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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策 

LVS 全球政策 
 

政策名称： 防制人口贩运政策 

范围： 全球 部门： 规章制度监察部 

创建日期： 2017 年 7 月 批准人： Patrick Dumont，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批准日期： 2020 年 12 月 下次审核日期： 2022 年 12 月 

 

1. 政策声明 

在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的指引下，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包括金沙中国有限公司和

滨海湾金沙私人有限公司（统称为 “LVS” 或“公司”））恪守对于诚信和社会责任的承诺。我们如何对

待我们的团队成员和宾客，以及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方如何对待他们的员工，对于能够兑现这项承诺至

关重要。LVS 坚持奉行这些原则，绝不容忍在我们的各项业务活动中出现践踏人权的行为，本政策即概述了 

LVS 在这方面所做的承诺。 

作为该承诺的一部分，公司谴责在其运营和全球供应链中的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包括性贩运、强迫劳

动，以及童工（如下定义）。 

2. 范围 

本政策遵循国际标准和公司运营所属司法管辖区的人口贩运法律，包括：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

书》 

• 《2000 年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修订版 

•    澳门第6/2008法律，打击贩卖人口犯罪 

• 新加坡防范人口贩运法令 

本政策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 LVS 业务，团队成员，代理商，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在其雇用或与 LVS

合同范围内。 

3. 定义 

未特别定义的词语应按《商业操守及道德规章》中的定义解释。 

A. 童工 不包括由未成年人所执行的所有工作；反之，应专注于根除经常被定义为在精神、身体、社会

或道德上对儿害造成危险及有害或干扰他们上学的「童工」。它剥夺孩子的童年、潜能和尊严，并

且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有害。1 

 
1 http://www.ilo.org/ipec/facts/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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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商业性交易 是以金钱或商品换取性服务。 

C. 涵盖人士 包括所有 LVS 代理人、承包商、分包商及供应商。 

D. 促成 包括但不限于： 

• 协助隐瞒人口贩运活动； 

• 协调代表自己或他人的人口贩运活动； 

• 为人口贩子提供联系信息。 

E. 强迫劳动 或「劳工贩运」包括使用武力或人身威胁、心理胁迫、欺骗或其他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工作

时涉及的活动，包括招募、窝藏、运送、提供或索要受害人等。2 强迫劳动还包括债务奴役，受害

人首先可以同意工作并支付初始的“工作安置”费用，但通过诈欺或欺骗手段, 随着时间的流逝费用不

减反增，直至受害者实际上被强迫无限期强迫劳动，非自愿劳役或奴役，或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进

行商业性交易行为。 

F. 人口贩运 或「贩运人口」是透过使用武力、欺诈或胁迫招募、窝藏、运送、提供或索要以使人员被

迫劳动或进行商业性行为的总称。其他可互换使用的术语包括非自愿劳役、奴役和债役。3 人口贩

运如下所述包括性贩卖、强迫劳动和童工，如本节定义。 

G. 性贩运 指个人被胁迫、强迫或欺骗进行商业性行为。诱导儿童进行商业性行为，无论是否使用胁迫

、强迫或欺诈手段，均构成贩运。4 

4. 应用和职责 

本政策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 LVS 业务、团队成员、代理、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其雇用或与LVS合

同范围内。 

公司团队成员 不得从事，协助和教唆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活动，并且必须透过本政策末尾或举报及反报复

政策所列的任何举报方式，举报任何违反本政策的行为。 

LVS高级管理人员 除了上述所有团队成员的职责外，还要负责提升对本政策和所有相关SOP的认识和理解。 

公司在全球的代理商，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于履行LVS雇用或合约范围时, 必须遵守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

则, 并做出承诺和保证, 遵守国际标准和相关司法管辖区人口贩运法规。 

5. 政策规定 

A. 防制人口贩运总则 

LVS 不会容忍或纵容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不论在我们的物业、公司赞助的旅行或任何团队成员或涵盖

人士在进行或支援我们的业务中。 

为此，LVS 要求其业务部门、团队成员、及涵盖人士： 

i. 不得参与、支援、促成或允许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 

 
2   https://www.state.gov/j/tip/rls/tiprpt/2013/210543.htm 
3   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2020/ 
4   https://2009-2017.state.gov/j/tip/rls/tiprpt/2013/2105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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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论是否在LVS物业，都不促成或购取商业性交易, 包括在商业性交易是合法的司法管辖区; 

iii. 不得使用或容许强迫劳动，包括透过使用： 

a) 对个人或他人做出严重伤害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威胁； 

b) 任何旨在使个人相信如果他未履行此类劳动或服务，他或他人将遭受严重伤害或遭

限制人身自由的阴谋、计划或模式；或  

c) 任何滥用或威胁滥用法律或法律程序； 

iv. 不得参与或支持雇用童工，并须遵守所有适用的童工法律； 

v. 不得销毁、隐藏、没收或以其他方式拒绝雇员获取其身份或出入境证件，如护照、工作签

证或驾驶执照； 

vi. 在招聘员工或提出雇佣时不得使用误导性或欺诈性做法，并尽可能以员工能理解的格式和

语言向员工披露有关主要雇佣条款及条件的基本资料。主要雇佣条款及条件包括工资和附

加福利、工作地点、生活条件、住屋和相关费用(倘由 LVS 或其代理提供或安排住屋)、应向

员工收取的任何重大费用；以及,如适用,工作的危险性质。倘法律规定，LVS 或其代理须以

书面形式提供雇佣合约、招聘协议或其他所需的工作文件，并须以雇员能理解的语言提

供； 

vii. 提供或安排符合或超越东道国政府所颁布的住屋和安全标准的宿舍住屋; 

viii. 遵循所有适用的劳动法律，包括工资、福利及工时； 

ix. 除非严格符合适用法律，否则不向员工收取招聘或安置费， 

x. 不使用不遵守招聘所在国家适用劳动法的招聘人员； 

xi. 在工作结束时提供回程交通或支付回程交通费用 (倘法律或合约有相关规定) 。 

B. 举报与反报复 

于此政策下做出的举报受公司的举报及反报复政策约束。 

C. 违规行为 

i. 负LVS 对任何参与、支援、促成或容许任何形式的人口贩卖的团队成员实行零容忍政策。不

遵守本政策将受到纪律处分，严重者将被终止雇佣。 

ii. 倘发现涵盖人士因参与任何于此所列被禁止的活动而违反本政策，取决于违规的性质和严

重性,LVS保留与涵盖人士终止业务关系的权利, 或与涵盖人士合作施行纠正与补救措施以处

理违规项目 

6. 所有权 

本政策归全球规章制度监察部总监所有。 

7. 政策访问 

所有团队成员均可以透过中央政策储存库查阅公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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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  
Policies & Procedures (NAVEX PolicyTech) 

澳门 
Policies & Procedures (NAVEX PolicyTech) 
 http://MyNet/Policies and Procedures 

新加坡 
Policies & Procedures (NAVEX PolicyTech) 
http://onembs.marinabaysands.com/sites/Compliance/Corporate Policies/LVS 

 
 
 
 
 

疑问？ 联系方式： 

✓ 规章制度监察部 

全球规章制度监察部 全球规章制度监察部总监 
 Compliance@sands.com / 702-923-9960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 金沙中国及威尼斯人澳门规章制度监察总监 

 Compliance_VML@sands.com.mo / +853 811 82304 

滨海湾金沙 滨海湾金沙规章制度监察总监 
 Compliance@marinabaysands.com / +65 668 85845 

 

✓ 法务部 

全球集团 全球总法律顾问 
 702-449-9311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 总法律顾问 
 +853 811 82366 

滨海湾金沙 总法律顾问 
 +65 6688 1218 

 

✓ 道德热线 
www.lvscethics.com 

美国：888-469-1536 

新加坡：800-011-1111（新加坡电信）或 800-001-0001 （星和电信）转 888-418-1029 

0800-111（转）888-418-1029（澳门) 

 

资源、表格和补充信息链接 

https://sands.policytech.com/Browse/Documents/?anonymous=true
https://sands.policytech.com/Browse/Documents/?anonymous=true
http://mynet/Policies
https://sands.policytech.com/Browse/Documents/?anonymous=true
http://onembs.marinabaysands.com/sites/Compliance/CorporatePolicies/LVS
mailto:Compliance@sands.com%20
mailto:Compliance_VML@sands.com.mo
mailto:Compliance@marinabaysands.com%20
http://www.lvscet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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