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名称：华润置地采购管理规定 

                                                                            编号：CRL-GCGLB-GD-2019-1 

版本：2019版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LandLimited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46F 46F,China Resources Bldg.,26Harbour Rd.,WanChai ,Hongkong 

电话 Tel：00852-28772330      传真 Fax：00852-28779068      网址 Http：www.crland.com.hk 
  华润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 

1 

附件 2 

阳 光 宣 言 

为了发扬华润“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奉行“公开、公正、公平”的交

易原则，推动与合作伙伴建立简单、双赢的合作关系，避免任何个人利益因素

干扰，华润置地倡导与合作伙伴共同遵守以下行为准则： 

1、 不以向华润置地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提供任何个人利益的

方式谋求与华润置地的合作关系； 

2、 不轻信任何实际存在的或虚构的所谓关系，并主动如实向华润置地通

报本单位是否有股东或内部员工与华润置地员工存在亲属关系，是否有华润置

地离职员工在本单位重要重要岗位任职；  

3、 不与华润置地员工就标底、其他单位的投标书等商业秘密及合同中的

业务条款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4、 不与其它单位串通投标，不采取恶性竞争等不正当手段竞争业务； 

5、 不在与华润置地合作中弄虚作假、虚报或谎报工程量； 

6、 不向华润置地员工或其请托人、代理人提供好处费、回扣、现金及有

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礼物； 

7、 不向华润置地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提供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行职务行为的宴请和娱乐、体育、休闲、旅游活动；  

8、 不给华润置地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报销任何费用； 

9、 不向华润置地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提供住房、交通工具、

通讯工具、家电、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制度名称：华润置地采购管理规定 

                                                                            编号：CRL-GCGLB-GD-2019-1 

版本：2019版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LandLimited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46F 46F,China Resources Bldg.,26Harbour Rd.,WanChai ,Hongkong 

电话 Tel：00852-28772330      传真 Fax：00852-28779068      网址 Http：www.crland.com.hk 
  华润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 

2 

10、 不向华润置地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的家庭装修、婚丧嫁

娶、工作安排、出国、留学等提供资金或物资资助； 

11、 发现本单位人员有向华润置地员工行贿倾向、建议或行为的，应立

即予以制止、严肃处理；发现华润置地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有索贿、

受贿行为的，应坚决拒绝，并及时向华润置地领导或纪检监察部举报； 

12、 如出现违反宣言的行为，经核查属实的，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

任，双方再次合作将受到限制。 

华润置地与合作伙伴应积极向员工宣传本宣言，使员工了解并自觉践行宣

言，共同营造廉洁、高效、坦诚的合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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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廉洁从业准则 

一、 不得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为个人及其亲属谋取私利。 

二、 不得向投标人泄露标底、其它投标人报价等商业秘密及合同中的质

量、价格等条款。 

三、 不得收受投标人的好处费、回扣、现金及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

重礼物等。 

四、 不得接收投标人的宴请和娱乐、体育、休闲、旅游活动等。 

五、 不得在投标人报销任何费用。 

六、 不得接收投标人任何名义的住房、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家电、高

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七、 不得接收投标人的家庭装修、婚丧嫁娶、工作安排、出国、留学等

资金或物资资助。 

八、 招标采购工作人员如有亲属在投标单位工作的，应在该项招标采购

活动中予以回避。 

 

 

 

 



                                                                          

制度名称：华润置地采购管理规定 

                                                                            编号：CRL-GCGLB-GD-2019-1 

版本：2019版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LandLimited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46F 46F,China Resources Bldg.,26Harbour Rd.,WanChai ,Hongkong 

电话 Tel：00852-28772330      传真 Fax：00852-28779068      网址 Http：www.crland.com.hk 
  华润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 

1 

附件 4 

华润置地与合作方廉洁协议 

甲方：  

乙方： 

甲方指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公司、控股公司或其他有管理权的

公司；乙方指参与甲方工程、货物或服务采购活动的投标单位、中标单位、合

同履约单位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双方的参与人、执行人等都受本协议的约束。 

诚实守信是甲方的核心价值观，甲方与乙方之间是简单、双赢的企业合作

关系，双方约定在招投标及履约、结算过程中遵守以下廉洁约定。 

一、 甲方廉洁要求和廉洁主张 

1. 甲方要求参与以上活动的本单位员工遵守《华润置地廉洁从业准则》，不

得谋取私利，不得向乙方索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个人利益； 

2. 甲方要求参与以上活动的本单位员工主动申报与乙方的特殊关系，如本单

位员工是否与乙方股东或员工存在亲属关系等； 

3. 甲方在资格预审、入围审批、招标文件编制、评议标、定标等采购过程中，

只会考虑乙方的经营实力，对品质、工期、成本、安全的控制能力，对招

标项目的重视程度，项目团队的人员配置、技术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响应

程度、商务报价的合理性、报价特别优惠条款等因素，任何重要的流程环

节，均由甲方的采购委员会集体决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个人利益因素而

对乙方有特别的照顾和优惠； 

4. 乙方一旦中标、中选，在合同签订、合同执行、履约评级、变更签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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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结算等过程中，甲方将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个人

利益因素而降低合同标准、增加费用、抬高结算金额等； 

5. 发现乙方员工有行贿行为的，甲方应坚决拒绝，并向乙方领导反馈，根据

情况严重性，甲方将给予乙方合作供应商名册降级、列入黑名单、或解除

合同的处罚； 

6. 对甲方人员的违约行为，欢迎乙方进行投诉、举报，甲方将对乙方投诉举

报人及投诉举报内容高度保密，并在接到投诉举报后 10个工作日内反馈乙

方； 

7. 对于长期支持和敢于揭露甲方员工存在廉洁违规行为的乙方，甲方优先考

虑给予合作机会。 

二、 乙方廉洁要求 

1. 乙方有义务监督甲方员工廉洁从业，对违反者，乙方有责任向甲方反馈和

举报； 

2. 乙方应主动如实向甲方通报本单位股东或员工是否与甲方员工存在亲属或

其他特定关系，是否有甲方离职员工在本单位担任重要岗位； 

3. 乙方不得与甲方员工就标底、其他单位的投标书等商业秘密及合同中的质

量、价格、工程量、验收等条款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4. 乙方不得与其他单位串通投标，不得采取恶性竞争等不正当手段竞争业务； 

5. 乙方不得向甲方员工及其亲属或其请托人、代理人提供好处费、回扣、现

金及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礼物等； 

6. 乙方不得邀请甲方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参与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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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务行为的宴请、娱乐、体育、休闲、旅游等活动； 

7. 乙方不得给甲方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报销任何费用； 

8. 乙方不得向甲方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提供任何住房、交通工具、

通讯工具、家电、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9. 乙方不得对甲方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的家庭装修、婚丧嫁娶、

工作安排、出国、留学等行为提供资金或物资资助； 

10. 乙方应当确保乙方人员了解并自觉遵守本协议，发现乙方任何人员有向

甲方员工行贿倾向、建议或行为的，应予立即制止、严肃处理。乙方发现

甲方员工有索贿、受贿行为的，应坚决拒绝，并及时向甲方领导或纪检监

察部门举报； 

11. 乙方向甲方员工及其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行贿，经查证属实的，将被

列入甲方的黑名单，乙方须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再次合

作将受到限制。 

三、 投诉及举报管理 

1.  甲方投诉及举报管理： 

甲方设投诉及举报管理部门为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邮箱：

lianjie@crland.com.cn，电话：0755-22191515。 

2.  乙方投诉及举报管理： 

乙方设投诉及举报管理部门为， 

邮箱： 

电话：  

mailto:lianjie@crl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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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