐败政策或计划，勾选此处。是否发布在公开网站上？选择一项是

否 

如果回答为“是”，网址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该业务合作伙伴是否根据FCPA、UKBA和其他相关的反腐败法律或监管指导方针定期对员工

进行培训？ 选择一项是否 
 

19. 该业务合作伙伴（包括任何子公司、姊妹公司、合资伙伴等）是否代表 Regal 向下列任何类型的实

体进行销售或打交道（或预期会这样做）？    选择一项是否 

如果回答为“是”，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政府拥有的公用事业 军事 国有实体 

其他任何政府实体  
 

20. 列出业务合作伙伴内部或对业务合作伙伴有管理权限的个人（及其职位）和实体。 

  

 

 

 

 

 

21. 针对业务合作伙伴和 Regal之间的关系，请在此处补充您认为可能有关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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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人员: 

 

 

       

业务合作伙伴的名称 

 

 

 

签名人：       

业务合作伙伴授权代表的签名  

 

 

       

授权代表的姓名（用印刷字体填写） 

 

 

 

 

 

日期：        

 

 

 

 

       

授权代表的职位（用印刷字体填写） 

 

 

 

                                        

授权代表的公司（如果与业务合作伙伴的名称不同） 

 

  

 

 

 

 

 

 

100.102.005 

反腐败计划 ——全球 

附录5 

业务合作伙伴反腐败问卷调查 

政策制定者：   

合规副总法律顾问 文件保存信息： 

2014-00120: 

0000005828 
语言： 与反腐败政策——全球100.102的相同 

修订历史： 

6：为了与《反腐败政策》保持一致，更改了译文的语种 

5：与其他文件在格式上统一，更改了格式，添加了字段以

限制在筛选时出现的错误报警 

4：从“第三方”更名为“业务合作伙伴”  

3：制作并翻译附录1 

2：使用了与《反腐败计划》相同的格式 

1：首次发布，FCPA第三方指导方针的一部分 

2015年6月17日 

2015年6月12日 

2014年8月15日 

2012年9月19日 

2011年8月 

2010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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