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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政策旨在阐明康泰伦特对提倡安全、支持环境的承诺，鼓励任何与康泰伦特有“基于工作”的关系的人

（包括在职员工、既往员工、应聘者、客户、承包商和供应商等）就其所观察到的不当行为畅所欲言，无

论该行为是发生在公司内部还是客户、供应商或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我们强烈鼓励您通过本政策中规定的

举报、调查和纠正不当行为的渠道之一对此类问题提出关切。但是，本政策中的任何内容均非阻止任何人

向任何监管机构报告不当行为或提供信息，或以其他方式协助任何监管机构根据适用法律履行与之相关的

职能或职责。 
 

2. 政策责任方 
 

政策负责人 合规与诉讼助理总法律顾问 

政策审批人 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 

内部审计副总裁 

质量与监管事务高级副总裁 

政策实施人 合规与诉讼助理总法律顾问 

3. 政策概览 
康泰伦特致力于以公平、诚信和尊重法律,我们的价值观和每个人的方式开展业务。尽管我们有此承诺并且

绝大多数员工都尽了最大努力，但某些人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做出违反法律，适用的监管标准，我们的《商

务行为标准》或其他政策的行为。我们鼓励并期望任何观察到此类行为或对此担忧的人员畅所欲言。这有

助于康泰伦特解决该问题。对可能的不当行为保持沉默可能会使情况恶化并削弱我们组织内的信任感。 

康泰伦特重视发现可疑的不当行为并真诚提出问题的员工的协助。我们鼓励畅所欲言，并保护直言不讳的

员工。您不会因对可疑的不当行为善意提出关切而遭受任何形式的报复。畅所欲言对于我们的使命、愿景

和价值观中展现的企业文化至关重要，并支持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声誉、成功和运营能力。 

尽快报告潜在的不当行为非常重要。立即报告问题可以让康泰伦特在发生情况后马上进行调查，并迅速减

轻或消除任何相关风险。 
 

3.1 目的 
及早发现和报告康泰伦特员工可能的不当行为将使公司能够迅速采取纠正措施。康泰伦特的员工是防范此

类行为可能对公司、我们的员工、客户或股东以及最终依赖我们工作的患者产生负面影响的第一道也是最

佳的防线。有效的畅所欲言政策取决于保持信任和诚信的文化，该文化期待所有员工： 

（一) 都在知道他们的担忧将被认真对待并通过适当的行动被解决的前提下尽快报告潜在的

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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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了解并通过可用的渠道报告潜在的不当行为；以及  

（三) 都相信该过程会尽可能被保密，理解并意识到康泰伦特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迫害、报

复、惩罚或不公平的待遇。 
 

3.2 责任 

所有现任管理人员、董事、员工、关联人和临时工都有责任及时对不当行为提出关切。我们还希望听取目

前或曾经与康泰伦特有业务关系的任何一方（如康泰伦特的客户、供应商、承包商、代理商和分销商）的

意见。 
 

收到不当行为报告的每位员工都应谨慎对待问题或指控，并尊重提出关切的个人。经理应根据康泰伦特的

上报标准（请参阅康泰伦特的《上报标准》）上报问题。 
 

3.3 政策细节 

畅所欲言政策的责任涵盖哪些类型的行为？ 
 

犯罪活动（包括欺诈、盗窃、贿赂、回扣和内幕

交易） 

公司资源的不当使用 

质量和监管问题 对康泰伦特《商务行为标准》的违规 

歧视或骚扰 对数据完整性的违规 

利益冲突 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 

对任何康泰伦特政策的违规 非常有可能损害康泰伦特的声誉或任何康泰伦特工作

场所或员工的声誉的行为 

对举报潜在不当行为的报复或惩罚 对人权的侵犯 

 
本政策未涵盖哪些行为或情况？ 

 

• 报告对生命或财产构成直接威胁的事件。如果您需要紧急援助，请立即联系您当地的康泰伦特

保安团队或当地政府机构。 

• 您可能对雇佣条款有任何不满。 

• 解决个人纠纷。 

• 做出您知道或有理由认为是虚假或误导性的指控。该类指控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 

如果您认为不当行为已经或可能出现，您应该报告。报告的各种方法如下所述。 如果您不确定本政策是否

涵盖某类行为，您应该咨询您的经理或法律与合规部的任何成员。 

https://catalent.sharepoint.com/:b:/g/functions/Legal_Compliance/EthicsCompliance/EdnMhly-kTdAst27n0fzsEQB0CRsFp-FI9xD-JscRkecyg?e=7c4R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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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所欲言的含义为何？ 

我们鼓励并期望任何观察到或怀疑可能违反法律，适用监管标准，我们的《商务行为标准》或我们的其他

政策的行为的任何人员尽快报告潜在的不当行为，以便康泰伦特有机会及时调查，迅速解决问题，并尽量

减轻或消除任何相关风险。 

如果您知悉或怀疑有人存在不当行为，请畅所欲言，讲出您所知的事实。我们不指望您知晓所有答案。证

明确有违规行为发生，当然也不是您该承担的责任，您没有必要——也不应亲自调查此事。我们希望您越

早发声越好，这样公司才可以判断您举报之事是否值得关注以及接下来该如何处置。 

康泰伦特尽可能对善意提出的关切和报告进行保密。善意提出关切的个人不会因直言不讳而遭到报复。 
 

报告中应包含什么信息？ 

在报告问题时，您应该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提供尽可能多的详细和具体信息（无论您是否在当地法律允许

的情况下匿名报告），以便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任何报告都应实事求是；提供涉事人员、行为、时间、

地点或原因等信息将有助于调查人员进行彻底调查。事实性信息包括细节，例如下述细节： 

• 与提出的关切有关的背景和历史，包括您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而不是您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 当事人或证人的姓名、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地点。  

• 任何可以佐证您的报告的文件。 

• 关于为何要对该问题表达关切的解释说明。 

您不应该在您的报告中包含指控或结论性陈述，因为您可能不知道完整的情况，该情况将由调查人员来核

实以根据证据得出结论。 

报告问题的方式 

我们希望所有员工都能放心地公开和直接向他们的经理或他们经理的上级提出对实际的或可能的不当行为

的关切，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他渠道包括： 

工作地点的领导 
您所在工作地点的领导团队 

人力资源部 
您所在工作地点的人力资源主管或人力资源团队的任何成员 

业务或职能单元的领导 
您的业务或职能单元的领导团队 

内部审计部                              
14 Schoolhouse Road 
Somerset, NJ 08873 USA 
internal_audit@catalent.com 

质量与监管事务部 
14 Schoolhouse Road 
Somerset, NJ 08873 USA 
quality@catalent.com 

法律与合规部 
电话 +1 732 537 6412 
传真 +1 732 537 6491 
14 Schoolhouse Road 
Somerset, NJ 08873 USA 

mailto:internal_audit@catalent.com
mailto:quality@catal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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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catalent.com 

康泰伦特的商务行为热线 
可通过CatalentMSW.com联系或致电： 
美国 其他国家 
+1 800 461 9330 +1 720 514 4400 

 
在 美 国 以 外 提 供 当 地 免 费 电 话 号 码 的 国 家 / 地 区 ， 可 通 过

www.CatalentMSW.com上的下拉菜单获得这些国家/地区的电话号码。举报方

可以使用这个渠道安全地报告与不当行为有关的问题，该渠道可以对举报方以及任

何被提及的第三方的身份保密。只有康泰伦特的道德与合规团队以及在调查过程中

为该团队提供支持的个人有权查阅这些报告。禁止无授权查阅。 
 

康泰伦特按照《欧盟吹哨人指令》（EU Whistleblower Directive ，简称EUWD），

为那些更愿意由当地人员领导对其关切事项进行调查的、位于欧盟（简称EU）境内

的个人提供了一个内部的当地渠道。在www.CatalentMSW.com上报告问题时，可以

选择这个当地选项。报告问题的个人也可以直接与当地人员交流。通过浏览

SharePoint上的道德与合规网站，可以找到拥有康泰伦特设施的欧盟国家的当地资

源目录。或者，举报方可以选择让公司的道德与合规团队牵头调查或通过

ethics@catalent.com与该团队联系。 

康泰伦特的董事会  
公司秘书 
康泰伦特公司(Catalent, Inc.） 
地址：14 Schoolhouse Road  

Somerset, New Jersey 08873 USA 

CorpSec@catalent.com 

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员认为他们无法使用上述渠道表达对不当行为的关切。在这种情况下，

该人员可以直接联系康泰伦特董事会（简称“董事会”）的主席或首席独立董事，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主席或我们的任何一位董事，或通过联系康泰伦特的公司秘书与董事会取得联系，

联系方式为邮寄信件或发送电子邮件至上述地址或邮箱。此类通信应明确标记为机密和紧急。

根据康泰伦特的政策，公司秘书必须向法律与合规部的道德与合规团队转发所有此类通信。 
 

欧盟区适用的畅所欲言方法 
 

康泰伦特鼓励人们通过公司内部渠道报告此类问题，EUWD则提供了在康泰伦特之外的两个额外的选项。首先，可以向每

个欧盟国家设立的受理吹哨人投诉的机构举报问题。拥有康泰伦特设施的每个欧盟国家的受理举报的机构，可以在道德

与合规SharePoint页面上的目录中找到。其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或直接向媒体公开披露问题。   在以下

任何情形中，公开披露问题的个人会受到EUWD的保护： 

• 在内部或外部提交了报告，但在相关欧盟国家的指定时限内（三个月或六个月，视具体国家而定）未见相关方

面采取适当的行动。 
• 举报方有理由相信其举报的问题对公众利益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  

• 举报方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向受理此类举报的欧盟国家机关报告该问题，他们有被报复的风险或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可能性很低。 

欧盟国家适用的具体法律和负责受理举报的主管机关的其他详细资料，参见本政策的附录。 

 

您可以在当地法律允许的国家匿名举报可疑的不当行为。 

 

举报问题后，后续会如何跟进？ 

 

mailto:ethics@catalent.com
http://www.catalentmsw.com/
http://www.catalentmsw.com/
mailto:ethics@catal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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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康泰伦特提供的上述任何渠道提出与不当行为有关的问题时，公司将及时对报告做出答复。公司会

在收到任何举报后 7 天内确认收讫。 

 

康泰伦特严肃对待每个指控有不当行为发生的举报。根据指控，康泰伦特可能会任命一名内部或外部调查

人员（或调查员团队）来客观地收集和审核事实，并确定是否发生了任何违反法律、适用法规或康泰伦特

政策的情况。 
 

调查将以独立且对所有当事方公正并不带偏见的方式进行。康泰伦特依照相关法律和原则开展彻底的调查。

调查过程中以及结案后，我们都会尽可能对事件的细节、您的身份以及举报中提及的任何人的身份保密。

调查详情只会被透露给公司内部（或外部）有必要获悉此等信息的人。 

 

除非是为了保证调查的充分性、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CAPA）或者迫于司法或其他法律程序的要求，否则

康泰伦特、审计委员会或康泰伦特的任何董事、管理人员或员工均不得（i）披露任何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

举报者的身份，或（ii）为确定任何匿名举报者的身份而做出任何努力或容忍任何其他人或团体作出的任

何此等努力。 

 

调查人员将以专业、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对待证人。在任何调查结束时，调查人员可能会提出改变建议，

以使康泰伦特能够持续改进并最大程度地降低未来不当行为的风险。如果所报告的不当行为得到证实，则

将通过适当的纠正措施解决该情况。此类纠正措施可能包括澄清公司政策，补充培训，设施或流程变更或

纪律处分。 
 

在可能的情况下，举报方将被告知调查的状况和结果。举报方预计可以在提交报告之后的3个月内获悉最新

进展。但是，康泰伦特对所有员工负有保密义务，包括提出关切的员工以及接受面谈和/或调查的员工。因

此，康泰伦特将尽量让举报方了解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完成时间。但是，出于保密和其他法律因素的需

要，我们有时无法提供有关调查或因此采取的任何纪律处分的具体细节。 
 

 
我是否可以匿名举报问题？ 
 
通过康泰伦特的商业行为热线（www.CatalentMSW.com）举报问题时，您可以选择匿名举报。康泰伦特的商务行为热线

由一家独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管控。这家独立公司允许康泰伦特的员工以及与康泰伦特有业务往来或者有其他互动关系

的人选择以对康泰伦特匿名的方式——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举报问题或事件。 

 
以下是使用康泰伦特的商业行为热线举报问题的人可以选择的身份暴露级别： 

• 保持完全匿名：您选择不向该独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以及康泰伦特透露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 对康泰伦特匿名：您可以选择向该独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但不向康泰伦特透露这些信息。在

这种情况下，服务提供商可以保密的方式，在不向康泰伦特透露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的情况下，联系您以获取关于

举报的更多信息。 

• 共享我的姓名和联系信息：如果您愿意透露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您可以向康泰伦特和独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提供

这些信息。 

虽然您可以匿名举报，但综合各方面考虑，康泰伦特还是鼓励非匿名举报，这样有助于调查取得成效并且提高效率。  

 
要求合作 

 
所有员工都应该与任何康泰伦特指定的调查人员充分合作，提供完整和真实的信息。任何不配合调查或向

调查人员撒谎或误导调查人员的员工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终止雇佣关系。 

http://www.catalentmsw.com/


康泰伦特《畅所欲言政策》第 版 

本康泰伦特公司的政策除用于康泰伦特业务目的外，不得被使用或复制。 
2021年7月12日生效  

第7页，共  页 

 

 

 
已被告知或获悉正在进行的调查且他们拥有潜在相关记录（例如，备忘录、电子邮件、即时通讯、文件、

笔记、照片、录音等）的员工必须保留这些记录并将其提供给康泰伦特和 调查人员。任何故意销毁或更改

潜在相关记录或信息的员工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终止雇佣关系。 
 

禁止报复 
 

对善意举报涉嫌违反任何康泰伦特政策、法律或法规的行为，或配合调查涉嫌违反任何康泰伦特政策、法

律或法规的行为，康泰伦特严格禁止且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处分、报复、恐吓或其他报复行为。有关康泰伦

特禁止报复政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禁止报复政策》或联系您的人力资源代表。 
 

4. 支持性信息 

4.1 术语表 
 

术语 说明 
报复 包括有负面影响的雇佣行为，如解雇、降级、不佳绩效评估或此类行为的

威胁，以及较不明显的行为，如回避、孤立、嘲笑和/或诽谤，并且该行为
是出于或针对善意举报涉嫌违反法律、法规、康泰伦特《商务行为标准》
或任何其他康泰伦特政策或程序的人员。使用威胁或恐吓来防止根据本政
策提出关切或影响调查结果将被视为报复。 

4.2 参考资料 
 

编号 内容 

1 《商务行为标准》 

2 《上报标准》（Escalation Policy） 

3 《禁止报复政策》 

4 《公平待遇政策》（Fair Treatment Policy） 

5 《举报政策》（Whistleblower Policy） 

4.3 政策审批 

本政策已获得以下人员的批准：                                                     

合规与诉讼助理总法律顾问Yevgenia S. Kleiner 

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Joseph Ferraro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Ricardo Pravda 
内部审计副总裁Shetal Patel 
质量与监管事务高级副总裁Scott Gun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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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附录 
1 法国的举报法 
2 德国的举报法 

3 比利时的举报法 

4 意大利的举报法 
 

 
 

5.0 修订记录 
 

版本编号 版本日期 政策作者 更改摘要 

01 2021年7月12日 合规与诉讼助理总法律顾

问Yevgenia Kleiner 
 

初始版本 

02 2023年3月23日 法律与合规经理Bonne 
Leonard 
 

合规与诉讼助理总法律

顾问Yevgenia Kleiner 

更新版，更新内容反映了《欧盟吹哨人指

令》的应用以及康泰伦特的需求与实践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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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举报法 

 

 

主管机关 
 

名称：   法国权利捍卫者（Défenseur des Droits） 
 

举报的问题类型：  所有问题 
 

联系信息： https://equineteurope.org/author/france-dr/ 

 

 

 

欧盟还制作了欧盟制裁举报工具，允许其被当作匿名举报违反制裁行为的外部渠道使用。该工具可以在 
https://eusanctions.integrityline.com找到。  
  

https://eusanctions.integrityline.com/frontpage
https://eusanctions.integrity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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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举报政策 
 
 
主管机关 
 
名称：   Für Gelder, Finanzmittel und Finanzhilfen 
 
举报的问题类型： 资金、融资和财务协助 
 
联系信息：  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 

Servicezentrum Finanzsanktionen 
D-80281 München 
电话：(+49-89) 2889-3800 
传真：(+49-69) 709097-3800 
http://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DE/Service/Finanzsanktionen/finanzsan
ktionen.html 

 
名称：               Für Güter, wirtschaftliche Ressourcen, technische Hilfe, Vermittlungsdienste, 

Dienstleistungen und Investitionen 
 
举报的问题类型： 关于货物、经济资源、技术援助、中介服务、服务和投资  
 
联系信息：            Bundesamt für Wirtschaft und Ausfuhrkontrolle (BAFA) 

Frankfurter Strasse 29-35 
D-65760 Eschborn 
电话：(49) 61 96 908 – 0 
传真：(49) 61 96 908 – 800 
http://www.ausfuhrkontrolle.info/ausfuhrkontrolle/de/embargos/ 

 
 
 
欧盟制作了欧盟制裁举报工具，允许其被当作匿名举报违反制裁行为的外部渠道使用。 
  

http://www.ausfuhrkontrolle.info/ausfuhrkontrolle/de/embargos/
https://eusanctions.integrityline.com/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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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举报法 
 
 
主管机关 
 
名称：   比利时金融情报处理小组（CTIF-CFI） 
 
举报的问题类型： 披露可疑的金融交易 
 
联系信息： 55b1 Avenue de la Toison d'Or 

B-1060 Brussels 
 
电话：+ 32 2 533 72 11 
传真：+ 32 2 533 72 00 
电子邮箱：info@ctif-cfi.be 
 

 
 
 
 

欧盟制作了欧盟制裁举报工具，允许其被当作匿名举报违反制裁行为的外部渠道使用。 
  

mailto:info@ctif-cfi.be
https://eusanctions.integrityline.com/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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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举报政策 
 
 
主管机关 
 
 

名称：   外国事务和国际合作部  
 

举报的问题类型： 国家制裁事宜协调中心 

 
联系信息：            电子邮箱：  dgmo-01@esteri.it 
 
 

欧盟制作了欧盟制裁举报工具，允许其被当作匿名举报违反制裁行为的外部渠道使用。 
 
在意大利，根据第231/2001号法令（“第231号法令(Decree 231)”），每个意大利实体都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监

督机构，名为警戒委员会（或称为“organism di vigilanza”）。如果您想要直接通过康泰伦特的任何境界委员会

进行举报，请使用以下联系信息： 
 
康泰伦特阿纳尼有限责任公司（阿纳尼分公司）警戒委员会：  
 
电子邮箱：organismo.vigilanza@catalent.com 
 
Mai:   Organismo di Vigilanza  
                    c/o  Catalent Anagni S.r.l. 
                    Località Fontana del Ceraso snc – S.P.12 CASILINA N°41 
                    03012 Anagni (FR) 
 
 
康泰伦特阿普利亚股份有限公司（阿普利亚分公司）警戒委员会： 
 
电子邮箱：odv@catalent.com 

v.gullotta@attitudeconsulting.it 
 
邮箱：     O.d.V. c/o Catatalent Italy S.p.A.,  

Via Nettunense km 20,100, 04011, Aprilia (LT)； 
 
 

mailto:dgmo-01@esteri.it
https://eusanctions.integrityline.com/frontpage
mailto:organismo.vigilanza@catalent.com
mailto:v.gullotta@attitudeconsultin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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