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略推動要素：

良好的管治及 
負責任的業務實踐

於我們經營所在社區繳稅

超過10億美元 
10,000多名
供應商為我們的業務提供 
支持

Coupa Risk 
Assess 
正於旗下各業務推出

穩健的管治程序是本集團業務
的基礎，對於維持與持份者之間
的信任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本集
團經營所在的監管嚴格的金融
市場中更是如此。

我們的管治框架清晰闡述了我們的行為標準，
這些標準貫穿於本集團業務經營的每一個環
節，包括財務表現及稅務常規，以及在營運中
打擊金融犯罪，並訂明對待客戶和供應商的方
式。我們亦明白減輕自身業務營運對環境的直
接影響十分重要，並將其視為不容推卸的負責
任的業務實踐。

我們的管治框架
我們的集團業務行為守則是集團管治手冊的
核心，而內部管治框架闡述我們開展業務及行
事的原則。該守則強調董事會要求其自身、本
集團的僱員、代理及其他代表本集團行事的人
士遵守的道德標準，並以一系列全集團原則及
價值觀作為支撐，而這些原則及價值觀則界定
本集團應以何種方式開展業務以實現其策略
目標。我們的集團管治手冊載述全集團的管
治、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方法，並會定期予以
檢討，以確保我們符合持份者的期望。集團管
治手冊亦載有旨在確保我們遵守所有適用法
律及法規的全面政策。各業務均須證明每年已
遵守該手冊所載的規定，包括該守則、授權及
全集團政策。

有關管治框架運作方式、董事會、各委員會報
告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概要的進一步
資料，載於本集團的年度報告及賬目涵蓋全面
的管治部分。

員工關係
保誠的政策透過正式規定其責任和組織中每
個人在各個方面的責任，以確保為員工提供保
障。

我們相信支持人權，以負責任和正直誠信的態
度行事。我們的集團管治人力資源政策確立基
調，並以《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勞工組織的核
心勞工標準的原則為指引。該等原則亦反映至
我們的集團業務行為守則，規定了本集團的價
值觀和全體員工的預期行為標準，在集團第三
方供應及外判政策中，亦規範我們如何與供應
商合作。我們的歧視及騷擾政策禁止有違保誠
的價值觀和標準的任何形式的歧視、騷擾、欺
凌和其他類型的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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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的員工關係政策識別到，我們與整個集團
的員工互動的方式對於吸引人才、留住現有員
工以及激勵員工取得成功的能力而言至關重
要。因此，各當地業務需要設有有效的方法以
促進與員工及其代表組織的積極關係。為確保
同事享有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我們鼓
勵與保誠各地的僱員集體代表機構建立積極
且具建設性的關係。工會代表和集體談判實
踐因市場而異。目前，我們在馬來西亞、新加
坡、越南、贊比亞、科特迪瓦、多哥和喀麥隆
的業務單位設有工會代表。

我們會充分及公平地考慮殘疾人士的求職申
請，並妥善安排殘疾員工的繼續僱用及培訓。
我們致力促進殘疾人士的培訓、職業發展及晉
升，並於有需要時作出適當調整。

與任何其他公司一樣，僱員可不時提出與其工
作、工作環境或工作關係有關的不滿。我們的
申訴政策由當地業務負責。我們認真對待有關
申訴，並會考慮申訴提出者的權利、被申訴者
的權利以及任何其他受影響人士。除申訴政策
和程序外，我們鼓勵僱員透過其他渠道，包括
其經理、人力資源部門或我們的第三方保密熱
線及平台「正言直諫」，提出任何關切。「正言
直諫」旨在接受各種形式的關切，包括與任何
侵犯人權行為相關的關切。

我們致力於建立公平及透明的獎勵制度。我們
的薪酬政策確保我們在所有市場上向同事支
付公平合理的薪資，在英國，我們至少支付倫
敦生活工資。每年的基準測試確保薪資對於各
地方履行的職責具有競爭力。為認可僱員在
準備分拆過程中付出的努力及承擔，並讓僱
員能夠享有公司發展新篇章所帶來的得益，
Prudential plc的每位長期員工（集團行政委員會
除外）均獲頒發1,000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倘當
地有規定則以現金結算）的祝賀獎勵，將於二
零二二年十月發放。

在迅速過渡至更靈活工作方式的前提下，我們
持續發展福利方針。為確保為僱員提供充分支
持，我們提升時間表和地點方面的靈活性，並
為遙距工作提供進一步支持，以及檢討和擴展
不同類型的休假支持。

供應鏈
集團業務行為守則概述對所有供應商的價值
觀及標準要求。我們的集團第三方供應及外判
政策是集團供應鏈管治的核心，闡明本集團對
供應鏈管理的定位，當中亦載述本集團的盡職
調查方法、篩選標準、合約要求及對關係的持
續監督。

二零二一年期間，我們全面更新集團第三方供
應及外判政策，有關政策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
一日生效。經更新的政策載有關於負責任地甄
選供應商的具體詳細條文，除有關供應商能
力、競爭力及盡職調查活動的原有要求外，
現時亦包含對環境及社會實踐的考量因素。

該政策已由集團風險委員會審查及批准，其
後經由董事會批准。

供應鏈盡職調查 
我們的當地業務單位在接觸及最終選擇新供
應商之前會進行盡職調查。我們會根據需要進
行定期盡職調查、審核會議以及審計，並透過
定期員工培訓實踐支持落實集團政策及程序。

供應商須通過財務穩定測試以及證明過往一
貫表現優異。我們亦審查供應商為防止數據
泄漏而採取的控制措施，並留意任何個人數
據保護問題。我們的「正言直諫」舉報服務讓
員工可就我們的第三方關係提出任何關切，
外判商及第三方供應商亦可使用該服務。各個
國家的所有第三方協議均須接受盡職審查，
當中包括對有關第三方進行人口販運、打擊
洗錢以及反賄賂及貪腐方面的審查。

二零二一年，我們繼續於當地業務部署額外採
購管理系統模型Coupa Risk Assess，提供單一的
系統，以了解供應商的盡職調查。該系統的部
署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完成，屆時將增
進我們對所有高風險領域當中的第三方風險
的了解，例如資訊及技術安全、數據私隱、反
賄賂及貪腐以及業務持續性及抗逆力風險。
透過該系統，我們亦已開始就高風險類別發
佈以現代奴役風險為主要內容的盡職調查問
卷。有關我們應對現代奴役問題的方針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 

負責任供應商指引
根據新的全集團第三方供應及外判政策，我們
推出新的負責任供應商指引，於二零二二年一
月一日開始生效。該等指引涵蓋下文概述的一
系列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並已納入我們的
新供應商納入流程及正在進行的供應商盡職
調查流程。這些活動採取風險為本的方法，針
對於本集團而言屬重要的供應商或提供的服
務令本集團面臨現代奴役相關風險的供應商。

主題 負責任供應商指引的概要

環境 保誠明白，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應明白地球的資源有限，因此，保誠期望其供應商支持健
全的環境管理原則，並減少其對經營所在環境的影響。

這包括審查供應商是否訂有適合其業務規模和性質的環境╱可持續發展政策及建立相應
的管治系統，以及是否遵守相關法律╱規例。

社會 保誠希望供應商尊重其僱員的人權，並遵守其經營所在國家和社區的所有相關立法、規
例及指令。

關鍵層面包括確保供應商禁止強迫勞動和童工；向僱員支付法律規定的最低薪資及╱
或行業標準，以及確保僱員不會遭受歧視；供應商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並遵守當地法
律╱規例；供應商支持公平貿易和道德採購實踐以及供應商在工作環境中促進多元化及
共融。在英國，我們要求供應商向其僱員支付分別由大倫敦政府及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訂
定的倫敦或英國生活工資。

管治 與保誠有定期和經常交易的供應商應訂有良好的管理和管治流程，以確保遵守負責任供
應商指引。此外，供應商須作出合理的努力，監測其供應鏈，確保其供應商知悉並遵守
指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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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奴役 
我們致力確保我們的組織或供應鏈中不存在
奴役、人口販運、童工或任何其他侵犯人權的
行為，並繼續在開展一系列活動方面取得進
展，以加強應對全球業務中的現代奴役問題：

 > 政策發展 — 將負責任供應商風險評估和盡
職調查規定納入新的集團第三方供應及外判
政策（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認可與教育 — 確保我們當地業務的行政人
員和我們的採購和風險團隊知悉本集團的現
代奴役合規要求。確保同事詳細了解如何識
別現代奴役風險。

 > 分析 — 持續了解我們目前在供應鏈中面臨
的現代奴役風險，並制訂補救計劃，以彌補
不足。

 > 盡職調查 — 制訂現代奴役（以及更廣泛的
環境、社會及管治）盡職調查╱風險評估框
架、流程和指引，並透過Coupa Risk Assess予
以實施。

 > 持續監控和報告 — 確定內部報告指標，以
衡量控制方法的進展和有效性。

作為該活動的一部分，我們持續審查亞洲和非
洲的現代奴役問題風險。這項廣泛的審查涵蓋
主要風險行業，該等行業經常僱用低技能勞
動力，包括清潔服務、餐飲、警衛和低成本製
造業。在受衝突影響的地區、法治薄弱的國家
和移民工人較多的國家，現代奴役的風險亦較
高。該審查涵蓋亞洲和非洲從事該等關鍵領域
的所有供應商。該審查基於上述類別的實際供
應商合約和支出，由當地採購團隊調查任何已
識別的問題。對於高風險的供應商，我們確保
制訂有效的合約和監測流程，並在必要時制訂
補救計劃。

有關我們如何識別和管理與現代奴役、人口販
運、童工和強迫勞動有關的風險的詳情，請參
閱Prudential plc網站所載的現代反奴役聲明。

對小規模供應商的承諾
為體現我們在支持供應鏈方面的持續承諾，面
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我們繼續提供付款援
助，與供應商共渡時艱。我們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在英國推出小規模供應商加速付款計劃，
為僱員人數不足100人的供應商提供支持，以
協助其改善現金流。截至目前，該計劃已惠及
150多家小規模供應商。於二零二一年，我們
加速付款將近900萬英鎊。

負責任的稅項實踐 
我們的稅務策略考慮一系列不同的持份者，
並由集團稅務風險政策提供支持。該政策載明
管理和報告整個集團廣泛的稅務風險標準。
二零二一年，我們的繳稅總額為10.71億美元
（二零二零年全年度：12.08億美元，不包括

Jackson），顯示我們致力確保足額納稅，以幫
助促進我們經營所在社區的健康和發展。

我們明白在旗下各個市場按時足額納稅的重
要性。我們以透明、負責任及可持續的方式管
理稅務事項，並努力與本集團經營所在的所
有國家的稅務機關建立建設性關係。我們每
年發佈稅務策略報告，透過披露我們業務足
跡和稅務足跡之間的明確聯繫，進一步支持
我們履行該承諾的方式。

我們的稅務策略報告亦符合英國《二零一六年
財政法》(Finance Act 2016)的強制規定，並提供
有關以下事項的更多資訊：

 > 我們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及以客觀的方
式處理所有稅務事宜；

 > 我們如何根據本集團的管治及風險管理程序
管理稅務；

 > 我們如何藉由在所有主要市場支付和收取的
稅項，為社區作出貢獻，從而確保透明度及
與所有持份者溝通；

 > 推動我們的稅務支付的因素，以及已支付公
司稅和我們賬戶中的稅費之間存在差異的原
因；

 > 我們於低稅司法權區的業務；及
 > 我們如何監測國內及全球的稅務發展。

我們積極監控稅務透明度議程的發展，並希望
進一步披露有意義的稅務資料，以幫助不同持
份者了解我們的稅務足跡。我們將於二零二二
年五月三十一日前發佈最新的稅務策略，當中
將載列有關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所繳稅款、
我們如何管理稅務事項以及稅務風險的管治
及管理的更多資料。有關我們的稅項開支及實
際稅率的資料載於我們的二零二一年年度報
告第261至第264頁（附註B3）。

打擊金融犯罪
與所有金融服務公司一樣，保誠面臨洗錢、恐
怖主義融資、制裁、欺詐、賄賂及貪污相關的
風險。上述風險的預防、發現及應對已納入保
誠集團的全球金融犯罪風險管理業務。我們對
所有業務進行風險評估，以識別、了解及評估
風險，並採取減緩措施予以應對。金融犯罪風
險將報告予集團風險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監
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至於剩餘的金融犯罪風
險，則透過當地層面的監督、保證及加強管控
環境進行管理。

於二零二一年，我們繼續採取行動，以減低剩
餘風險，提升能力並減少金融犯罪的影響。為
減低金融犯罪風險並支持繼續遵守相關法規
及監管，我們在最低合規準則的基礎上，更新
涉及金融犯罪所有方面的核心政策，並傳達至
所有業務。

我們的反賄賂及貪污準則包括致力營造絕不
接受賄賂的文化。打擊洗錢及制裁政策概述我
們如何在工作實踐中防止洗錢或恐怖主義融
資，載列我們如何劃清界限以防止於整個機構
中發生這種情況，以及我們須透過篩查、禁止
或限制業務活動及透過調查跟進遵守制裁、
法律及法規的承諾。該等政策共同構成本集團
管治框架的一部分，當地業務每年均須證明其
已遵守有關規定。

此外，我們已推出自動化交易監控系統，並開
展風險為本的保證行動。我們投資於自動化及
先進分析技術，藉此繼續加強並提升管理金融
犯罪風險的能力。

金融犯罪團隊繼續銳意提升專業水平，並定期
參加亞洲各地的行業會議及研討會。我們在全
集團範圍提供一項金融犯罪方面的綜合培訓
計劃，以確保員工了解金融犯罪的最新發展，
以及最新的法定及監管要求。

我們持續密切關注國際制裁，以遵守國際制裁
規定。我們將最新名單納入營運流程以偵測風
險，包括我們的常規客戶及供應商篩選流程。
於二零二一年，我們繼續特別關注中美兩國頒
佈的相互制裁的發展及規例，以評估對本集團
業務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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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管治及負責任的業務實踐╱續

舉報
我們的集團「正言直諫」政策載有與舉報有關
的框架及管控措施。所有持份者均可透過內外
部渠道並選擇各種語言參與全集團舉報計劃 
—「正言直諫」(Speak Out)。「正言直諫」提供網
頁、熱線、流動應用程式，以及郵寄、電郵和
親身舉報等舉報渠道。舉報人可就各種事宜提
出關切（可選擇匿名），例如反賄賂及貪腐、違
規行為、歧視、騷擾及健康與安全。有關舉報
由獨立第三方接收後交由獨立於業務的內部
團隊管理，最後由經過適當培訓及具備適當能
力的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所有員工每年均須在
電腦上完成「正言直諫」的培訓單元。該計劃亦
由載有實用資源的定期通訊提供支持。除「正
言直諫」計劃之外，我們亦鼓勵同事透過人力
資源渠道提出關切。

集團審核委員會及當地業務審核委員會透過
季度報告及與集團安全總監進行頻密討論，
監督舉報事宜。該等委員會可獲取個案趨勢分
析，以及以外部基準進行的「正言直諫」計劃成
效年度評估。任何重大事宜均會上報董事會。

於二零二一年，「正言直諫」計劃在整個集團
內廣泛推廣，並收到來自保誠業務活躍的各
個市場的舉報。二零二一年，向本集團舉報的
個案總數較上一年略有增加，而舉報的總數
則與外部基準相符。舉報數量最多的問題涉
及員工或代理行為及違反集團政策。培訓、
宣傳意識材料和內部溝通，均對「正言直諫」
的使用以及所提出關切的數量的正面增長有
所貢獻。該計劃採用獨立基準，按Protect（英
國舉報慈善機構）及全部三個方面（管治、
營運及溝通）衡量，本集團的得分高於基準。

負責任工作實踐以及健康及安全程序
我們明白健康、安全及福祉對於幫助員工活
出豐盛人生及實現業務目標的重要性。集團
健康與安全政策以及運營標準確保當地業務
建立、執行並維持全面的健康與安全管治框
架。我們的政策旨在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場所，以防止傷害及疾病，並在合理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僱員、外判商、訪
客及其他可能受我們的業務影響者的健康及
安全風險。

我們的政策及運營標準與全球ISO 45001:2018
標準一致，當中包括健康與安全管治、法律規
定和計劃框架的最低規範性要求。集團安全總
監對健康與安全計劃負有全面責任，並向集
團風險兼合規總監匯報。與健康和安全有關
的當地業務表現將透過當地健康與安全委員
會進行監測，而在集團層面，則由集團安全部
門進行監測。與此同時，亦向集團風險委員會
與跨部門工作小組和委員會提供重要的營運
合規衡量指標及有關特定活動的最新情況。
本集團持續審查和制訂健康與安全計劃，確
保持續改進。

年內，我們因新冠肺炎而痛失52名員工及代
理。我們年內採取措施，為全集團的員工提供
情感、精神及財務福祉方面的支援，以渡過艱
難時期。有關我們對員工福祉的方針的詳情，
請參閱第39頁的「建立社會資本」一節。

我們的健康及安全計劃主要專注於持續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確保在工作場所採取適
當的預防措施。我們亦致力為家庭提供有關預
防措施以及健康及安全最佳實踐方面的培訓
及宣傳。我們定期向員工發送訊息，提醒他們
為保護自己及整個社區免受2019冠狀病毒病
影響所需遵守的行為及主要規範。我們的溝通
側重於當地法規變動、保持高標準的衞生、有
關健康監測及出勤辦公的規程以及保持合理
的社交距離。我們鼓勵員工在辦公室的公共區
域佩戴口罩，而在部分司法權區，當地法規亦
強制要求佩戴口罩。我們開放內聯網資源中
心，方便員工查閱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預防措
施及最佳實踐、出行限制及疫情相關新聞的資
訊。我們透過以身心、家庭及社會福祉為重點
的福利計劃，為員工提供支援，同時藉助由外
部供應商提供的全天候僱員協助計劃提供支
援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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