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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准则设定了我们要求我公司专业人才所需达到的标准，不论其职位的高或低。
该准则作为一种企业文化确定我们公司与第三者 (员工，客户， 供应商， 合作伙伴和同行企业) 关于态度，
关系， 和价值观的标准。

这种做法将有利于我们的企业文化的实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规则和每个国家的法律的。 
我公司将该准则用书面形式通知每一个员工， 主管和合作伙伴， 同时也要求其用书面形式表示同意。 
我们的行为准则的概括为：

1- 行为

  •     不论员工的职位高或者低我公司都要求其在任何时刻对工作都有一个专业和诚实的态度。 

•  我们只限于在我们领域范围的项目和服务提供服务并以超水准符合我们客户对我们的期望。 

•  在合法的范围里与同行积极得公平竞争。 

•  我们尊重客户和我们每一个员工的个人隐私。

•  在面临特别情况或对我公司的行为准则有所犯规， 我们首先会与当事人谈， 然后再做出合理的决定。 

•  任何有关商业利益的请求，承诺或支付对于我公司都是无法接受的。 

•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人必须对可能破坏我公司的价值观的事务而提高警惕和警觉。

2 - 聆听

•  我们倾听我们的客户并帮助他们解决其不同的方案。

•  我们会接纳客户的意见以获取更良好的人机关系。 

3 - 我们会提供价值

•  用我们超过二十年在奢侈品界所累积的经验为您提供价值。  

•  我们的流程能提供您的生意更多的透明度和信赖 。

4- 我们注重我们的树和名声

•  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对我们的诚信和透明度有信心，这些特质已经牢牢地刻在我们企业的DNA里了。 

•  我们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在他们工作的每一天一定要维持和保护我们企业的声音和道德标准。

•  我们根据国际规范的标准运用公司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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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对全世界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

•    我们尊敬，着重和有礼貌 地对我们的每一个同事与周围的联系人。

•    公司承诺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的，安全，多元，自由，专业和有继续培训的工作环境。

6 - 有道德的工作

•    我们很严谨得选择所有的供应商和品牌，我们承诺遵守国际人权，童工和冲突地区的钻石买卖。

•    我们有责任得在符合每个国家与政府的法律， 作风和习俗的基础上发展业务。 

7 - 我们每一个GC 豪华公司的员工的使命。 

•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公司的规定和行为守则。

•    我公司非常注重政策和程序。谁违反该政策或明知故犯将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解雇。

•    就业务而言， 每一个人应当遵守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并在业务流程中寻找一个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    在公司里， 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协助提升同事的生活质量， 不论其职位的高低。

8- 通用协议。伦理决策

•    观察并找出问题。 

•    思考，评估，分析，推理和反思该如何采取行动。

•    评估风险，并在必要时在采取行动之前分享决定。

•    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并安全的执行。 

9- 保护生态环境

•   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在最环保的方式下进行的。

•   我们坚信并希望将生物多样性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   我们通过回收系统和使用再生材料的方式减低对环境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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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gccorporate.com

This presentation is authorized for it´s corporate use 1997-2015.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to each of the trade marks that compose this  presentation and GC Corporate.

All the designs, photographs, logos and texts belong to the trade marks included in this corporate presentation.

It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except with written authorization from GC Corporate, to copy, reproduce,
distribute totally or partially any or all of this presentation or its nature, as well as its use in a manner

di�erent to the corporat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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