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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公司成立以来道德这一词始终都是我们组织里所追捧的， 
它是与我们客户和供应商建立信任的桥梁同时也是对工作的发展进度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何让整个组织保持高道德标准是我们所提倡得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都应该熟悉该项道德标准，
这样我们在面临未知的情况下都能互相协助并建立一个强有力和具有道德准则的组织。 

我们GC 豪华公司希望我们每一个专业人才都具有公司所建立的高尚的道德准则并在不同的情况中正确地应对。 

在我们的行为守则中我们重视以下几点：

我们提倡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 

1- 与我们代理的品牌的默契：

•    我们注重我们旗下代理的每一个高端品牌的形象并重视每一个细节。 

•    我们不提供给未经授权的网站，数字媒体或其他任何一个可以损害我公司形象的媒体任何我公司的产品。 

•    我公司的交易是绝对透明的并在任何时刻都会保持专业保密。 

2 - 正直与诚信

•    我公司用行动证明并有责任得为您企业加强价值链。

•     我们在所有的业务中都保持诚实。

•     我们在我们的服务的执行中鼓舞信心

•     我们的团体和每一个工作人员为您提供的是高品质的服务

3 -  有竞争能力

•    我们在全球奢侈品界有超过15 年的经验， 为不同国家， 文化和领域服务。

•    我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精英，能在本国或全球范围内满足我们的客户。

•    为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 我们鼓励多元文化的人才。

•    我们会先倾听，理解和研究客户的需求。

 

4- 我们的业务。 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      我们为维持和加强和客户对我们的信任与信心而不断努力。 

•    我们是一家在奢侈品界有悠久传统的企业， 因我们的全球业务和多元化能力具有全球和当地视野。

•    我们协助客户，我们代理的品牌和我们的供应商在不损害个人形象的前提下提升价值。

•    以我们的行动增加价值。 

•    我们每天为与客户更接近而努力， 以一个咨询服务公司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为客户

     提供最有策咯的咨询服务和提升其价值以及加强我们与客户，企业高层人员和供应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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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诚信和客观性

  •    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判断受到任何外界因素或个人利益冲突。 
•  我们重视不同的意见和论断并以接纳最优越的方案。 
•  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在不断努力进步。 

6 - 注意事项

  •    未经过法律允许或专业允许不得擅自复制，更改或对外界透露任何信息。

•  不允许采用我公司的项目，客户或组织的任何信息来作为私人用途或给予第三者以谋取私人利益

7 - 尊重市场竞争力

  •    我们尊重我们的竞争对手

•  在设定一个项目之前我们必须分析其可变因素，之中比起价格我们会更注重如何选择供应商和全套服务这一点。 

8 - 如何采取可持续性决策

•  我们会通过我们以往的经验和良好的解决方式采取可持续性的策咯，

•  我们的决策基于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

•  以上级到下级的顺序给予我们员工榜样，从企业金字塔的顶端到底层。 

•  我们为未来创造有价值，推动长远具有高回报率的项目。

9 - 我们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声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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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维持和保护我们企业的声誉， 我们所代理的品牌和客户及供应商的声誉。

•  同时每个成员必须对机密信息和日常工作的道德诚信负责。 

•  我们根据国际规范的标准运用公司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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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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