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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公司、投資者和我們的
社區做正確的事

在金沙，我們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 卓越的業務表現、頂
尖的服務、積極創新、永續發展，及公平和誠實行事。透
過每天實踐這些價值，我們造就了一個作為全球商業領袖
經久不朽的傳統，並讓我們經營所在的地區變得更適合居
住、工作和造訪。
在此，我很榮幸介紹我們 2022 年版的《商業操守及道德
規章》。本規章闡述我們的指導原則，並解釋如何將我們
的核心價值融入在日常工作中。我們秉持誠信營運，同時
聚焦於對顧客和團隊成員尊重以待，積極參與我們服務的
社區，並堅持正當開展業務。
我們行事合乎道德，不僅因為這是正確的、對的，還為了
保護我們的公司、持份者和整個社會。每個團隊成員都有
義務閱讀和理解本規章，並在目睹違規行為或被迫做出您
認為不當事情時發聲。只有發聲才能確保堅守我們多年以
來所建立和培養的誠信文化。

誠然，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巨變的時期。隨著我們拉斯維加
斯物業的出售，和希望是日漸消退的新冠疫情，拉斯維加
斯金沙集團正進入一個新紀元。然而，這些變化並不影響
我們遵守道德規範及美國和我們所有營運所在國家的法律
之基本期盼。
一如既往，我們堅定承諾在所有營運環節及營運所在地體
現最高標準的專業操守。
ROBERT G. GOLDSTEIN
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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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正確的事

為個人、公司、投資者和我們
的社區做正確的事

以正確的方式開展經營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致力於為賓客提供無以倫比的服務。
從酒店設計到團隊成員竭力滿足賓客需求，在一切事務
中我們都貫徹著這一理念。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始終誠信
行事，履行法律和道德責任。總之，我們堅持以正確的方
式做一切事情。這意味著在完成為賓客提供極佳體驗的這
一使命時，我們時刻謹記以下四項道德行為原則：

1. 尊重個人

無論是團隊成員、賓客、供應商或是社區成員，我們均以
最大的尊重對待接觸到的每位人士。我們致力於確保他們
安全，並免受歧視或騷擾。

2. 經商行為合乎道德與法律

指導原則

我們遵守公司有義務遵守的所有法律條款與精神。我們瞭
解我們的全球義務。我們代表公司所採取的一切行動都堅
持誠信之道

3. 保護公司和投資者

公司的持續發展使我們的投資者與團隊成員受惠。我們的
行動旨在保護公司的資產與聲譽。

尊重個人

保護公司和投資者

經商行為
合乎道德與法律

優化我們的社區

4. 優化我們周遭的社區

公司的物業遍佈全球。我們與經營所在的社區的互動提供
機會改善周邊的社區。無論是與當地政府合作還是作所處
環境的好管家，我們都期望將我們所處的社區建設成更好
的地方。

團隊成員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做正確的事。儘管有時為了滿
足管理人員的緊急請求、迅速完成一項工作或做成一筆交
易，很有可能會促使我們忽略這一原則，但我們不能冒這
樣的風險。任何一名賓客、一份合同、一筆交易都沒有公
司的聲譽與未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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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做正確的事

遵循《規章》
本《規章》從總體層面概述我們經商之道
的核心原則，以及我們團隊成員和其他相
關人士需要瞭解並遵守的更加詳細的政策
與程式。本《規章》旨在幫助我們全體人
員發現與防止違反法律與企業政策的行為，
並提升個人責任。
無論工作地點在何處，本《規章》均適用
於公司的所有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包括
我們的高級行政人員、高級財務人員和高
級會計人員）、團隊成員、顧問、供應商
與代理。以上所有人員均稱為“涵蓋人士”
，本《規章》中提及的“我們”或“您”涵
蓋所有涵蓋人士。本《規章》中提及的公
司包括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LVS”）以
及/或其關聯公司，包括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SCL”）、濱海灣金沙私人有限公司
（“MBS”）、以及/或其關聯公司。
當您閱讀本規章及相關材料時，請謹記合
規和誠信是我們每項工作的重要元素，也
是引領我們業務各個環節的重要部分。LVS
與SCL 董事會和 MBS 管理層已明確表示，
合規也是我們業績的一項衡量標準，且公
司已採取與適用法律一致的“追溯政策”
加強合規的重要性。始終做正確的事情是
一項行為標準，我們必須以此要求自身與
彼此。
作為在各司法管轄區內獲得許可經營的
上市公司與企業，我們必須謹記管制我們
行為的許多重要法律法規。遵守適用於公
司業務的所有法律、規則和法規的條款與

精神，包括監管本公司的任何組織或實體
提出的要求，對公司維護聲譽和持續成功
至關重要。您必須尊重並遵守我們經營所
在城市、州、以及國家/地區的法律，避免
即便只是看似不當的行為。
您無須獨自理解這些法律與期望。公司擁
有可提供指導的多種資源以及表達疑慮的
多種方式，這些均在本文件中“確保《規
章》有效” 部分中列出。

我們的全球義務
公司作為一個國際企業，受到營運所在國
家及地區的法律和商業習慣影響。在某些
情況下，某特定國家及地區的法律可能看
似要求我們採取違背本《規章》的行動。
如果您認為《規章》與特定國家/地區的法
律之間存在衝突，則應向所在區域的規章
制度監察部總監督、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
總監督或法律部提出。
在某些國家/地區，商務活動遵循的法律嚴
格程度較低或商業預期與習慣有所不同。
對於在這些國家/地區進行的業務往來，
應繼續遵守《規章》。若有特殊的需求，
務向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申請批准。

團隊成員的職責

我們不容許報復行為

我們依賴彼此做正確的事情。這意味著當
您存在疑問或疑慮時應尋求幫助。《規
章》中列有許多方法可供您尋求指導或提
出疑慮——請選擇您認為最適當自在的
方式。

公司認真對待所有的善意報告。在任何情
況下，均不允許對善意舉報或投訴、尋求
關 於《規 章》所 規 定 事 項 的 建 議 或
指 引，或配合不當行為調查的團隊成員進
行報復。施加此等報復的任何人員均違反
了《規章》，須接受紀律處分，最高處分
包括解雇。報復有多種形式。可包括減少
薪酬與福利、否決晉升或將調至不理想的
編更。報復也可以是更加隐晦的行為；僅
因某人作出舉報或投訴便對其進行區別對
待也屬於報復。

請舉報違規行為或提出疑慮。若本著善意
的原則，您發現任何您認為違反本《規
章》、可疑、欺詐性或不合法的行動，則
必須立即按照公司的《舉報及防止報復政
策》舉報此情況。作出善意的舉報並不需
要您的懷疑一定正確或經過證實。如果您
有合理的根據相信須報告的行為已發生或
將要發生，只需提供真實準確的資料即
可。出於惡意或故意包含虛假資料的報告
不屬於善意報告。在 法 律 許 可 的 範 圍
內，您 可 選 擇 匿 名 報告任何可能存在的
違規行為— —訪 問 lvscethics.com 或撥
打 1.888.469.1536 通過24小時的道德熱
線上報相關事項。

領導層與經理的特殊
責任
每位團隊成員均有責任確保遵守|《規章》
，但經理、主管以及公司領導層對確保遵
守《規章》和公司政策擔負著特殊責任。
每位經理和主管須負責向其團隊成員傳達
公司政策，包括針對法律與道德行為的政
策。經理和主管還負責維護一個鼓勵與推
崇有建設性、公正坦誠、可自由討論，同
時不畏懼報復的辦公環境。但最重要的
是，經理、主管和公司領導層應為他們的
團隊樹立榜樣。

示例

安檢部門的 John 管理六名團隊成
員。其中一名團隊成員Sarah舉報
John 在未完成全面檢查的情況下
通過了某設備的使用認證。後來發
現 John 這樣做有獲得了他經理的批
准，但他並未告知下屬。報告解決
後，John 在他家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夏日家庭招待會。在前些年，招待會
的賓客大多數是公司團隊成員，包括
其部門的所有人員。往年 Sarah 都
受到了邀請，但今年由於 Sarah 的
投訴，John 沒有向她發出邀請。
問：這屬於報復行為嗎

答：是。 John 的聚會不是在物業內
舉行，他可能認為這一聚會屬於私
人性質。但由於聚會賓客主要由團隊
成員組成，並且許多出席者的身份都
是同事而並非私人好友，因此不向
Sarah發出邀請可視為將其與其他同
事區別對待。鑒於今年唯一不同的事
情是Sarah對John的舉報，因此一
般人可合理認為這是試圖報復 Sarah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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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則1：尊重個人

防止歧視與騷擾

原則 1

做正確的事情

尊重個人

我們致力於為團隊成員提供一個免受
歧視與騷擾的工作環境。

我們以尊重團隊成員和客人的方式經營業務

這樣做的理由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致力營造理想的工作
場所，讓團隊成員得到公平對待，且能夠
充分發揮潛力，為公司的成功作出貢獻。
團隊成員應期望在其工作環境可免受騷擾
與歧視。防止歧視與騷擾不僅是必須做的
正確 的 事 情，本 身 也 屬 於 良 好 的 企
業 運 營模式。若團隊成員遭遇負面行為，
其效率與士氣也會隨之降低。所有團隊成
員均應受到公平對待、獲得尊重且免受任
何形式的騷擾與歧視。

確保物業安全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在經營業務時確保我們團隊成員
和賓客在我們物業內的安全。

這樣做的理由
每次團隊成員或賓客踏入我們物業
時，他們應當能感受到公司在竭盡全力保
障他們的安全。我們瞭解他們希望在我們
的物業時能夠免受傷害，因此我們將努力
達到這些期望。我們在乎我們的團隊成
員，並希望能確保每位團隊成員在一個安
全健康的環境工作。

我們如何實現
• 維持並加強工作場所安全書面計畫。
• 每位主管與經理有責任防止職業性意外
事故與疾病。
• 堅持遵守《環境責任政策》。
• 遵守所有適用於公司經營的公共健康與
環境法律。
• 就公司的經營活動所帶來的任何危害情
況與當地社區保持公開對話
• 與政府當局、業界團體以及公眾合作，
提升意識並制定適當措施應對與公司經
營有關的任何危害情況。
• 為我們的物業提供最先進保安措施。

瞭解更多
• 《團隊成員手冊》
• 《工作場所安全書面計畫》
• 《環境責任政策》
• 金沙保護行動計劃

我需要做什麼？
如果您發現了安全危害，請立即向您的主
管報告。也許您能防止一場事故或傷害。
如果不安全的情況持續，您可通過本《規
章》末尾所提到的任何管道將其報告至規
章制度監察部門或設施管理部門。

騷擾是一種針對種族、膚色、宗教、性別、
懷孕狀態、民族血統、性取向、性別認同、
年齡、殘疾或基因資訊不受歡迎的或侮辱
性行為。歧視是針對種族、膚色、宗教、
性別、懷孕狀態、民族血統、性取向、性
別認同、年齡、殘疾或基因資訊而對個人
產生的偏見或不公正對待。

我們如何實現
• 宣 傳 並 施 行 公 司 的《 防 止 歧 視 與
騷 擾政策》。
• 要求所有團隊成員完成性騷擾意識培訓
計畫。
• 培訓團隊成員，使其能夠識別並防止工
作場所的歧視與騷擾。
• 對發生在工作場所內的騷擾和歧視持零
容忍態度。
• 除非當地法律或地方政府政策或期望
有相關要求，否則應根據團隊成員的績
效、資質和工作相關的特徵做出所有雇
傭決策。
• 為團隊成員提供多種管道舉報歧視或騷
擾。

瞭解更多
• 《防止歧視與騷擾政策》
• 金沙保護行動計劃
•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 https://www.eeoc.gov
• 澳門勞工事務局：https://www.dsal.
gov.mo/en/standard/index.html

常見問題
問：性騷擾是否僅限於不受歡迎的
身體接觸？
答：否！性騷擾可包括當事人感到
厭惡或不適的與性相關的語言、視
覺或身體接觸。性騷擾有多種形
式，包括性挑逗或當事人不願意的
約會要求；與性取向有關的玩笑、
圖片或短信；或展示有性暗示的圖
片或色情內容。

10 原則1：尊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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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公平與包容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如何實現

我們致力於為團隊成員營造一個具有
• 招聘、培訓及培養擁有各種不同經歷、
多元性、包容性和歸屬感的文化環境。
年齡、文化與種族背景以及宗教信仰的

這樣做的理由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相信，當我們接納體
惜團隊成員的獨特經歷與多樣化觀點時，
便可提升工作文化，使公司更加成功。這
意味著對所有團隊成員的性別、種族、民
族、性取向、殘疾、宗教與年齡及獨特的
文化背景、經歷、觀點與想法，均表示理
解與尊重。我們的物業為來自世界各地的
賓客服務，當我們的團隊成員反映了這般
多元的文化背景時，便有助於我們為賓客
提供更好的服務。這同時也可為團隊成員
創造一個更加成功優質的工作環境。

人士。
• 重視並尊重團隊成員獨特的文化背景和
多元的經歷。
• 參與並支持推動各項多元、公平與包容
舉措的團體和計畫。

瞭解更多
• 金沙關懷： https://www.sands.com/
responsibility/communities/#ourprogram-sands-cares
• 《團隊成員手冊》
• 金沙保護行動計劃
• 聯絡人力資源部門

防止人口販賣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如何實現

• 公佈並實施公司的《防制人口販運政
策》。
• 對人口販賣持零容忍態度。
• 要求供應商遵守公司的《防制人口販運
政策》和《供應商行為準則》。
人口販賣是通過買賣人口強制其提供性服
• 確保公司的全球採購團隊向供應商傳達
務和勞動的犯罪行為。酒店行業無法不受
這些政策。
這一問題影響。人口販子確實會經常利用
• 對團隊成員進行培訓，使其能夠識別發
酒店的私密性和匿名性來犯罪。酒店內發
生在我們物業內的性販賣並採取適當的
生的性販賣對受害者造成嚴重危害，並威
應對措施。
脅著賓客、團隊成員和社區的安全與健康。 • 與當地執法機關合作，進行專業培訓。
同樣，勞工販賣威脅著供應鏈的穩定性，
• 與當地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合作，共同打
並危害公司的經濟和聲譽。我們竭力阻止
擊人口販賣。
人口販賣對弱勢群體的剝削，並時刻警惕
• 對供應商進行協力廠商審核，確保其公
業界內出現人口販賣活動。
平對待所有勞工。
• 禁止任用向雇員收取費用的專業招聘人
（除非當地法律強制規定）或強加不當的
雇傭與招聘條件。

我們竭力防止在我們的物業與供應鏈
發生各種形式的人口販賣。

這樣做的理由

瞭解更多
• 《防制人口販運政策》
• 金沙保護行動計劃
• 《供應商行為準則》

我需要做什麼？
保持警惕。與賓客頻繁接觸的團隊成員最
有可能觀察到潛在的可疑行為。當您發現
相關可疑情況時，請評估是否有人口販賣
的跡象。如果種種跡象足以顯示有人口販
賣活動，請立即通知您的主管。他們將評
估該情況，並在適當情況下通知保安人員。
為了所有人的安全，團隊成員不應獨自採
取直接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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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則1：尊重個人

保護賓客與團隊成員隱私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致力於保護賓客與團隊成員的隱
私與個人資料。

這樣做的理由
這樣做的理由公司在經營過程中會收集並使
用賓客與團隊成員的資料，以便提供世界級
的產品、服務與體驗。賓客與團隊成員信任
公司能夠保護其資料安全，我們也努力不負
期望。此外，我們經營的許多地點擁有關於
資料隱私與保護的法律，堅持遵守此等法律
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如何實現
• 發佈《全球隱私權政策》並對所有團隊成
員進行培訓，以採取合理措施防止未經授
權存取與披露賓客的個人資料。
• 對侵犯賓客和/或團隊成員隱私的團隊成員
進行紀律處分。
• 以最佳行業安全措施，保障在系統內以電
子形式儲存的資料。

瞭解更多
• 《全球隱私權政策》：https://www.
sands.com/privacy-policy/
• 新加坡：《MBS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手冊》
• 澳門：《個人資料指南》

常見問題
問：我持有的一些文件中包含許多
團隊成員的個人資料和薪資詳情，
但我已不再需要這些文件。我能否
直接將這些文件丟進普通的回收垃
圾桶？
答：否！包含個人資料的記錄需經
安全處理（如使用碎紙機或使用安
全文檔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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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

經營行為合乎道德與法律

推廣負責任博彩

我們從事的一切行為均合法、負責且合乎道德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是把負責任博彩作為首要
目標的業內先驅。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非常重視負責任博彩。我們的
目標是在負責任博彩方面保持行業
領先地位，確保為尋求幫助的賓客
及提供關注和支援的組織提供必要
的社區資源。

我們如何實現

遵守博彩法律法規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遵守經營業務所在的每個司法管
轄區的博彩法律法規。

這樣做的理由
博彩是受高度管制的行業。我們所有的物業
均按特別授予的許可和/或授權進行經營。
同時，我們必須瞭解監管博彩活動的法律、
規則與法規。我們還有責任確保博彩活動對
賓客公平。

我們如何實現
• 遵守我們經營業務所在區域的博彩監管機構
所制定的所有規則與法規。
• 針對博彩監管事項，維持有效的合規系統
機制。
• 制定與博彩相關的政策、流程與內部控制措
施，並適時進行公佈。
• 配合我們經營業務所在司法管轄區的監管
機構。
• 就與娛樂場相關的經營以及適用規則對團隊
成員進行培訓。

瞭解更多
• 美國：702.923.9960
compliance@sands.com
• 新加坡： +65 66883384
MBSCompliance@MarinaBaySands.
com
• 澳門：+853 811 82273
Compliance_VML@sands.com.mo

• 確保我們不僅遵守，還需要遠超
所有負責任博彩的政府法規。
• 對團隊成員進行培訓，使其能夠
識別和應對存在問題博彩跡象或
尋求此類幫助的賓客。在我們的
度假村酒店內建立推廣負責任博
彩的安全愉快環境，並增強與問
題賭博有關的潛在影響的認識。
• 制定完備的計畫和措施，以提供
相關資料增強賓客對負責任博彩
的意識，並增加可為賓客提供的
支援。
• 與權威專家合作制定負責任博彩
大使的專門計畫並對團隊成員進
行培訓，使其瞭解如何回應賓客
的需求並協助賓客尋求適當的支
援服務。
• 在我們經營業務所在的每個社區
與當地政府和服務提供者合作。

瞭解更多
•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https://
www.sands.com/
responsibility/people/
• 濱海灣金沙：https://www.
marinabaysands.com/
company-information/
responsiblegambling.html
•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https://
www.sandschina.com/
communityaffairs/
responsible-gaming.html
• 金沙保護行動計劃

我能如何提供協助？
• 熟悉所有負責任博彩計畫的材料
與服務，瞭解如何引導賓客尋找
解決問題的相關資源。
• 瞭解何時及如何請求“負責任博
彩大使”協助有需求的賓客。
• 通過參加每年的培訓，成為
“負責任博彩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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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賄賂與貪腐

參與公平競爭

做正確的事情

關鍵概念

我們及代表我們行事的任何人士均不
會支付、提出支付、接受或索取任何
賄賂、回扣或其他款項（無論是現金
或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以從事經營、
獲取業務優勢或取得許可證或執照的
目的。

這樣做的理由
在我們經營活動所在的任何司法管轄區，
均設有法律禁止向政府官員以及（在大多
數情況下）私人公司的成員行賄或支付回
扣。當有人索取與其工作相關的賄賂時，
則違反了以符合公眾或其雇主最佳利益而
行事的職責。行賄者破壞了公平競爭，
且一經發現，便將危及其公司的業務和聲
譽。例如，作為一家娛樂場經營者，若發
現我們存在行賄或提議行賄的行為，我們
可能會失去經營許可。法律對涉及此不當
行為的公司與為此不當行為負責的個人進
行嚴厲的刑事與民事處罰。

我們如何實現
• 執行嚴格的反貪腐政策，禁止任何賄賂
或回傭，不論對方是政府官員，還是與
我們有業務往來的任何其他人士。
• 拒絕為使政府官員加快其履行職責而支
付“賄賂”或“疏通費”。
• 限制我們可能從其他涵蓋人士或與我們
有業務往來的實體方接收或向其提供的
禮品與招待。
• 對團隊成員進行反貪腐計畫程序的培
訓。

• 檢討我們在物業內如何與政府官員和政
治人物互動，包括確保我們僅根據書面
政策提供免費招待。
• 遵守《慈善捐款與贊助政策》,獲取並要
求我們管理層和規章制度監察部門的批
准。
• 對和我們有業務往來的協力廠商進行全
面的盡職調查。
• 要 求 供 應 商 根 據 我 們 的《 供 應 商
行 為準則》以合乎法律與道德的方式行
事。

瞭解更多
•
•
•
•
•
•
•
•

《反貪腐政策》
《慈善捐贈贊助政策》
《協力廠商旅遊、禮品及娛樂政策》
《利益衝突政策》
《政治敏感人物標準營運程式》
《饋贈政策》
《承包概述政策》
《供應商行為準則》

• 禁止賄賂：禁止涵蓋人士或任何代
表公司的個人在任何時候直接或間
接向政府官員支付、承諾、提議支
付或批准支付金錢或任何有價值的
物品，以影響該官員利用其公職身
份做出相關的作為與不作為。
•“任何有價值的物品”：包括現金、
現金等價物（例如禮品卡）、住
宿、餐飲、戲票、僱傭、差旅乃至
或會增強官員聲譽的慈善捐款或
贊助等。
• 政治敏感人物（“PEP”）: 美國
或任何其他國家/地區或國際組織
例如聯合國或國際足球聯盟）中擁
有或被賦予重要公職的個人（包括
直系親屬或親密夥伴）。
• 政府官員：包括美國（無論是聯
邦、州或地方層面）政府官員以及
非美國政府官員（包括國有企業、
政黨以及國際組織的員工）還包括
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員工。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致力於以公平的方式並通過公開
的市場競爭獲取業務。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的經營活動所依據的許多法律推動市
場蓬勃競爭並保障消費者。這些法律在全
球各地各有不同，但都始終禁止公司間共
用可能會減少競爭的資料。違反此類法律
的行為可導致嚴重的民事與刑事處罰以及
私人民事訴訟的風險。我們不需要尋求不
正當優勢；我們以合乎法律與道德的方式
超越競爭對手。

我們如何實現
• 宣傳和執行我們的《競爭政策》並就此
對相關團隊成員進行培訓。
• 決不與競爭者討論或訂立關於定價、顧
客劃分、成本或其他任何可能限制競爭
或對消費者造成傷害之主題的協定。
• 在尋求新的或持續業務時，尊重競爭投
標流程。
• 僅使用合法手段獲取關於競爭者的資料。

瞭解更多
• 《競爭政策》
• 《保密資訊政策》

在營運過程中做正確的事情
如果在您所處的場合中，競爭者開始討
論這些被禁止的話題，請禮貌地從對話
中抽身離開。並盡可能離開所處房間。

請儘快將這一情況告知規章制度監察
部門，以便其記錄您為避免此類對話而
採取的行動。

《商業操守及道德規章》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19

18 原則2：經營行為合乎道德與法律

防止洗錢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通過遵守所有法律法規以及施行
嚴格的反洗黑錢（“AML”）計畫來防止
洗錢與恐怖主義融資活動。

這樣做的理由
洗錢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安全和社會後
果。洗錢的方式有許多，包括 (1) 隱藏非
法活動所得、使非法資金的來源呈現為合
法狀態或使用“贓款”，如通過賭博或購
物。此外，洗錢也包括恐怖組織的融資，
即恐怖組織將資金投入恐怖活動的過程。
包括販賣危險藥品或參與人口販賣在內的
各種犯罪集團依賴洗錢來處理其非法利
潤。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的娛樂場協助我
們的政府打擊洗錢與恐怖主義融資。我們
聚焦於防止、檢測與報告可能會在我們物
業內發生的可疑活動與交易。

我們如何實現
• 採取“全球反洗黑錢”政策。
• 確保每家物業嚴格堅持遵守所有適用
的反洗錢與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法律法
規。
• 確保每間物業遵守內部控制措施的嚴格
計畫以防止洗錢。
• 提供切合團隊成員職責與責任進行的反
洗錢培訓。
• 推動和維護部門之間的開放溝通管道。
• 瞭解我們的賓客及其資金來源。
• 提交所有所需的報告並與當地執法部門
和政府機構合作。
• 識別娛樂場內可疑活動與交易的跡象
（“危險信號”）。
• 對於我們認為涉及洗錢活動的任何賓
客，禁止其博彩活動。

洗錢行為的外在表現有
哪些？

每項案例均為獨一無二，例如一名賓客攜
帶大量來源於毒品販賣的小額鈔票來到賭
桌前。該賓客將現金兌換為籌碼，只玩了
幾分鐘，且只用籌碼中的一小部分下注。
然後該賓客走向帳房，要求將剩餘籌碼兌
換為更 大 面 值。交 易 完 成 後，便 離 開
娛 樂 場。該賓客可將其現金稱之為“贏
款”，且儘管他可能需要為其支付稅費，
但這筆款項將被視作“合法” 收入。

危險信號有哪些？
您可能會遇到的潛在可疑活動與交易的
跡象。例如：
• 一名賓客在得知交易需向政府報告時不
願繼續該筆交易。
• 一名賓客拒絕提供身份證明或身份資料。
• 少量的博彩活動，卻涉及大額交易。
• 賓客提供的資料不足或可疑，例如資訊
不匹配。
• 一名賓客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與其他
賓客共用籌碼或允許其他賓客用他們的
會員卡進行博彩活動。

瞭解更多

• 全球反洗黑錢政策
• 內部監控措施：

– 濱海灣金沙
–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關鍵定義
• 巨額交易報告（“CTR”或
“LSTR”）：CTR（在澳門稱
為  LSTR）是指當某人或其代理人一
天內進行單筆或多筆超過指定數額
的貨幣交易時，我們必須向政府提
交的報告。
• 可疑活動或可疑交易報告（“SAR”
或“STR”）: SAR或 STR 是指對於
在我們物業內發生或涉及我們酒店
的可疑或潛在可疑活動與交易，必
須向政府提交的報告。
• 帶籌碼離開：當賓客似乎在未將自
己擁有的籌碼進行兌換的情況下離
開娛樂場，亦未在合理的時間段內
折返娛樂場時，我們可稱其行為
為“帶籌碼離開”。
• 拆 分：把大額交易分解為小筆交
易，以試圖避免提交 CTR 或 LSTR
的行為。

公平對待廠商和供應商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與供應商保持客觀公正的業務
關係。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的賓客期望得到最好的服務，我們則
期望通過與廠商和供應商之間的客觀公正
業務關係為賓客提供最好的服務。我們與
合乎商業道德及誠信可靠的供應商合作，
這些供應商可為我們的賓客提供所期望且
應得的優質產品與服務。我們選擇的合作
夥伴不僅為我們公司提供最高價值，同時
亦能維護我們卓越的聲譽。

我們如何實現
• 保持透明、公開以及公平的購買與採購
流程，根據我們的承包概述與採購政策
進行管理。
• 對每個供應商和廠商進行審核，以確保
他們按照我們所期望的法律與道德標準
進行經營。
• 避免在採購流程中出現利益衝突，從而
運用客觀獨立的判斷作出決策。

瞭解更多
• 《承包概述政策》
• 《採購政策》
• 協力廠商盡職調查標準營運程式
• 採購程式
• 《利益衝突政策》

關鍵資料
公司使用採購、合同和付款管理軟體
系統 Ariba 來確保在採購與支付產品
和服務時遵循我們的政策與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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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則2：經營行為合乎道德與法律

堅持遵守全球貿易法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遵守監管全球貿易的所有適用法
律法規，並確保遵守營運所在國家/地
區的所有貿易制裁計畫。

瞭解更多
• 《美國經濟制裁合規承諾及政策聲明》  

這樣做的理由
公司在全球各地經營業務，受各種貿易法
的約束。這些法律禁止或限制我們與特定
國家/地區和個人合作從事業務活動的能
力；不遵守這限制可能會導致嚴重處罰。
熟悉並遵守所有涉及貿易活動的適用法律、
法規和限制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如何實現
•
•
•
•
•
•
•

堅持遵守公司的《美國經濟制裁合規承
諾及政策聲明》。
就公司的制裁遵守政策和程式對我們的
團隊成員進行培訓。
將所有交易和審計的準確記錄保持至
少五年。
篩選所有涉及交易的賓客和協力廠商。
熟悉並識別公司《美國經濟制裁合規
承諾及政策聲明》中所描述的“警告
信號”。
拒絕參與國際抵制活動。
遵守有關進口或出口特定物品、服務或
科技的法規。

關鍵概念
• 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OFAC 負責管理
與實施經濟制裁計畫，主要針對國
家與個人。
• 國家制裁：國家制裁禁止與被制裁
國家或其國民與居民進行任何交易
或其他貿易往來。
• 特別指定國民（“SDN”）:
SDN  是指由 OFAC 特別指定為對
美國國家安全以及其他美國外交政
策目標構成威脅的個人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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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則3：保護我們的公司和投資者

原則 3

保護我們的公司和投資者
我們有責任發展與保護公司並同時提升股東利益

保持準確的帳簿記錄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如何實現

我們採用有效的內部監控措施來確保
我們的內部帳簿記錄準確完整。

作 為 一 家 公 司，我 們 遵 循 以 下 三 個
關 鍵原則：

這樣做的理由

保護公司資源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保護公司資源因為我們僅運用它
從事合法商業目的。

這樣做的理由
公司瞭解您需要合適的工具來正確地完成
工作。在某些情況下，那些工具可能就是
錘子或螺絲刀；在其他情況下，它可能是
電腦、影印機或賓客套房中所使用的的織
物。我們的工作是誠實有效地把這些資源
用於合法商業目的。如果我們的資源被浪
費或無法使用，我們的業務將會受阻。

我們如何實現

公眾、監管者與我們投資者的信任是至關
重要的。若我們失去了這些信任，將有損
於公司的經營能力。維持這種信任的一部
分工作在於確保我們擁有一個周详与完整
的內部監控措施。公司帳簿記錄的準確度
或公司採用流程的完整度必須準確無誤。
我們的記錄必須完整準確地反映我們每一
次參與的商業交易的實際情況。此外，公
司經營所依據的法律對我們的帳簿記錄有
著十分明確的要求。

• 維持並要求所有團隊成員遵守我們的內
部監控措施。
• 確保我們的內部帳簿記錄以最高準確度
編撰，並準確反映我們的財務交易。
• 向公眾和我們的監管者提供完整、準
確、即時、可理解的報告和文件。此
外，每位團隊成員有責任確保：
• 所有交易均為透明與準確的。不得出於
任何目的建立未經授權、未披露、未登
記的基金或資產。不得試圖隱藏或掩飾
任何交易的實質或成本。不得在公司業
務記錄中偽造、省略、修改或隱藏任何
事實。

• 對公司資金的任何開銷必須在審批與授
權指南和政策所規定的授權範圍內。
• 與顧客和協力廠商之間的交易的組織與
記錄方式，須與公司與協力廠商合作、
訂約以及支付的政策和程式相一致。
• 所有協力廠商需經過我們的篩查與盡職
調查流程，且與它們之間訂立的合約可
通過説明我們管理業務關係的自動化系
統（一般為 Ariba）進行追蹤。

瞭解更多
• 《審批與授權政策》
• 《承包概述政策》
• 財務報告監控與程式
• 《會計政策》
• 《顧問參與政策》
• 《饋贈政策》

• 要求團隊成員簽署並遵守《團隊成員手
冊》
• 不出於個人目的使用公司資源。
• 即時報告公司財產的損失或盜用情況。
• 當公司資產被用於政治用途時，須取得
• 規章制度監察部門批准。

瞭解更多
• 《團隊成員手冊》

不當使用例子
借用工具回家使用；為個人利益轉售
已使用過的設備；駕駛公司車輛提供
共乘服務；用公司信用卡支付私人費
用（即使您打算償還）；在工作時間
從事副業。

關鍵資料

《規章》提及“帳簿記錄”或“業
務記錄” 不僅限於公司所保存的正
式會計帳目。還包括公司營運的會
計過程中所創建或使用的任何實體
或電子文檔。例如電子郵件、試算
表、演示文稿、備忘錄、發票、採
購訂單、以及支出報告等。所有這
些記錄必須準確如實。您須對您所
創建或維護的記錄的可靠性與準確
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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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原則3：保護我們的公司和投資者

避免利益衝突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努力識別和防止涵蓋人士出現利
益衝突，或看似與公司最佳利益發生
衝突的情況。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的投資者和團隊成員期望我們工作中
的每一環節都能將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的
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我們在工作中持公正
以及不偏不倚的獨立判斷態度，以使股東
價值最大化以及幫助公司成長。當涵蓋人
士的個人或私人利益對、可能對或似乎對
該涵蓋人士公正道德履行職務的能力造成
幹擾或者影響了公司對他/她的信任時，
利益衝突便存在了。

我們如何實現
•

遵守要求我們披露與解決所有衝突的詳
細《利益衝突政策》。
• 避免任何實際、可能或看似對我們獨立
判斷會造成干擾或與公司利益相衝突的
個人或私人利益。
• 當涵蓋人士意識到任何實際的、察覺到
的或潛在的利益衝突情況時，應通過以
下方式立即向公司提交書面通知：
– 填寫《利益衝突政策》隨
附的《申報表格》，或
– 使用       ServiceNow（我們的電
子門戶）中的報告工具。
• 將提升公司合法商業利益放在優先位
置。

關鍵概念
• 為確保我們能夠依靠績效和價值以
及對公司而言最佳的條款和條件而
授予業務，不得接受可能對我們
的商業決策產生不當影響的禮品
與招待。
• 不得從事副業或擁有與您對公司的
責任互相衝突或構成競爭的外部商
業利益。
• 確保您的個人關係、無論是家庭、
朋友或其他，不會對您的工作決策
產生不當影響。
• 確保您工作之外的活動不會對您
的職責造成干擾、影響公司形象
或 與公司的商業目標產生衝 突。
例如，特定管理層若擔任上市或私
營公司、非盈利組織或行業委員會
或協會的董事會成員或高級管理人
員，必須得到預先批准。
• 不得出於外部經濟利益的目的使用
公司資料、財產或授權。
• 不得使用您的職位或公司資源 (1)
奪去 LVS 的商機 (2) 謀求私利 (3)
與公司競爭。

瞭解更多

• 《利益衝突政策》
• 《反貪腐政策》
• 《協力廠商旅遊、禮品及娛樂政策》
• 《饋贈政策》
• 《團隊成員之商務旅遊費用政策》
• 《競爭政策》
• 《團隊成員手冊》

示例

實際利益衝突：園藝部門的 Jane 負責
審查新的鮮花供應商的投標事宜。她
的丈夫擁有一家鮮花公司，並提交了這
一業務的投標書。儘管她丈夫的報價更
高，Jane還是在未披露兩人關係的情況
下選擇了他。Jane 未對關係進行披露和
令私人關係對合同簽訂產生影響的行為
均違反了政策。

潛在利益衝突：Sarah現職資訊科技部
門，此前，她在Acme集團工作了近十
年，該集團現在正參與拉斯維加斯金沙
集團的一項 IT 合同投標。Sarah 並未直
接參與合同流程，但她將與選中的廠商
密切合作，且可能會被要求提供績效評
估。Sarah 向她的主管提出此問題，他
們同意在進行廠 商 選 擇 時 不 會 諮 詢
她 的 意 見，並 且獲選廠商的任何績效
評估將經由主管審核。Sarah 和她的主
管恰當地解決了這一潛在衝突。

看似利益衝突：Fred 管理著一支由50名
團隊成員組成的團隊。在一次社交活動
中，Fred 聽說他團隊中的 John 正在出
售一輛古董車。Fred 是一名收藏愛好
者。Fred 詢問 John 這輛車的詳，John
說他的標價為1.5萬美元，是他願以1.2萬
美元的價格把車賣給 Fred，因為他想“
儘快脫手”。Fred 是否應該接受？答案
或許是否定的。其他團隊成員或許會將
John的折扣視作試圖取悅上司的行為。
即使 1.2 萬美元是個合理的價格，明顯
折扣看起來也像是一份送給主管的不恰
當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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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原則3：保護我們的公司和投資者

保護公司機密資料與智慧財產權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不會將公司的機密和專有資
料披露給未經授權的人士，以對
此等機密和專有資料進行保護。

這樣做的理由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在開發商務活動
和智慧財產權方面投入了大量時間與
資源。對此等資料未經授權的披露可
能會破壞其對公司的價值，給他人帶
來不公平優勢。我們每個人必須像保
護有形資產那樣努力保護公司的機密
業務和技術資料。

尊重他人的商業秘密

我們如何實現
• 要求團隊成員遵守《團隊成員手
冊》中的《保密協議》或《保密資
訊政策》。禁止在沒有書面授權
的情況下將機密資料披露至協力
廠商。
• 僅向獲得特別存取許可權的團隊成
員傳播資料以及共用檔與系統存取
權限。
• 像保護我們公司資料一樣保護協力
廠商和業務合作夥伴委託給我們的
資料。
• 禁止團隊成員與業務合作夥伴將
公司智慧財產權用於個人或外部
企業。
• 對公司場地命名權的任何授予必須
得到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行政總裁
的批准。

瞭解更多
• 《團隊成員手冊》
• 《保密資訊政策》

關鍵定義
• 智慧財產權：任何由創意開發而來
的且可受到法律保護的發明作品。
例如，行銷材料、廣告以及遊戲設
計或流程。
• 機密資料：您因與公司的關係而得
知的由公司或其高管、廠商和賓客
所有或與其相關的所有非公開或專
有資料。包括顧客名單、財務記錄
以及團隊成員記錄、等。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遵循黃金原則，像尊重我們公司
的商業機密與智慧財產權一樣尊重競
爭對手的商業機密與智慧財產權。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致力於公平與合乎道德的競爭。我們
期望我們的競爭對手尊重我們的智慧財
產權、商業機密以及專有資訊。因此，我
們也需要尊重他們的智慧財產權。這既是
應做的正確事情，也是法律所要求的。競
爭對手的智慧財產權可能受到商標、版權
與專利法的保護。他們的商業機密與專有
資料也可能受到各種公平競爭法的保障。

我們如何實現
• 尊重我們競爭對手以及其他協力廠商的
商標、徽標、設計、版權以及專利等機
密資料與智慧財產權。
• 僅使用合法方式獲取我們競爭對手的
資料。
• 決不以不準確或不真實的方式公開評論
競爭對手的產品或服務。

瞭解更多
• 聯繫法律和/或規章制度監察部門

常見問題
問：我之前曾就職於拉斯維加斯金沙
集團的競爭對手公司。工作中，我
曾看到過當時雇主關於將來的發展
策略的機密資料。我是否可以將此
等資料與我在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的新團隊共享？
答：否！我們對競爭對手有保護其
機密資料免受未授權存取或披露的
義務，您對您的前雇主也有此等義
務。就其本身而言，任何試圖共用
他人機密資料、用他人機密資料獲
利的行為不僅不符合道德，亦違反了
我們的《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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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原則3：保護我們的公司和投資者

遵守證券交易法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遵守所有證券交易法，不允許我
們的團隊成員利用內幕消息在證券市
場進行交易。

這樣做的理由
證券法律旨在確保公平地買入與賣出公
開交易的證券——例如我們公司的股票。
每位買入或賣出股票的人士均應獲取到相
同的消息。保持投資者的信心對於維持
股東利益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利用內幕
消息進行交易以及透露此等消息是不道
德且違法的；此等違法行為可引發嚴重處
罰。除嚴格遵守法律外，我們致力避免即
便只是看似不當的行為，以保護公司誠信
的聲譽 。

妥善進行公司的對外通訊
我們如何實現
作為一家公司，我們：
• • 公佈《證券交易政策》以及《保密資
訊政策》。
• 要求新團隊成員接受並瞭解《證券交易
政策》。
• 就《證券交易政策》向所有團隊成員進
行年度培訓。
禁止涵蓋人士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
• 在持有重大非公開（“內幕”）消息的
情況下對公司股票進行交易。
• 透露相關消息。
• 在公司的交易視窗之外對公司股票進
行交易（如果他們在公司的限制交易名
單上，且被要求對任何交易進行事先
申報）。

關鍵定義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如何實現

• 實質非公開消息：理性投資者在決
定買入、持有或賣出股票的過程中
認為有重要意義的消息。例如，您
知道公司即將在下周報告比預期更
高的收益。在收益報告前，您不能
對公司股票進行交易。同樣地，
如果您知道 LVS 即將與一名供應
商簽署一項重大合同，在合同公佈
前，您不能買入該供應商的股票。
• 直系親屬：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在
您家中居住的任何其他人。
• 提供內幕消息：向未得到授權獲知
消息的協力廠商提供實質非公開消
息（即使您不知道該協力廠商是否
打算利用該消息進行交易）。

我們對外統一發聲。

將媒體人士、投資者或市場分析師要求談
及公司業務的所有請求都轉交給我們的企
業傳訊部門和/或投資者關係辦公室。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公司經常出現在新聞報導中。報導可
能會是恒常收益報告、名人出席活動或我
們物業中發生的異常的事情。我們對媒體
採訪的回應會影響公眾、投資者以及監管
機構對公 司的看法。因此，在未經授權的
情況下，團隊成員不應與媒體人士、投資
者或市場分析師討論機密的公司業務。

媒體查詢請聯繫
• 美國與集團：702.923.9142
• 澳門：+853 811 72143
• 新加坡： mediarelations@
marinabaysands.com

瞭解更多
•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證券交易守易
• 《保密資訊政策》

安全使用社交媒體
做正確的事情
平衡團隊成員表達自我的權利以及適
當代表公司的責任。

這樣做的理由
如今社交媒體無處不在。它賦予個人與其
他人聯繫並向廣泛的受眾傳達自己觀點的
能力。公司尊重個人在社交媒體中表達自
己的權利，但同時我們需要意識到，在這
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被視為公司的代表。
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我們肩負著保護公司
機密資料與聲譽的責任。

我們如何實現
•

認識到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言論仍受我
們的保密資料規則所管制。
• 區分獲授權的商務通信與個人通信。
• 要求在社交媒體上認可我們物業的團隊
成員把自己標識為公司的團隊成員。
• 不讓社交媒體干擾您的工作。

瞭解更多
• 如有任何問題，請諮詢您的主管或人力
資源部門
• 《團隊成員手冊》

常見問題
問：一位名人在我們物業出現，我
趁機迅速拍了幾張照片。我能否將
這些照片發佈在我的社交媒體帳
號上？
答：否！正如在其他部分所討論
的，我們保護賓客的隱私，且不進
行有關公司業務的未授權通信。發
佈此類照片將同時違反以上兩個原
則。

重要提示：在我們經營所在的部分國家/地區，法律允許團隊成員就雇傭條款與工作條件與他人以及協力廠商進行自由交流。本
《規章》不存在對該權利的任何限制，但您行使該權利時必須堅持遵守保密與隱私相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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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原則4：增強我們的社區

原則 4

可持續地經營業務

身為社會中的一分子，
我們努力對我們周遭的世界作出正面的影響

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如何實現

瞭解更多

我們致力於透過可持續發展的實踐以及保
護自然資源的方式來保護環境。

• 公佈促進環境責任與可持續採購的政
策。
• 開發可解決能源、水資源與垃圾等關鍵
問題的整體全球可持續發展計畫——金
沙金沙環保360。
• 使用正式環境管理系統以識別我們經營
的影響、確定優先工作、設立績效目標
並持續監控我們的金沙金沙環保360
計畫。
• 製作年度進程報告，分享我們在可持續
發展方面的舉措和成就。
• 進 行 環 境 風 險 與 機 遇 評 估，制 定
減 排計畫。
• 在未有實施正式法律標準的方面推動符
合環境監管要求、展示行業領先實踐的
負責任的業務經營。
• 與不同組織建立戰略關係，在我們經營
所在區域打造轉型變革。
• 利用協力廠商評級標準與認證衡量我們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表現，改善我們的
方法。
• 為團隊成員與其他持份者提供機
會，使他們瞭解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工作
並作出相關貢獻。

•
•
•
•

這樣做的理由
我們對地球的責任與我們致力維護賓客和
團隊成員舒適與健康的承諾同樣重要。我
們的全球可持續策略旨在將我們對環境的
影響降到最低，也反映了我們在永續建設
發展和度假村酒店營運的願景。

參加公民與政府活動

與
與參
約

綠色

會

邀

《反貪腐政策》
《慈善捐贈與贊助政策》
《利益衝突政策》
《協力廠商旅遊、禮品及娛樂政策》

運

•
•
•
•

《環境責任政策》
《可持續採購政策》
《可持續發展標準》
《金沙金沙環保360 報告》

如何改變現狀

金沙環保360
策略支柱
營
保

作為一家公司，我們：
• 遵守所有適用的政治競選資金與選舉相
關法律。

瞭解更多

答：由於您是以普通公民而不是拉
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代表的身份參
與該政治活動，因此請避免提及公
司。如果第三方識別了您的團隊成
員身份，請表明您的言行舉止僅代
表您自己，並不代表公司意見。

環

我們如何實現

作為團隊成員個人，我們：
• 言行舉止僅代表個人，並不代表公司。
• 向公司披露任何會造成實際或潛在利益
衝突的政治參與行為

議

的

在我們經營所在的每個地區積極參與公民
活動，有助公司實現其目標，推動公眾對
重要議題的討論。同樣地，團隊成員以個
人身份負責任地參與政治程式或公民活動
時，他們亦將促進開放和充滿活力的社
會。團隊成員進行此等活動時——不論是
以公司還是個人名義——須堅持遵守所有
適用法律與高道德標準，確保政治進程公
平包容。

問：上週六我參加了一場政治集
會，接受了一個當地新聞電視臺的
採訪。當記者讓我進行自我介紹
時，我告訴記者我是拉斯維加斯金
沙集團的一名團隊成員。
這一點是否可以提及？

和

者

這樣做的理由

常見問題

築

我們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參與公民活動，
來倡揄公司，並鼓勵團隊成員參與公民
活動。

• 除非該行為屬合法且該團隊成員已獲
得事前許可，否則禁止團隊成員直接或
間接代表公司或利用公司資金進行政治
捐獻。
• 決不對任何政府機關或代表施加不當影
響，以使公司獲得有利結果。
• 對提供至社會活動或組織的慈善捐款或
贊助進行盡職調查，以確保此等捐款適
當和合法。

綠
建

做正確的事情

關

優化我們周遭的社區

活

動

利

益

相

• 保護資源：透過關燈、將電腦設置
為“休眠”模式、用雙面列印或不
列 印、使 用 可 重 複 使 用 的 杯
子 與水瓶、用烘手機代替抹手紙
等方式節約用水、紙張和用電。
• 參與和學習：參與金沙金沙环保
360活動，例如重用酒店客房內的
個人用品組裝衛生用品包、植樹、
惜食大挑戰、建造社區花園、組織
物業參觀以及開設永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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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確保本《規章》切實有效

確保本《規章》切實有效
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門

尋求指引

您除了可對涉嫌不當行為、違法活動或違
反本《規章》的行為作出舉報或就本《規
章》以及公司經營所遵守法律提出問題，
您也可隨時聯絡規章制度監察部門。

• 網址： www.lvscethics.com
• 電話：
– 美國：888.469.1536
– 新加坡：新加坡電信
800-011-1111 或
– StarHub 800-001-0001，
聽到提示音後轉 888-418-1029
– 澳門：0800-111 轉 888-418-1029

由公司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管理的
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門對本《規章》負主
要責任。這包括對《規章》進行發佈、更
新、解答疑慮以及對涉嫌違反本《規章》
的行為進行調查與糾正。規章制度監察部
門與公司內部眾多部門合作，確保為《規
章》相關的任何事情提供最合適的資源。

公司內的其他資源

人力資源部門與規章制度監察部門密切
合作，以管理和解決本《規章》項下的問
題。其負責團隊成員雇傭的條款與條件相
關事宜。您可就任何問題聯絡人力資源部
門，且人力資源部門亦可能是提出初步與
歧視和騷擾以及職場待遇和條件有關問題
的最合適部門。
公司各物業的規章制度監察委員會協助確
保本《規章》的恰當實施與管理。這些委
員會通過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和董
事會規章制度監察委員會向董事會進行彙
報。董事會規章制度監察委員會對公司合
規計畫的以下內容進行監督：(a)對適用
於公司業務的法律法規（包括博彩相關法
律）的遵守；以及 (b) 對本《規章》、公
司的《反貪腐政策》、《防止清洗黑錢
政策》以及《舉報及防止報復政策》的
遵守。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則負責對公司內部控制
與財務事項進行監督。

正如本規章所述，有很多方式可供您尋求
指引或報告疑慮——請選擇您認為最適當
自在的方式。本《規章》最後部分列明瞭
主要聯絡人的聯繫方式，您也可隨時通過
道德熱線尋求幫助：

我們調查不當為的方式

您可用多種方式對可疑不當行為進行舉
報，包括道德熱線、直接電子郵件以及通
過管理層報告。公司認真對待所有善意報
告，並保護報告者免受報復。所有對於涉
嫌違反本《規章》行為的報告將被分配至
適當的調查者以進行快速、公平與徹底的
調查。

除了對進行調查、進行任何糾正措施、亦
或按適用法律要求而言必要的資料外，對
調查過程中獲取的所有資料將會受到保
密。同樣地，我們要求調查所涉及的團隊
成員對所有資料進行保密，以使調查公平
公正地進行。本《規章》決不禁止您將可
能違反聯邦法律或法規的行為報告至任何
合適的政府機關或實體。
在調查結束時，如果確定已發生違反本
《規章》的行為，公司將立刻採取與此過
失嚴重程度相當的糾正措施。對被指控方
的紀律處分，最高可包括解雇。合理和必
要的措施將被啟用以防止任何進一步違反
有關的政策。在符合法律和保密義務的情
況下，我們將盡可能告知報告方有關事務
的終結。

紀律處分

《規章》對於公司而言至關重要。未能遵守
本文件中所列明的標準以及本文件中提及
的所有政策的行為將招致紀律處分，在法
律許可的情況下，該處分最高可包括解
雇。部分違反《規章》或其他公司政策的
行為的嚴重程度足構成初犯即解雇。
公司將對以下採取紀律處分：
• 違反《規 章》或相關法律的任何團隊
成員。
• 故意隱瞞涉及違反《規章》或相關法律
之行為的相關資料的任何團隊成員。
• 涉事團隊成員的經理或主管，如果違規
情況反映參與違規行為或未盡職時。
• 直接或間接報復對違反《規章》、政策
或法律的行為進行舉報的團隊成員或鼓
勵他人進行報復的任何團隊成員。
• 故意誣告另一名團隊成員違反
《規章》、政策或法律的任何團隊成員。
此外，公司董事會已採取“追溯政策”，
要求團隊成員將因不當行為而獲得的公司
獎金退還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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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確保本《規章》切實有效

您有義務提供協助

若本著善意的原則，您發現任何您認為屬
於違反本《規章》的行動或可疑、欺詐
性或不合法的行為，您必須立即舉報此情
況。您將受到保障，不會受任何形式或方
式的報復所威脅。在對任何涉嫌違反《規
章》行為的調查中，您有義務真誠充分地
進行配合。此外，如果團隊成員未能在調
查中進 行配合，或在調查中故意提供錯誤
或有誤導性的（包括轉移、誤導調查人員
或提供不完整）資料，或為阻礙調查而故
意隱瞞或銷毀記錄或其他資料，該團隊成
員或將受到紀律處分，包括解雇。

政府調查

作為受到監管的實體，我們可能偶爾被要
求回應政府機關查詢或調查。在與政府機
關的所有互動中，我們的行為將合乎法
律，且盡我們所知所能如實提供資料。為
確保我們堅持遵守這些規則以及保護公司
利益，在回應由政府或監管機構針對公司
所提出的非例行資料請求前，您必須向法
律部門或規章制度監察部門尋求建議。如
有政府調查機構與您聯繫，我們要求您聯
絡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或總法律
顧問。
在任何情況下，您都決不能：
• 在知曉政府機關或法院要求提供文檔或
• 記錄的情況下銷毀或修改任何公司文檔
• 或記錄，包括電子郵件及其他電子記
錄。
• 向任何政府調查機構說謊或作出虛假或
有誤導性的陳述。
• 試圖勸說任何涵蓋人士或其他人士向
政府調查機構提供虛假或有誤導性的資
料，銷毀或修改任何文件或記錄，或未
能在政府查詢中充分真誠地進行配合。
本《規章》中的任何內容都不得被解釋為
禁止或阻止您在任何州、聯邦、司法或立
法程式或調查中作證、參與或提供協助。

豁免與修訂

《規章》對高級行政人員、高級財務人員、
高級會計人員（或履行類似職能的人士）
、 其他行政人員（高級副總裁及以上職級）
或董事會成員的任何特定豁免將僅可由公
司審計委員會給予，且將應法律要求即時
呈 報。《規 章》對任何涵蓋人士的任何
特定豁免將由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
給予。所有此等豁免均應在下一次定期會
議中由全球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報告至
規章制度監察委員會與審計委員會。對
《規章》進行的任何修改將僅可由公司董
事會作出，且將應法律或法規要求即時呈
報。

本《规章》并非合同

本《规章》并非雇佣合同。然而，遵守
《规章》的标准却是继续受雇于公司的条件
之一。本《规章》并不赋予您任何形式的
权利，且公司可能随时对其进行修改，恕
不另行通知。除非受劳资谈判合同、书面
雇佣合同的管理，或您的工作地点在美国
以外的、适用法律有所不同的国家/地区，
否则在雇佣方面，公司与您均遵循“自愿”
原则，即您或公司可在任何时间、出于任
何原因或无任何原因在有/无通知的情况下
解除雇佣关系。除非该团队成员与公司授
权代表订立了书面协议，否则不得对这一
自愿雇佣关系进行修改。

確認書

每位團隊成員均必須以電子方式確認其收
到了此份《規章》，以保證其瞭解並遵
守本《規章》條款及相關政策。務請您在
簽署電子確認書（可在您的線上培訓中找
到）前已充分閱讀並瞭解《規章》。其他
涵蓋人士應閱讀並簽署隨附的表格，並將
其提交至您在公司的連絡人。若您出於真
誠認為您不能簽署該電子確認書，您必須
將拒絕簽署的原因告知您的主管或您所在
地區的規章制度監察部總監督，並提供
《真誠拒絕表格》所要求的資料（也可在
您的線上培訓中找到）。

聯絡資料
規章制度監察部
美國及全球集團：
		
compliance@sands.com
		
或 702.923.9960
新加坡:
		
澳門：
		

MBSCompliance@MarinaBaySands.com
或 +65 6688 3384
Compliance_VML@sands.com.mo
或 +853 811 82273

法律部

人力資源部
美國及全球集團：
			
702.923.9228
濱海灣金沙：
			

+65 6688 1611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853 811 86146 / + 853 811 86147
			

道德熱線
網址：

www.lvscethics.com

電話：
美國及全球集團：
		
702.449.9311
濱海灣金沙：
		
+65 6688 1218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853 811 82366

美國:

888.469.1536

新加坡：
			
			

新加坡电信 800-011-1111 或
StarHub 800-001-0001,
听到提示音后转 888-418-1029

澳門:
		

0800-111 听到提示音后转
888-418-1029

3883 Howard Hughes Pkwy., #550
Las Vegas, NV 89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