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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政策声明 
 

全球商业行为标准政策（“政策”或“全球标准”）支持 Lam 的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商

业行为标准，我们希望 Lam 及其子公司（“Lam”或“本公司”）的每位员工都能遵守

本标准。本政策为其他 Lam 政策和程序之补充，并不能替代其他政策和程序，但亦约束

您的行为。您必须阅读并理解本政策，始终以合乎道德的方法行事，践行高标准，做出

良好的判断。因为本政策涉及的主题十分重要，所以您必须在受聘时以及受聘之后定期

签署文件，确认您理解并遵守本政策。 
 
本政策基于各种法律以及本公司政策。违反这些法律可能导致民事或刑事处罚，本公司

及其员工亦会遭受处罚。 
 
如果您对本政策涉及的主题有疑问或疑虑，您应该寻求指引，并按照本政策要求，及时

向 Lam 法务部门（“法务部”）或道德与合规团队进行任何披露。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秘密联系我们的道德与合规团队 (ethics@lamresearch.com)。您亦可访问 
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或致电 1-855-208-8578（美国），联系我们的道德帮助热

线。若要查找其他国家的电话号码，请访问 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为了便于参考，本政策涉及的主题编制在主要标题之下。这些标题代表了我们彼此的关

系，我们与本公司、其他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有些主题可能适用于多个团体。 

Lam 可能会随时修改或撤销本政策中的任何规定，恕不另行通知。 

1.2 相关方 
 

本政策覆盖全球，适用于 Lam 的全体员工、临时工、承包商及顾问。人人皆有责任遵守

本政策。法务部负责解释本政策。 
 
1.3 管理和执行 

 
首席法务官委派的代表是本政策的管理人，可根据需要修改本政策。本政策的例外情况

需经首席执行官及首席法务官或首席合规官的批准。本公司的运营高管（如运营总监或

副总裁）应该按照本政策，制定适当的程序和准则。这些应该独立发布，妥善存储（如

存储在 SharePoint），以便供有需要的人访问。 
  

mailto:ethics@lamresearch.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LGL-1000- 全球商业行为标准政策 - 版本 18.0 
 

 
 

Lam Research Corp. 如果打印则为非受控文件。 
打印日期：July 29, 2021 

 

3                机密 

 
 

1.4 定义 
 

“Lam”或“本公司”系指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 
 
“本政策”指的是此全球商业行为标准，包括全球商业行为标准中

提及的本公司的任何其他政策。 
 
“您”指的是本政策适用的每个人。 
 
1.5 决策清单 

 
因为不可能预期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所以此清单也许能帮助您解

决困难情况。 

 

如果您未查看相关政策，请先查阅再继续。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回答为“否”，请勿参与此行为。如果您不确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请向相关人士（例如您的经理、法务部或道德与

合规部）寻求指引。 
  
如果所有问题的回答均为“是”，请继续。 

  

Would I feel comfortable if my decision were reported in the news? 

Is my conduct legal?

Is my conduct consistent with Core Values?

Is my conduct ethical? 

Have I looked at the relevant policies? 

我们的核心价

值观 
 
• 成就 

 
• 诚信正直 

 
• 创新与持续改进 

 
• 相互信任和尊重 

 
• 开诚布公 

 
• 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

识 
 

• 团队合作 
 

• 始终为 客户、公

司、个人着想 
 

 
 

我是否参阅了相关政策？ 
 

我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  
 

我的行为是否与核心价值观一致？ 
 

我的行为是否合法？ 
 

如果我的决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我是否会对此感到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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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本公司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我们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专业的工作

环境，让员工有机会充分发挥潜力。 
 
2.1 公平的劳动关系 

 
我们秉承机会均等的原则。本公司承诺，按照任何受适用法律保护

的类别，在雇佣政策、实务和程序中提供平等雇佣机会且禁止歧

视。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员，您有责任维护这些标准，并遵守本

公司的这些政策。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全球雇佣政策。 
 
2.2 杜绝任何形式的骚扰 

 
我们承诺提供无骚扰的工作环境，无论是言语、身体还是环境上的

骚扰。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员，您有责任维护这些标准，遵守我

们的零骚扰政策。 
 
2.3 打击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 

 
我们承诺公平和人道的劳动关系，不容忍强迫劳动、抵押劳动或契

约劳动。我们不使用未满法定工作年龄的工人。作为我们员工队伍

的一员，您有责任维护这些标准，遵守我们的全球雇佣政策。 
 
2.4 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我们遵守与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有关的适用法律和法规，努力确保

为员工及他人营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在日常运营中，我们将安全和

健康融入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和服务之中，把安

全置于首位。 
 
我们不容忍对员工、承包商或访客作出威胁、实施威胁行为或暴力

行为。 
 
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员，您有责任维护这些标准，遵守我们的环

境健康和安全政策 以及全球安全工作场所暴力政策。 
  

 
安全示例 
 
问：我有一个安全疑

虑，但是我担心提出疑

虑会减慢生产，而且我

们可能因此错过客户的

截止日期。我该怎么

做？  

答：虽然截止日期很重

要，但健康和安全是重

中之重。请立即提出疑

虑，即使这意味着减慢

生产或错过截止日期。 

 

个人身份信息 
 
示例包括社会保险号

码、出生日期、公民身

份、性别、种族、护照

号码、住址和电话号

码、驾驶执照信息、受

教育信息、家庭情况、

员工身份证号码和照

片。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2004%20-%20Environmental%20Health%20and%20Safety%20Policy?d=wb640276bab1442cb8e25d91212eebe3f&csf=1&web=1&e=0mvnS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2004%20-%20Environmental%20Health%20and%20Safety%20Policy?d=wb640276bab1442cb8e25d91212eebe3f&csf=1&web=1&e=0mvnS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1015%20-%20Global%20Security%20Work%20Place%20Violence%20Policy?d=wa66d40aeca6d4af4a0ba365eaf0f6815&csf=1&web=1&e=xBZms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1015%20-%20Global%20Security%20Work%20Place%20Violence%20Policy?d=wa66d40aeca6d4af4a0ba365eaf0f6815&csf=1&web=1&e=xBZms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1015%20-%20Global%20Security%20Work%20Place%20Violence%20Policy?d=wa66d40aeca6d4af4a0ba365eaf0f6815&csf=1&web=1&e=xBZm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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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护员工信息 

 
我们尊重同事个人身份信息的隐私性和保密性。个人身份信息一般

指的是由 Lam 保存的可识别员工身份的信息。我们仅会出于业务、

法律或合同需要，保存员工记录；仅限出于正当目的需要该信息的

人士访问及知悉相关记录。 
 
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员，您有责任确保和维持您所访问的任何个

人身份信息的保密性。欲知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人力资源代表。 

3 我们与公司的关系 
 

保护 Lam 的资产是本公司获得成功的关键。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

员，您有责任将本公司资产仅用于正当商业目的，保护它们免受未

经授权的使用或损失，酌情保密，并且不得出于任何非法或不正当

目的使用 Lam 的资产。 
 
3.1 保护机密信息 

 
每年，Lam 将大部分收入投入到研发之中。Lam 保护这些投资的方

法之一是维护信息的机密性。但是，应该予以保密的信息并非仅限

技术信息。披露任何非公开信息，包括 Lam 的财务表现、商业计划

及客户或供应商信息，均可能对 Lam 造成重大损害。 
 
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以保护机密信息，具体如下： 
 

• 仔细查阅并遵守我们与机密信息相关的政策，包括我们的全

球信息安全政策和数据安全程序。 
• 在沟通 Lam、客户或其他第三方的相关事宜时，应始终考虑

受众； 
• 发送信息和附件之前先检查，以防止意外传播机密信息；及 
• 在您任职期间或为 Lam 服务期间及之后，应始终严格保密所

有机密或专有信息。 
3.1.1 Lam 的机密信息   

 
我们保护本公司的机密信息。在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与外部方

分享任何机密信息之前，确保 确保已签立经法务部批准的适

当的《保密协议》(NDA)。 
 
《保密协议》是法律协议，说明个人、团体或公司必须如何

机密信息示例 
• 非公开技术数据、

商业秘密及其他非

公开知识产权 
• 工具性能数据 
• 未发布的产品或营

销计划 
• 配方、方案、图纸

或软件开发 
• 非公开财务信息，

包括运输、营收、

利润、产品及其他

费用信息以及预测 
• 组织机构图和工资

等员工信息 
• 客户和供应商机密

信息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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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其他个人、团体或公司向其披露的信息。《保密协议》

涉及的范围通常很小。《保密协议》应该涉及您希望做出的

披露，并就其他方使用机密信息设立适当的限制。 
 
如果现有《保密协议》未适当涵盖某信息，则避免披露此类

信息，直到签订适当的《保密协议》。此外，应该理解并遵

循《保密协议》中所述的任何标识及通知要求，以便本公司

全面保护该《保密协议》。 

3.1.2 他人的机密信息 
 

正如我们保护 Lam 的机密信息一样，我们还必须保护第三方

的机密信息。您必须按照法律、同此类第三方签立的合同协

议及最高商业标准来处理第三方的机密信息。 
 
在同第三方交换机密信息前，确保已签立经法务部批准的

《保密协议》。如果您按照《保密协议》获得了第三方机密

信息，请确保遵守该《保密协议》的条款。 
 
客户信息。就我们的客户而言，属于客户但不公开发行的信

息通常被视为客户机密信息。此类信息可能已经或者尚未根

据《保密协议》予以披露。此外，客户可能在合同中特别禁

止我们提及他们是我们的客户。您必须遵守客户指定的保密

要求。 
 

• 遵循我们的全球信息安全政策和数据安全程序中的客户信息

分类及处理程序。 
 
竞争对手信息。就我们的竞争对手而言，我们希望与其公平

竞争，并不想获取他们的机密信息。当您同竞争对手的工作

人员交谈时，需要非常谨慎，避免接收任何机密信息。 
 
如果您获得了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您必须以合法及合乎道

德的方式对待此类信息： 
 

• 使用来自公共可用来源的信息，例如 已发表的文章、

新闻稿、广告和公共记录； 
• 不歪曲自己或使用不正当手段； 
• 不向求职者寻求其他公司的机密信息； 
• 不把属于前任雇主的机密信息带到 Lam 的场所或系统

中，或者使用来自前任雇主的机密信息； 
• 在与竞争对手沟通时，明确表示您不想要竞争对手的

保护机密信息 

 
必须妥善保管机密信

息，不需要访问此类信

息的人均不得查看或访

问。 

 

您不在办公桌旁时，应

将含有机密信息的文件

放于抽屉或文件柜锁

好。不得以电子格式将

此类信息存储在不需要

知道该信息的人员可以

访问的服务器上。 

 

欲知保护机密信息的其

他措施，请查阅本公司

政策，包括我们的全球

信息安全政策和数据安

全程序。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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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或专有信息，他们应该只在获授权做出披露的情

况下分享信息；及 
• 不接受或使用任何通过不当手段获取的信息。 

 
如果您掌握了竞争对手的机密信息，请通过竞争信息部门的

流程（可由 Lam 的法务部进行审核）进行沟通，或立即联系

法务部。除非您的竞争信息部门或法务部联系人指示，否则

不应分享、分发或分析这些信息。 
 
未经授权使用或披露某人的机密信息或商业秘密，可能导致

民事和刑事处罚。如果您关于使用或披露机密信息有任何疑

问，请咨询法务部。 
 

• 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全球信息安全政策、数据安全

程序、技术控制计划、 
竞争情报政策和竞争情报程序。 
 

3.2 保护知识产权 
 

Lam 的知识产权（我们的商标、标识、版权、商业秘密、“诀窍”

和专利）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资产。我们在 Lam 生成的知识产权，有

助于 Lam 的成功，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这些资产免遭未经授权披露

或滥用。请务必确保，未经授权不得将 Lam 的名称用于认可第三方

产品和服务，并在使用我们的商标和标识之前，获得公司通讯部的

批准。 
 
我们也尊重第三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其机密信息免遭未经授权使用

和披露。不当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可能会让 Lam 和我们的员工遭受

民事和刑事处罚。 
 
此外，我们遵守受我们控制的电脑和网络电脑存储区域上软件的版

权。不得以违反该软件的许可协议或版权法的方式复制、安装或以

其他方式使用该软件。安装的软件如未经信息技术部门事先批准，

请先获得首席信息官的批准。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包括很多内

容，例如商标、版权、

商业秘密、诀窍、发

明、创意和专利。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TD-41282%20-%20Technology%20Control%20Plan?d=w32b692b2bee84fe4b47fc6aca6a546dd&csf=1&web=1&e=CuA1N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MK-01086%20-%20Competitive%20Intelligence%20Policy?d=wb6a17de673794499be54a13e0c19083d&csf=1&web=1&e=DSYDC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MK-41435%20-%20Competitive%20Intelligence%20Procedure?d=wb8adc02fb15a4805adc53747b1104f54&csf=1&web=1&e=cAJ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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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保财务诚信和责任 
 
人人皆有责任确保我们代表 Lam 花费的款项属合理开支，我们的记

录准确且完整。这包括我们财务诚信的方方面面，从花钱的方式到

会计实务及与第三方交易。 
3.3.1 准确的会计实务 

 
我们确保记录准确且完整。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员，您必

须： 
 

• 按照本公司要求，准确及真实地编制报告（如费用报

告、时间卡、销售和制造报告）。 
• 按照我们的财务政策执行交易。 
• 未在我们的财务系统中予以适当记录及披露，不得进

行任何交易或建立任何秘密账户，以获取、保留或处

置本公司资产。 
• 不得出于任何理由，在我们的簿册和记录中做出虚假

或具误导性条目，或者提供可能导致做出此类条目的

信息。 
• 没有足够的文件支持或出于文件描述之外的任何目

的，不得代表 Lam 做出任何形式的支付。 
• 在您签署合同（包括《保密协议》），批准交易，或

者查看、核销或保留 Lam 的资金或资产前，应该获得

必要的审核和批准，并确保您按照我们的全球批准和

签名授权政策获得适当授权。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财务政策，包括我们的全球批

准和签名授权政策。 
3.3.2 保留记录 

 
我们按照记录保留政策维持并销毁记录，您应该按照我们的

政策要求维持记录。法务部也可能出于法律或审计目的要求

您保留某些记录。可能以“证据保全”形式，通知不可销毁

某些记录。您必须遵守证据保全，保存其中描述的所有电子

和书面纸质记录，包括电子邮件、草稿和副本，直到您收到

法务部的进一步指示。如果您察觉政府的调查或诉讼涉及 
Lam，则禁止丢弃或删除与主旨事项有关的记录。立即联系

法务部。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全球记录管理政策、全球记录

管理程序和全球记录保留计划。 

 
财务诚信 
《签名授权政策》规定

大多数合约都需经法务

部审批。 未遵循该政

策，不得代表 Lam 签

订《保密协议》或任何

其他合同。 
 
您必须确保我们的财务

记录准确且完整。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1000%20-%20GLOBAL%20RECORDS%20MANAGEMENT%20POLICY?d=w5361bb9f66d94f5fb8cacb679ea7670c&csf=1&web=1&e=MbOS9Y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41206%20-%20GLOBAL%20RECORDS%20MANAGEMENT%20PROCEDURE?d=w3f7ed2206a884253a28067aba4294774&csf=1&web=1&e=LbDyP1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41206%20-%20GLOBAL%20RECORDS%20MANAGEMENT%20PROCEDURE?d=w3f7ed2206a884253a28067aba4294774&csf=1&web=1&e=LbDyP1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3001%20-%20GLOBAL%20RECORDS%20RETENTION%20SCHEDULE?d=w584036b9821f4bdeb7d89a163f8fdc26&csf=1&web=1&e=ksSN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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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负责任地使用 Lam 的资产和通信系统 
 
Lam 为我们提供工具和设备，让我们有效开展工作，但希望我们认

真负责，明智、有所限制地利用这些资源。个人使用本公司财产是

次要的，只有在不干扰您工作且不违反本公司政策的情况下才可以

接受。您不得将 Lam 工作人员的时间或资源用作个人目的。 
 
您在使用 Lam 的通信系统时，必须遵守我们的通信系统使用政策，

无论您是在现场还是场外访问 Lam 的系统。不得以非法、不道德或

违反本公司政策的方式使用 Lam 的系统，例如传播带威胁、淫秽、

骚扰或歧视的信息，分发连锁邮件，赌博或打游戏。 
 
凡使用 Lam 的任何通信系统创建、传播、接收或存储的数据，现在

且今后都是 Lam 的财产。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使用本公司资

源，都不够隐私。Lam 保留根据适用的数据隐私法，在其感兴趣的

情况下，审查所有商业通信系统的内容，审查其设施、商业文件和

办公室的权利。 
 
在使用本公司发行的移动设备或个人移动设备访问 Lam 的通信系统

和数据时，您必须保护设备上的机密或专有信息，并使用安全的数

据管理程序。禁止在个人移动设备上存储任何本公司信息，获批准

的公司数据存储库和应用程序除外。Lam 可能出于正当业务目的，

要求访问移动设备，例如，调查有关违反政策的指控或实施证据保

全。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通信系统使用政策、全球信息安全政

策及移动设备使用程序。 

3.5 避免利益冲突 
 
当我们的个人利益干扰 Lam 的最大利益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虽

然通常情况下您可以自由从事个人财务和商业交易，但这种自由是

有限制的。您必须避免以下情况：(i) 您的忠诚在 Lam 的利益和您自

己的利益之间有所抵触；(ii) 将损害您履行工作的能力；或 (iii) 有任

何出现利益冲突的迹象。 
 
如果及时披露，可以避免或解决利益冲突。如果您正身处于可能存

在实际、潜在或感知到的利益冲突的情况，请务必根据我们的利益

冲突程序 (LGL 41207) 予以披露并获得批准。您不可以在这些方面

妄自判断。可能的回应包括：(i) Lam 目前没有反对意见，视情况而

定并待日后审议；(ii) 您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冲突，让 Lam 满意；

 
使用 Lam 的资

产 
 
Lam 的资产包括设备，

如复印机和电话；电脑

硬件、软件、网络、电

子邮件和互联网接入；

我们存储在本公司场所

的其他财产（如我们的

工作文件和其他文

件）；以及我方人员办

公期间的工时和技能。 

 
 
 
 
 
 
 
 
利益冲突 
 
如果您正身处于可能存

在实际或潜在或感知到

的冲突的情况，或您对

当前情况中是否存在冲

突存有疑问，请务必予

以披露。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IST-1002%20-%20COMMUNICATION%20SYSTEMS%20USE%20POLICY/ist1002.docx?d=w3fabe88684194919a72cb042a3f650bd&csf=1&web=1&e=eErvN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IST-1002%20-%20COMMUNICATION%20SYSTEMS%20USE%20POLICY/ist1002.docx?d=w3fabe88684194919a72cb042a3f650bd&csf=1&web=1&e=eErvN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GSD-1021%20-%20Mobile%20Device%20Use%20Procedure/GSD1021.docx?d=w063858b2243f404cae0c05852061307a&csf=1&web=1&e=faGsw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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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iii) 不允许进行该活动。 
 
及时披露以避免任何实际、潜在和感知的利益冲突很重要。使用此

员工利益冲突、礼物和娱乐披露表披露所有冲突。查看利益冲突程

序以了解更多信息。 

3.5.1 提供或接受礼品、餐饮、旅行和娱乐 (GMTE) 
 

价值适当的商务礼品、餐饮和娱乐属于惯常商务礼遇，可以

促进亲切的工作关系。然而，您必须避免提供或接受可能造

成利益冲突的礼物、餐饮、娱乐或其他商业礼遇。在任何情

况下，礼品、餐饮、娱乐或商务礼遇都必须： 

• 出于合法业务目的，即推广 Lam 设备和服务并建立业

务关系； 

• 在时机上合适； 

• 与资历级别相称； 

• 价值适中且不频繁（不奢华或过度）； 

• 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并且 

• 与 Lam 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并且公开后不会给 
Lam 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员工必须遵守 Lam 的礼品、餐饮、旅行和娱乐 (GMTE) 政策

和程序，该政策和程序包含与给予和接受 GMTE 相关的具体

要求（例如，支出和累积限额）和禁止情况。Lam 严格遵守

所有与反贿赂和反腐败相关的适用法律和法规。员工不得在

违反我们政策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向公职人员或国有实体给

予、提供、承诺或授权 GMTE。在与国有实体和公职人员打

交道时，风险会增加，提供过多的餐饮或娱乐可被视为不当

优势。Lam 的 GMTE 政策和程序在获许可事项及需要进一步

批准和指导的情况上引导员工。您还必须遵守本公司的费用

报销政策和程序，并适当记录所有费用。 
 
我们业务合作伙伴（包括公职人员和国有实体）的政策或其

与 Lam 签署的合同中，可能包含不同的 GMTE 和其他商务

礼遇要求。您需要了解并遵守适用的要求。如果我们业务合

作伙伴的要求与 Lam 的要求不同，您必须遵守最严格的要

求。这在与公务员或国有实体员工打交道时尤为重要。 
 
赠送和接受礼物。  通常可提供价值适中的广告物件或礼品

 
 
礼品、餐饮、

旅行和娱乐  
 
• 您必须知道哪些情

况需要事先获得批

准。所有事先批准

申请都必须使用此

礼品、餐饮、旅行

和娱乐披露表提

交。 
 

• 各国有不同的规

则，限制我们向政

府官员提供礼品和

商务礼遇的能力。

您在向政府官员

（包括国有或国营

实体的员工）提供

礼品或其他商务礼

遇之前，请首先咨

询法务部。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565%20-%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rocedure?d=wd7d7685ab7514c60a9dcc8de7476a535&csf=1&web=1&e=HjTal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565%20-%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rocedure?d=wd7d7685ab7514c60a9dcc8de7476a535&csf=1&web=1&e=HjTal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011%20-%20Global%20Corporate%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olicy?d=wbcc5135c8fdf4bf08fab914fc19498cc&csf=1&web=1&e=XqJkx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41168%20-%20Global%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rocedure?d=wb9643a2a3f7a4aa8906d5e94c68ee6b7&csf=1&web=1&e=Y39PBV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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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价值不高于 150 美元）。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地习俗

可能要求交换价值大于 150 美元的礼品，请在提供或接受此

类礼品之前，获得您所在管理链中 CEO 工作人员，以及您

的经理和道德与合规部的批准。较低限额适用于向公职人员

和国有实体员工提供的礼品，任何超出这些限制的请求都必

须经过您管理链中的 CEO 工作人员、您经理和道德与合规

部事先批准，方可提供礼品。禁止提供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如礼品卡、付款或贷款）。您不得使用 Lam 的资金或个人

资金提供礼品，否则即违反本政策。 
 
差旅。员工在确定提供或接受旅行可能是否适当时，必须遵

守《礼品、餐饮、旅行和娱乐政策和程序》。旅行不应与商

业交易结合，以免不当地 影响第三方，而且向业务合作伙伴

或公职人员提供任何旅行，均需要获得道德和合规部事先批

准。所有旅行必须与 Lam 产品和服务的促销、展示和说明有

关。支付第三方所产生的合理商务旅行费用，必须遵守 Lam 
的差旅政策，包括全球差旅政策和全球公司费用卡和费用报

销政策以及证明费用的适用发票和适当文件。员工不得接受

第三方支付的旅行费用。如果第三方主动支付您的旅行费

用，请联系道德和合规部。 
 
请使用此礼品、餐饮、旅行和娱乐事先批准表提交所有 
GMTE 事先批准申请。 

3.5.2 外部雇佣或协会  
 

我们不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忠诚抵触或干扰我们在 Lam 的职责

的外部雇佣。示例详见利益冲突程序附录 B。您必须向您的

经理及道德和合规部披露所有外部雇佣。 
 
如对某公司或个人是否属于我们的利益冲突程序附录 B 所列

的类别有疑问，您还必须得到您的经理及道德与合规部事先

批准。 

3.5.3  外部管理职务  
 
虽然加入其他组织的董事会或许可以提高您的专业技能和领

导能力，但也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如果您作为任何组织的董

事会成员，遇到与 Lam 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您应该划清界

线、避免参与，或退出董事会。请参阅我们的利益冲突程序

附录 B，了解必要的披露和批准要求。 

 

 
 
外部雇佣 
如果有人企图聘请您，

导致您可能在正常工作

时间内或使用本公司资

产从事兼职工作，则必

须加以避免。 

 

 

外部管理职务 
在接受其他公司的董事

会职务之前，需要按照

这些指南的要求获得相

应批准。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CCO-6009%20-%20GLOBAL%20TRAVEL%20POLICY/cco6009.docx?d=w96b367a3f3384b01a9367be460823b37&csf=1&web=1&e=1WeCN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011%20-%20Global%20Corporate%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olicy?d=wbcc5135c8fdf4bf08fab914fc19498cc&csf=1&web=1&e=WAdlac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011%20-%20Global%20Corporate%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olicy?d=wbcc5135c8fdf4bf08fab914fc19498cc&csf=1&web=1&e=WAdlac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23mAkQLJKU6yLJdkQQ0DdbdAet-ZV2JHjequRLMn-b9URTdPUDhMTkhLSVVISUdMSVJKTlVBUk43Mi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23mAkQLJKU6yLJdkQQ0DdbdAet-ZV2JHjequRLMn-b9URTdPUDhMTkhLSVVISUdMSVJKTlVBUk43Mi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23mAkQLJKU6yLJdkQQ0DdbdAet-ZV2JHjequRLMn-b9URTdPUDhMTkhLSVVISUdMSVJKTlVBUk43Mi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23mAkQLJKU6yLJdkQQ0DdbdAet-ZV2JHjequRLMn-b9URTdPUDhMTkhLSVVISUdMSVJKTlVBUk43Mi4u
https://sharepoint.lamrc.net/cft/edms/Documents/LGL41207.docx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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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个人投资 
 

尽管 Lam 鼓励您从事财务规划，但您和您的家人必须避免利

益冲突，包括持有 Lam 的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的重大财

务利益（包括证券）。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利益冲突程序

附录 B。 

3.5.5 公司机会  
 

我们有责任促进公司的合法利益。您不得利用 Lam 的财产、

信息或您在本公司的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或者

直接或间接与本公司竞争。管理人员的义务更大。在您可能

直接或间接参与此类机会之前，请参阅我们的利益冲突程序

附录 B，了解披露和批准要求。 

3.5.6 相关方：家庭关系、恋爱关系和其他私人关系   
 

当您可能与关联人士开展 Lam 业务时，可能会出现利益冲

突。请参阅我们的利益冲突程序附录 B，了解必要的披露和

批准要求。 
 
当员工的雇佣或职位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到家庭成员或与该员

工有私人关系的其他员工的影响时，也会出现利益冲突。有

关涉及家庭关系、恋爱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的情况的指导，

请参考 Lam 的关系导致利益冲突政策。 
 

4 我们与其他公司及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我们诚信正直地在全球社会展开经营，在信任和公平的基础上寻求

业务关系。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承诺遵守适用法律。 

4.1 反垄断法规 
 

我们致力于公平竞争，但致力于以公平、诚实及遵守所有适用的反

垄断是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竞争。就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我们运营所

在的市场而言，未经法务部事先批准，不得讨论以下话题或就以下

话题订立协议： 
 

• 定价（如成本、折扣、促销或其他销售条款和条

件）； 

 
个人投资 
确定是否存在忠诚抵触

取决于许多因素, 比

如： 
• 可能影响我们在 

Lam 做出的决定； 
 
• 相对于我们的财务

状况的投资规模；

及 
 

• Lam 与其他公司的

关系的性质。 

 
亲人和朋友 
如果员工之间的关系可

能导致实际或潜在利益

冲突，则应披露情况。 
 
 
 
 

公平竞争  
问：如果竞争对手开始

和我讨论价格或其他敏

感话题，我该怎么办？ 
 
答：如果竞争对手开始

讨论产品价格、销售条

款、市场的划分或其他

被禁止的话题，您不得

参与其中。如果未停止

此类讨论，您必须立即

离开会议，通知法务部

以便记录情况。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01088%20-%20Conflicts%20of%20Interest%20Created%20by%20Relationships?d=w51658cf2eed94b23bdce2d2cfd09c795&csf=1&web=1&e=2yQ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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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土（如领土、市场或客户的划分）； 
• 供应或生产（如限制或增加供应、生产或服务）；及 
• 抵制（如拒绝向特定个人或实体销售或购买）。 
 

就我们的供应商和客户而言，未经法务部事先批准，不得讨论以下

话题或就以下话题订立协议： 
 

• 拒绝从供应商处购买产品或服务，除非该供应商同意

购买 Lam 的产品或服务； 
• 要求客户购买 Lam 的其他产品或服务，作为提供客户

所需产品或服务的条件； 
• 在购买者不使用或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后，销售产

品；及 
• 禁止供应商同 Lam 的竞争对手或客户一起从事正当交

易。 
 

请记住，某个市场中的供应商可能是另一个市场中的竞争对手，这

意味着在供应商关系背景下适合的对话，但一旦讨论转向竞争领

域，可能就不适合。 
 
反垄断法十分复杂，如证明违法，将遭受严重处罚，甚至监禁。如

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尽早咨询法务部。 

4.2  贸易管制 
 
目前有许多法规管辖 Lam 产品、软件和技术的跨境移动。这些法规

包括处理进出口有形和无形物品，禁止非法贸易抵制和管理贸易或

经济制裁的法律。我们致力于遵守所有我们开展业务所在的国家/
地区所有管辖此类活动的适用法律和法规。 

 
为了支持我们遵守贸易规定的承诺，我们为我们的全球业务获得所

有适当的进口、出口和再出口授权。我们按照被制裁方名单筛选我

们的业务合作伙伴，确立与受控技术出口相关的协议，并配合我们

的内部业务合作伙伴执行支持我们合规目标的流程。如需更多关于 
Lam 贸易合规计划的信息，请参阅贸易合规管理政策。 

 
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日常活动中都有责任遵守贸易法规。如果您对

贸易法规和您的职责有疑问或对 Lam 的贸易合规活动有疑问，请联

系 Foreign Trade@lamresearch.com   

 

 

贸易管制 
出口包括实体交易（即

实际出货）和非实体交

易（即外国公民电子传

输软件或技术、访问信

息或者类似披露）。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TD-01059%20-%20Trade%20Compliance%20Management%20Policy?d=w63dbd1e2fd3347e0bd7078e2ac6f0911&csf=1&web=1&e=a5Ik1j
mailto:Trade@lamre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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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防止贿赂和腐败 
 

Lam 要求所有员工遵守所有禁止贿赂和腐败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

但不限于《反海外腐败法》(FCPA)、英国《反贿赂法》和《马来西

亚反腐败委员会法》。我们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贿赂或腐败，无论是

商业还是政府贿赂。Lam 对贿赂和腐败及支付疏通费零容忍，并严

格禁止该等行为。员工必须遵守 Lam 的全球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 
(ABC Policy)。本政策概述了对我们员工的期望，以确保以符合道德

及遵守反腐败法律法规的方式开展 Lam 的业务。您必须遵循这些准

则： 
 

• 禁止向任何人提供、承诺或给予任何有价物品，以对业务决

策产生不当影响； 
• 禁止提供或接受贿赂； 
• 在与公务员和国有实体员工打交道时，注意较高的贿赂和腐

败风险； 
• 禁止利用或允许他人支出或接收任何不当的款项或任何不能

合法合理给予或者接收的有价物品； 
• 遵守 Lam 关于给予和接受礼品、餐饮、旅行、娱乐及其他商

务礼遇的限制； 
• 准确、完整地记录所有费用； 
• 切勿为了不当影响慈善捐赠接受者或 Lam 的业务合作伙伴或

为了换取任何商业或其他商务优势而提供或授权慈善捐赠；

及  
• 对于慈善捐赠，请获得道德与合规部及 Lam Research 

Foundation 的事先批准。 
 

除了有记录的监管费用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收费外，不得在违反本政

策的情况下动用 Lam 或个人经费向政府官员提供款项或付款。 
 
个人福利、折扣或佣金。不得向客户（或其员工、家庭成员或同

事）支付佣金或其他薪酬，或者提供物品供其个人使用。同样，您

不得向供应商的员工个人、家庭成员或同事支付此类薪酬或个人福

利。 

防止贿赂  
与第三方合作时需要注

意的一些警告信号： 
 
• 不同寻常的支付方式 
• 缺少交易详情 
• 佣金或承包商费用过

高 
• 与政府官员有关系 
• 在向本公司提供服务

时，缺乏知识或经验 
• 模糊描述费用或成本 
• 异常或虚假的收据或

发票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9%20-%20Global%20Anti%20Bribery%20and%20Corruption%20Policy/LGL11009.docx?d=w5d911f35b85f4287b615e1291c90bfcb&csf=1&web=1&e=o6EaC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9%20-%20Global%20Anti%20Bribery%20and%20Corruption%20Policy/LGL11009.docx?d=w5d911f35b85f4287b615e1291c90bfcb&csf=1&web=1&e=o6EaC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9%20-%20Global%20Anti%20Bribery%20and%20Corruption%20Policy/LGL11009.docx?d=w5d911f35b85f4287b615e1291c90bfcb&csf=1&web=1&e=o6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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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环境、健康和安全 
 
我们致力于将环境、健康和安全 (EHS) 的可持续管理作为核心业务

原则。我们遵守适用的政府标准和法规，并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

境，同时减少我们的环境足迹。我们将良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实

践融入我们业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设计的产品和我们提供的服

务。 
 

作为我们员工队伍的一员，您有责任维护这些标准，并遵守我们的 
EHS 管理体系标准及相关政策。 

4.5  内幕交易 
 

我们支持公平开放的证券市场。当您掌握重大、非公开（“内

部”）信息时，请勿交易 Lam 证券，也不要向 Lam 外部的任何人

透露内部信息，包括家人和朋友。如果您有通过在 Lam 工作而获悉

的其他公司的相关内部信息，请勿交易这些公司的证券。如果您向

家人和朋友提供他们所交易公司的相关内部信息，您可能须对家人

和朋友的交易负责。此外，除通过 Lam 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股票购

买计划外，您不可对 Lam 股票进行任何沽空、对冲或质押。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内幕交易政策和内幕交易政策程序。 
 

4.6  慈善捐赠、政治捐款和政治活动 
 

不可使用 Lam 资金进行任何非法、违反 Lam 的政策、或将对 Lam 
或其任何高级人员或员工造成负面影响或令其陷入尴尬的捐赠或付

款。 请注意，全球批准和签名授权政策及相应的程序适用于与业务

和营销相关的支出以及使用企业资金进行的捐赠。 
 
慈善捐赠 

Lam Research Foundation 是代表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主体组织。所

有慈善捐赠，包括通过 Lam Research Foundation 赞助慈善活动，提

供大学补助金、助学金和 奖学金等，都必须遵照 Lam Foundation 指
导原则中规定的流程办理。此外，使用企业资金进行的捐赠必须遵

守 Lam Foundation 的 指导原则。捐赠 Lam 设备则不在 Lam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范围之内，而应遵照设备捐赠流程办理。   
 
Lam 企业资金可以直接用于向大学研究提供捐款，并由 CTO 办公

室负责管理。  通过 Lam 企业资金向大学研究捐款受大学协作指南

的约束。  

 

内幕交易 
 

重大、非公开或“内

部”信息是指不为公众

所知的，理性投资者在

决定是否交易该公司证

券时认为重要的信息。 

 

捐赠 
Lam Research Foundation 
是代表公司进行慈善捐

赠的主体组织。 
 
请勿向供应商、厂商或

其他第三方索要慈善捐

赠。如果您是经理，请

勿要求您的下属捐款，

因为这可能会产生一种

义务感，或者对他们造

成不必要的捐款压力。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3007%20-%20EHS%20Management%20System%20Standard?d=wb5a7ac5ce12747e180a671d3a9458204&csf=1&web=1&e=bKnipU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3007%20-%20EHS%20Management%20System%20Standard?d=wb5a7ac5ce12747e180a671d3a9458204&csf=1&web=1&e=bKnipU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001%20-%20INSIDER%20TRADING%20POLICY?d=w828efe9ff14e40a99b589eb1ee4fd048&csf=1&web=1&e=KgP88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36%20-%20INSIDER%20TRADING%20POLICY%20PROCEDURE?d=w4ccdb3106ff746a5acecb46f6c117e69&csf=1&web=1&e=Oe8a0r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bQ5Ras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41214%20-%20Global%20Gener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rocedure?d=wefaec870e8fc4032a82d20e4110859d3&csf=1&web=1&e=1nF2iz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CorpComm/communityrelations/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7b16B5DFFF-C798-4E2E-9037-DBB79FA07A74%7d&file=Lam%20Foundation%20Guiding%20Principlesv9.docx&action=default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CorpComm/communityrelations/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7b16B5DFFF-C798-4E2E-9037-DBB79FA07A74%7d&file=Lam%20Foundation%20Guiding%20Principlesv9.docx&action=default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CorpComm/communityrelations/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7b16B5DFFF-C798-4E2E-9037-DBB79FA07A74%7d&file=Lam%20Foundation%20Guiding%20Principlesv9.docx&action=default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CorpComm/communityrelations/Pages/Equipment-Donations.aspx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octo/Universities/University%20Resources/Lam%20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pdf#search=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octo/Universities/University%20Resources/Lam%20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pdf#search=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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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募捐 
您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供应商、厂商或其他第三方索要慈善捐赠。如

果您是经理，请勿要求您的下属捐款，因为这可能会产生一种义务

感，或者对他们造成不必要的捐款压力。 
 
政治活动和游说 
出于影响立法、政策或政府行动的意图且不属于竞争性投标流程一

部分的与政府官员的任何接触均可能被视为游说。许多国家/地区

的法律均规定游说活动和政治参与，未能遵守这些法律可能导致违

法并对 Lam 造成声誉风险。在 Lam，只有全球政府事务部（及其获

授权代表）可代表 Lam 参与游说活动。如要代表 Lam 进行游说或

授权他人代表 Lam 进行游说，您必须事先征得全球政府事务部的书

面批准。 
 
您可以自由地以个人身份，利用自己的资源、金钱和时间，参加政

治活动或为政党和候选人捐款，但您必须避免以可能导致他人认为

您的观点是公司观点的方式进行沟通或行事。除非有可识别的业务

需要，且事先获得全球政府事务部批准，否则不得将 Lam 的资金、

资源或资产用于政治捐款。禁止利用职务之便为政党或候选人工作

或以 Lam 代表的身份为政党或候选人工作，同时禁止要求同事向政

治行动委员会、政党、候选人或事业作出捐赠。 
 
如需更多关于这些话题的信息和指导，请参阅我们的政治活动和政

府事务程序。 

4.7 公共通讯 
 

作为上市公司，Lam 对信息的公开传播具有一定责任，特别是向投

资界的传播。请勿与经纪、分析师、专家网络、投资界的其他人士

讨论重大非公开信息，除非是您的工作职责所在。所有询问请转交

投资者关系部。 
另外，请勿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有关 Lam 及与 Lam 分享其机密信息

的相关方（例如客户和供应商）的机密信息，包括外部社交网络、

企业博客、员工博客、留言板、Facebook、Twitter、LinkedIn 及其

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或网站。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重大非公开信息公平披露政策及社交

媒体使用政策。 

 
 
公共通讯 

请勿与经纪、分析师、

专家网络、投资界的其

他人士讨论重大非公开

信息。所有询问请转交

投资者关系部。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41639%20-%20Political%20Activity%20and%20Government%20Affairs%20Procedure/LGL41639.docx?d=w5861c65c47b8429e9eeb02d666ad0c1d&csf=1&web=1&e=FhOwcc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41639%20-%20Political%20Activity%20and%20Government%20Affairs%20Procedure/LGL41639.docx?d=w5861c65c47b8429e9eeb02d666ad0c1d&csf=1&web=1&e=FhOwcc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FIN-41215%20-%20Fair%20Disclosure%20of%20Material%20Nonpublic%20Information%20Procedure/FIN41215.docx?d=wb14c1dbf8b1741689d9b037c66dcf095&csf=1&web=1&e=HWQNVU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CO-01012%20-%20Social%20Media%20Policy?d=w9daa793fefc84ce49a462f4df210f23b&csf=1&web=1&e=L4vsh8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CO-01012%20-%20Social%20Media%20Policy?d=w9daa793fefc84ce49a462f4df210f23b&csf=1&web=1&e=L4vs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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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如何贯彻政策 

5.1 道德与合规团队 
 

道德与合规团队可以： 
 

• 就如何将本政策或其他本公司政策应用于我们的业务活动提

供指导； 
• 提供道德和合规培训和通讯；及  
• 接收有关实际或疑似违反我们的政策、本公司政策和法律行

为的报告并进行调查。 
 

道德与合规团队定期分发道德与合规公告（“公告”）。这些公告

包含基于我们员工所提出问题或疑虑的示例，代表了您自己可能会

发现的情况。欢迎在员工会议、培训课程和类似会议中使用。如果

您对未来的话题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thics@lamresearch.com 联系道德与合规部 
  
过往公告位于 SharePoint 上。查看过往公告还可以登录 Point，选择

法务部，然后访问道德与合规页面。 

5.2 道德帮助热线 
 

作为我们全球道德与合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已开通道德帮助热

线，您可以随时拨打该热线，讨论有关本政策、本公司其他政策或

法律法规的疑虑或寻求澄清。请尽早提出您的疑虑或疑问。我们越

早知道问题，越有可能及时解决。 
 

当您联系帮助热线时，最好表明身份，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跟进。

但您也可以匿名举报。我们的帮助热线由独立第三方运作，每周七

天每天 24 小时开通。我们将尽最大可能保密。 
 
您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道德与合规团队发送电子邮件。提交的内容

将予保密处理，但可能不是匿名的。 

5.3 合规  
 

我们遵守我们业务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如果您所在国家/地
区的法律法规或者 Lam 与第三方的合同比本政策更加严格，您必须

遵守适用的法律或合同。由于适用于我们业务的全球法律法规十分

复杂，本政策仅提供一般指引。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查看可能适

用的本公司具体政策和程序，并咨询法务部。 

道德部联系人  
 
您可以在线或通过电话

联系帮助热线： 
 
网站： 
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

.com 
 
电话： 
1-855-208-8578（美

国，其他号码请查阅网

站） 

 
 
 
 
 
 

mailto:ethics@lamresearch.com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sites/LegalInformationCenter/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RootFolder=%2Fsites%2FLegalInformationCenter%2FShared%20Document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0Bulletins&FolderCTID=0x0120008A3014E38BFFD54DA3ABD07BE315C003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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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偏离本政策者，必须获得 CEO 的批准，及获得 CLO 或 CCO 
的批准。 
 
违反本政策将受到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予以解雇。 

5.4 调查、诉讼和其他法律事项 
 

如果您获知争议、调查或诉讼，请从速联系法务部。您需要全面配

合所有内部调查和审核，并与法务部合作，对政府和其他外部机构

的诉讼或要求作出回应。除非调查人员指示，否则不得与任何人讨

论内部调查。 

5.5 提出疑问和报告疑虑或违规行为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报告潜在或实际违反法律、本政策及本公司其

他政策和程序的行为。如果您发现或以其他方式获知违规行为，您

必须立即通知您的经理、人力资源部、法务部或道德与合规部。 
 
 
 
 
 
 

5.6 安全举报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的举报环境，概不容忍对任何出于真诚披

露实际或疑似违反行为或参与调查的人士施加报复。在下列情况

下，您亦无需在任何美国商业秘密法下就披露机密商业秘密而承担

任何责任：(a) 向政府官员或律师提供商业秘密，前提是仅为了举

报、调查涉嫌违法行为（包括报复）或就此提起密封诉讼，或 (b) 
在法律程序文件中披露商业秘密，前提是该文件须是密封提交的。 

 
 

提出疑问 
 
无论何时您对一项行动

是否符合我们的政策存

在任何疑问，请寻求意

见。您可以向您的经

理、人力资源部、法务

部或道德与合规部寻求

意见，具体视情况而

定。 

 
 
 
 
安全举报 
 
我们致力促进和营造一

种“敢言”的文化和安

全的举报环境。如果您

怀疑有违反我们政策的

情况，我们鼓励您举

报。严禁对善意举报进

行报复。 
 
 
 
 
 
 
 
 
 
 
 

  

 


	1 介绍
	1.1 政策声明
	1.2 相关方
	1.3 管理和执行
	1.4 定义
	1.5 决策清单

	2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2.1 公平的劳动关系
	2.2 杜绝任何形式的骚扰
	2.3 打击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
	2.4 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2.5 保护员工信息

	3 我们与公司的关系
	3.1 保护机密信息
	3.1.1 Lam 的机密信息


	3.1.2 他人的机密信息
	3.2 保护知识产权

	3.3 确保财务诚信和责任
	3.3.1 准确的会计实务
	3.3.2 保留记录

	3.4 负责任地使用 Lam 的资产和通信系统
	3.5 避免利益冲突
	3.5.1 提供或接受礼品、餐饮、旅行和娱乐 (GMTE)
	3.5.2 外部雇佣或协会
	3.5.3  外部管理职务
	3.5.4 个人投资
	3.5.5 公司机会
	3.5.6 相关方：家庭关系、恋爱关系和其他私人关系
	4 我们与其他公司及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4 我们与其他公司及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4.1 反垄断法规
	4.2  贸易管制
	4.3  防止贿赂和腐败
	4.4  环境、健康和安全
	4.5  内幕交易
	4.6  慈善捐赠、政治捐款和政治活动
	4.7 公共通讯
	5 我们如何贯彻政策
	5.1 道德与合规团队
	5.2 道德帮助热线
	5.3 合规
	5.4 调查、诉讼和其他法律事项
	5.5 提出疑问和报告疑虑或违规行为
	5.6 安全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