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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odesto facility produces specialized PCR tapes that 
use a proprietary 3M adhesive covering.  These PCR lami-
nates cover lab samples in genetic sequencing incubators. 
Our customer for this product is one of two main laboratory 
equipment providers working with the US government to 
create reliable Covid-19 testing in the US. PCR plate sealing 
offers high-temperature stability, biocompatibil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to protect samples during cycling and cold 
storage.  

In Pennsylvania, our team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de-
veloping solutions that help minimize healthcare-acquired 
infections. They also integrate heat pipes, vapor chambers 
and liquid cold plates used to cool DNA analysis applica-
tions that require sets of DNA/RNA samples to be amplified 
to ensure accurate results. Thi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rmal cycling, where the samples are rapidly heated 
to 95° C, then rapidly cooled down. Our solutions enable 
faster response times, more accurate results, and longer 
service life.

Boyd’s engineering design centers are evaluating projects 
like cooling sensors used in portable ultrasound devices to 

detect pneumonia or for early fever detection. 

Another indirect way that Boyd contributes to helping 
global societies through this time is by providing tech-
nology that enables communication. All the solutions 
we provide to enterprise electronics applications like 
data centers, internet distribution, and network con-
nectivity equipment help power connectivity during 
social distancing. These applications have become more 
critical with many people working from home. 

Boyd’s global teams are providing solutions today tha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global communities.  We continue to look for new and 
different ways to help.

Each of us from manufacturing to engineering to ad-
ministration and sales is contributing to Boyd’s ability  
to support critical healthcare needs during this time.  
We are all playing our part to help.

Companies have a unique role to play during this time. We are all being called on  
to quickly adapt and help support healthcare provider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serve our 
customers who are developing the 
applications needed to keep the 
world healthy and running.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通过我们的行动以及我们与
他人的互动方式来塑造 Boyd 的文化。通过以诚
实、正直、包容和尊重的态度行事，我们彼此之
间以及与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和我们经营所在的
社区之间建立信任。作为 Boyd Corporation 的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这些价值观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服务客户，并吸引顶
尖人才在 Boyd 工作。

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旨在帮助您了解 Boyd 的
期望，并指导您如何应对可能遇到的困境。请花
时间阅读和理解本《行为准则》，如果您有任何
问题，可以向我们的许多内部专家寻求指导。

如果您有任何疑虑或发现违反本《准则》的行
为，我希望您立即通知您的领导或致电 Boyd 的匿
名热线。我在此向您保证，我们会以最严肃的态
度处理所有报告，并且绝不允许对提出疑虑或善
意提出投诉的任何人进行报复。我希望我们能继
续营造一个鼓励我们团队敢于直言并保持 Boyd 良
好声誉的环境。

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对我们的行为感到自豪以及
彼此遵守本《准则》，来赢得我们的成功。感谢
您为 Boyd 的成功做出的贡献！

谢谢，

Doug Britt

Doug Britt 致辞
Boyd Corporatio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简介 

1 “Boyd”包括 LTI Holdings，Inc. 及其子
公司和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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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业务的成功取决于员

工、客户、供应商、经销商

和股东对我们的信任和信

心，以及我们对适用法律法

规的遵守。我们通过恪守承

诺、尊重他人、诚信工作以

及以诚实行为达成公司目标

来赢得信誉。

有时，我们都会面临艰难的

道德决策。Boyd Corporation1 

制定了本《商业行为准则》

（“准则”），以概述我们的

期望，并就如何在代表 Boyd 

开展业务时做出艰难和透明

的决策提供指导。Boyd 的工

作场所是指开展 Boyd 业务和

活动的全球任何地方。

尽管我们不能在这里处理所

有问题，但本《准则》应提

供有关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洞

察，以及有关我们如何开展

业务以及上报问题和疑虑的

指导。

您的责任
与 Boyd 合作的任何个人，包括员工、董事、承包
商、实习生和第三方代表（统称“同事”）都应以
诚实、正直的方式开展业务，并遵守本《准则》、
所有 Boyd 政策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请阅读和理解
本《准则》并提出与本《准则》有关的任何问题。

经理的责任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以及与我们接触的其他第三方
能够自由地提出道德和法律问题。作为 Boyd 的经
理，您有责任做以下事情：

n	与您的团队一起创建一个开放和支持的环境，	
让他们知道您会听取并处理疑虑。

n	设定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期望。

n	及时处理道德问题或疑虑。

培训
本《准则》涵盖的信息对 Boyd 保持诚实、正直至
关重要。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同事定期参加有关
本《准则》所涵盖信息的培训。

执行和修订
如果不遵守本《准则》、任何 Boyd 政策或任何适
用的法律或法规，则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直至并
包括终止雇佣关系或您与 Boyd 的关系。

Boyd 保留随时修改和解释本《准则》的权利。本
《准则》中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与任何同事的
雇佣合同。



相互尊重 

我们都应该在有尊严和受尊重的环境中工作。Boyd 致力于创
造这种环境，因为这些核心价值观能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挥自
己的潜力。

防止骚扰和歧视 

Boyd 不允许以任何身份为我们工作或与我们合作的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工作场
所进行骚扰或歧视。这包括基于他人的性别、种族、肤色、民族背景、年龄、宗
教、国籍或血统、民族背景、性取向、性别身份、残疾、怀孕、婚姻状况、退伍
军人身份、公民身份、遗传信息或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其他特征的骚扰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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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情况而定，骚扰或歧视可能会有以下形式：

n	 口头行为 – 例如某些诋毁、玩笑、恶作剧、
绰号、贬损性陈述。

n	 物理行为 – 例如，不文明的手势、妨害行为。

n	 文字骚扰 – 例如，某些笔记、诗歌、海报、字
母、卡通、图画或其他视觉或物理表达。

n	 任何类型的跟踪或欺凌。

n	 依据除个人的技能和资质之外的标准做出业务
决策 – 例如，招聘和晋升。

Boyd 会快速处理所有关于
骚扰和歧视的指控，因为
它们不仅会伤害受害者，
而且还会对目击者造成影
响。此类行为可能是违法
的，可能会使 Boyd 和责
任个人承担责任和受到可
能的刑事指控。即使此类
行为并未达到需采取法律
行动的骚扰程度，但在工
作场所还是不可接受的，
并且可能会违反 Boyd 的
政策。



包容性和多样性 

我们促进包容性并重视我们的同
事、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作
伙伴之间的多样性。作为一家为许
多行业和不同地理区域提供服务的
公司，我们支持和重视这种多样
性，它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组
织。不同的背景、经验和观点让我
们能够处理各种问题并更好地服务
客户，从而赢得未来的发展和成
功。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营造包容的
环境，让他人感觉受到被重视和包
容。

营造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
健康和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是每位 Boyd 同
事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努力维护安全的工作场所，
并设计和制造安全的产品。每位同事都必须以安全
的方式工作，并且遵守安全与健康规则和惯例，及
时报告任何事故、伤害和不安全的设备、行为或条
件，从而保护自己和他人。

此外，我们的工作场所也不存在毒品、酒精、武器
和暴力。我们不会容忍暴力威胁或暴力行为，会利
用适当的法律手段并与执法机构充分合作，以确保
及时对暴力行为和威胁采取行动并作出适当回应。

我们要求每位同事保持警惕，并立即报告任何健
康、安全、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



尊重 Boyd

我们需要 Boyd 的所有同事为 Boyd 的最大利益行事，并维护
我们作为一流技术公司的地位。我们要求所有的同事都认真
对待这一责任，并且不以损害 Boyd 在市场上的地位或声誉
的方式行事。

保护专有信息和知识产权
保护 Boyd 的保密和专有信息以及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委托给我们
的非公开信息，对我们获得成功和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保密和专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内部业务信
息、计划、财务业绩、研发成果、竞争情
报、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新产品开发、定
价数据、客户与供应商的联系信息或列表以
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或材料。没有有效的商
业理由，没有适当的授权和保护措施，我们
不会透露 Boyd 的保密和专有信息。

同样，我们必须保护并尊重第三方的保密信
息和知识产权。如果您获得竞争对手的敏感
信息和保密信息，请立即联系 Boyd 的法务
与合规部。

商业行为准则



以下是可能产生潜在利益冲突的一些示例：

n	如果您的家庭成员被我们的客户或供应商雇
佣，并且该职位可能会在任何与业务相关的活

动中与 Boyd 互动。

n	您的家庭成员是您的直接下属。

n	您对我们的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或承
包商拥有所有权或拥有实质性利益。

n	您在您工作职责范围内的 Boyd 交易中拥
有个人或财务利益。

n	您与 Boyd 的竞争对手签订了自雇协议。

n	您将业务授予由 Boyd 的同事、同事的家庭成

员或同事的近亲拥有或控制的公司。

n	您从事的外部活动会妨碍或干扰您的工作职
责。

我们希望所有的同事都能以最高的诚
信、诚实和公平交易标准行事，防止
我们的个人利益和 Boyd 利益之间产生
冲突。当我们的个人关系和财务利益
与我们的工作职责相碰撞时，可能会
产生利益冲突。您需要仔细了解这些
潜在冲突，以确保它们不会影响您的
决策或损害 Boyd 的声誉。

确定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并非总是易
事。如果您认为自己存在潜在的冲突
或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经理、人
力资源部或 Boyd 法务与合规部，以获
得进一步指导。

避免利益冲突



保留准确的记录
准备和维持准确的业务和财务记录对于我们做出合理的业
务决策、衡量成功并向客户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提供数据
至关重要。

所有公司记录、资金和资产必须在 Boyd 的常规账簿和记录
中正确披露或说明，并且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
依法录入。

您还必须遵守与业务记录有关的以下要求：

n	您不得不当地影响、操纵、误导或干扰任何审计。

n	您不得进行或促使他人进行任何虚假记录或省略任何重大
信息。

n	您不得为产品或材料创建或提供任何虚假或误导性的内
容、测试或认证数据。

n	严禁为任何非法或非业务相关的目的而使用资金、其他资
产或提供服务。

n	您不得创建或参与创建任何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文件来支持
资金的支付或接收。

n	您不得创建未公开或未记录的账户、资金或资产。

n	您必须保留完整和准确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合并记录、费
用报告、生产和库存盘点、考勤卡、质量报告、销售记
录、出勤声明和供应商文件。

n	您必须根据任何适用的文件保留政策保留和处理信息（例
如，电子邮件、电子文件、纸质文件、市场调研、财务文
件等）。

如果一个同事发现错误或误导性的记录，或被要求在 Boyd 

的账簿或记录中进行此类录入，请立即联系首席财务官或法
务与合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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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和费用
我们要求您在代表 Boyd 出
差或开展业务时承担责任。
所有开支和行为都需要符合 

Boyd 的全球差旅和费用政
策。

使用公司资源和网络
安全
Boyd 为您提供各种资源，例
如，时间、材料和设备，帮
助您有效地开展工作。

不得不当使用公司资源。公
司资源应用于业务目的，但
也可以出于有限的个人原因
而进行使用，只要不干扰您
的工作职责，并且不用于访
问或管理不当内容或不以任
何方式对 Boyd 产生负面影
响。

如果您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
的网络安全已被侵犯或丢失
了可能存储有 Boyd 信息的任
何财产（例如，您的笔记本
电脑），请立即向信息技术
团队报告。



参与公平竞争
我们参与道德、公平和激烈的竞争。以下是确保我们
在市场上参与合法和公平竞争的几个准则：

n	 我们会做出独立的定价和营销决策，不会非法与我们
的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或其他第三方协调我们的
活动、竞标或定价。

n	 我们不会同意和竞争对手一起操纵竞标，分配客户
或市场或者抵制供应商或客户。

n	 [g10]我们绝不会发表诋毁竞争对手的言论，以获
取竞争优势或以损害竞争对手为唯一目的达成业
务协议或奉行战略。[/g10]

n	 我们不会和竞争对手分享竞争敏感信息（例如，价
格、成本、市场分配等）。

n	 我们仅利用合法来源收集有关我们竞争对手的信息，
不会以非法和不道德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信息。

n	 同事不得将前雇主的敏感和保密信息带入工作场
所或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信息。

尊重其他公司
Boyd 的成功在于品质、服务和诚信方面的声誉。我们与其他公司和
竞争对手的互动方式让我们赢得声誉，与其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最终促成我们的成功。

我们希望您公平地与 Boyd 的竞争对手及其员工以及我们开展业务的
其他公司交易。我们不得通过操纵、隐瞒、滥用保密信息、虚假陈
述重大事实或任何其他不公平的商业惯例来不公平地利用他人。



非政府官员
严禁收取佣金、个人回扣或金钱、财产或服务付款，以
便获得、授予或开展业务或任何其他特殊对价。当您代
表 Boyd 赠送或接受礼物以及向第三方提供餐饮、招待
或其他商务礼遇时，您应该小心谨慎。我们希望避免这
些可能被视为贿赂的行为，因此最好不要经常提供此类
商务礼遇，如果您需要提供，请注意其适当的价值。

我们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接受或提供惯
常的商务礼遇、招待或礼品。

在适当的情况下，Boyd 可能会为实际或潜在的客户或其
他业务伙伴支付合理的差旅费，而这些支出与促销、演
示或解释 Boyd 的产品和服务或 Boyd 与此类业务伙伴履
行合同直接相关。在这些情况下，必须获得 Boyd 法务
与合规部的事先书面批准。

不当支出：礼品和招待
Boyd 及其同事代表公司采取的行动受到 Boyd 所在国家的反贿赂法的严格监管。Boyd 致力于
仅凭借我们产品和服务的优势参与竞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提供或接受贿赂或不当
支出。

2“政府官员”包括 (i) 任何政府部门的官员
或雇员、政府所有或政府控股的公司或
公共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ii) 任何政党、政党官员以及政治职务
候选人、在政府机构中从事公共职责的
任何人（包括政府当选或任命的任何级
别的官员或雇员）；或 (iii) 以官方身份
为政府、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行事的任
何人。

商业行为准则

政府官员2 

提供礼物、招待或其他商务礼遇
很可能会构成利益冲突，并被视
为贿赂。如果您与政府官员互
动，这些行为尤其容易引起问
题。禁止向政府官员提供或承诺
向政府官员提供现金付款、贷
款、资金、政治或慈善捐赠、其
亲戚的带薪或无薪工作或实习机
会、服务、礼物或其他任何有价
值的东西，以影响其任何决策，
无论是否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
也禁止间接或通过第三方中介机
构进行付款。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处理上述情
况，请向您的经理、人力资源部
门或法务与合规部寻求指导。 在提供或接受商务礼遇或招待之前，请叩问自己以

下一些问题：

n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这样做？ 

n	它是否合法支持我们的业务？  

n	价值是否适中、合理、相称和符合习惯？  

n	是否会被视为试图不当影响业务决策或行动？  

n	如果该事件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会让您或 

Boyd 感到尴尬吗？ 



代理商、分销商、顾问和其他第三方的使用
Boyd 偶尔会聘请第三方代表其行事，包括代
理、分销商、顾问、承包商或其他第三方	
（本《准则》中称为“代理”）。所有代理都
对 Boyd 标准和政策负责，包括本《准则》。

在与代理签订任何协议之前，您必须进行充
分的尽职调查。 	

这包括确认代理是否有资格执行该工作、代
理人是否与政府官员有任何个人或专业联系
以及通过以往客户进行背景调查。

与代理签订的每一份协议都必须以书面形式
签署，并得到首席商务官和法务与合规部的
事先批准。





隐私和个人信息
我们的员工、董事、业务合作伙
伴和其他人员都会将个人信息委
托给我们。

我们必须根据所有适用的法律和
法规、Boyd 政策和适用的协议，
保护此敏感数据，对其进行保密
和保护。您绝不能将个人信息用
于任何非预期目的，并且在允许
的情况下，仅应在需要了解的基
础上共享这些信息。如果您认为
个人信息被不当收集、使用或披
露，请立即联系您当地的数据隐
私官或数据保护代表（欧洲）、
人力资源部或法务与合规部。

遵守法律
Boyd 致力于完全遵守我们业务开展所在地的所有法律、规则和法
规。您应该寻求指导并了解适用于您为 Boyd 所做工作的当地法律、
标准和习俗。

如果法律与本《准则》或任何 Boyd 政策有冲突，或者您不确定自己
的行动是否被法律或 Boyd 政策允许，您应向该地区的专家（例如，
人力资源部门或法务与合规部）寻求建议。

商业行为准则

本《守则》无意干扰您从事与您的雇用条款有关的、受法律保护的对话或活动的自由，包括但不限于在适用情况
下美国同事根据《国家劳动关系法》享有的权利。

全球贸易 

所有政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们商品和服务
的进出口。我们应完全遵守所有贸易法、禁运和
经济制裁。除非法律或法规另有授权，否则我们
不会交付任何包含受美国制裁方（包括但不限于
美国财政部、美国商务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所指定的国家和特别指定国民）或受美国制裁国
家的任何部件或材料的产品。

在跨境传输软件、技术数据或任何技术时，尤其
要谨慎，因为可能存在监管此类信息和技术共享
的严格贸易法规。这包括但不限于在我们支持美
国航空航天和国防采购合同的设施中遵守所有	
《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

如果您对全球贸易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经理
或法务与合规部。



人权和公平劳动惯例
Boyd 重视每个人的尊严和人权，并在我们开展业务的所有地点都坚持公
平的劳工惯例。我们还希望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合作伙伴能够坚守
这些价值观。

我们不容忍任何形式的人口贩卖、奴隶、奴役、强迫和强制劳动或童
工。我们致力于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人权和劳动与就业法律、规则和法
规，包括但不限于与结社自由、集体谈判、移民、工作时间、工资与工
时有关的内容。Boyd 致力于在我们的业务和供应链中实施和推行有效的
系统和控制措施，以降低此类做法的风险。

Boyd 严肃对待人权侵犯和公平的劳动惯例，并会迅速采取措施来处理任
何问题。这可能包括向执法部门报告，并采取纪律处分措施，直至并包
括终止雇佣关系和业务合同。

遵守社会责任
Boyd 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并在商业和我们所居住的
社区中做正确的事情。我们重视正直诚信、安全、多样
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努力保持透明、负责，并随时回应
我们的同事和利益相关者。

商业行为准则



环境和可持续性 

Boyd 遵守所有监管产品内容以及潜
在危险材料的使用、排放、储存、运
输和处置的适用法律与法规。我们努
力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环境影响的方式
开展业务，并有效使用资源，最大程
度地减少浪费，并尽可能地进行再利
用或回收。我们提倡保护环境，并使
环境责任成为工作和家庭中的一种习
惯。

如果您有理由认为潜在危险材料未被 

Boyd 正确处理，或者环境控制设备未
得到适当监控和维护，请立即联系您
的经理或法务与合规部。

慈善和政治捐献
Boyd 会向与我们的企业使命保持一致的
慈善机构进行捐献，并为我们业务开展
所在的社区提供支持。Boyd 在做出任何
捐献前都遵循严格的批准流程，以确保
慈善机构合法且捐献符合适用法律和公
司政策。严格禁止以任何不正当或优惠
待遇为回报的捐赠。

同事不得代表 Boyd 进行政治或慈善捐
赠。同事可以进行个人捐献，但禁止向 

Boyd 报销此类捐献。



问题和举报
如果您对本《准则》有任何疑问，或希望举报您认为可
能违反本《准则》的情况，请联系以下任何人员：

n	 您的主管或经理
n	 人力资源部
n	 法务与合规部
n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n	 任何其他 Boyd 领导

此外，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独立的第三方托管的道德
热线联系，以匿名方式并以您所选择的语言举报可能违
反本《准则》、任何 Boyd 政策或法律的任何行为：

n	国际直拨和美国：  
+1 (844) 990-0400

n	本地电话号码： 
前往 www.lighthouse-services.com/boydcorp，	
以查找您所在国家的当地免费电话号码。

n	在线提交： 	
前往 www.lighthouse-services.com/boydcorp。

Boyd 鼓励透明和开放的文化，我们不允许对善意提出真
实的道德、法律、健康和安全问题或其他疑虑的任何个
人进行报复。报复是指阻碍某一个人进行举报或参与调
查的任何负面行为。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受到报复，请
立即举报该行为。

2020 年 6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