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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以前，毫不犹豫地选择工作外包还是各公司普遍的

做法。这是一种用来解决人头数问题、精简内部流程以及快

速招募人员的策略。外包通常对生意有利，因为制作 / 购买

分析报告说是“买更加便宜”。

虽然分析说外包更加便宜，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发生道德和合规事故时，公司能够以外包为由逃脱责任或

避免对声誉造成损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总之，你的

第三方代表你所实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你承担责任，

就像你的永久性雇员一样。这种情况不但在许多区域如此，

而且在拥有反腐败法案的美国、英国和 OECD（经济合作和

发展组织）的其它成员国更是如此，公司在以上任意国家中

有业务往来同样适用。

没有什么时间比现在更适合关注你的第三方 — 他们是谁，

你是否有有效的流程控制他们代表你所实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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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第三方？

除了你的永久性雇员外，你所雇请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对你

而言就是第三方。典型的第三方包括合同雇员、代理人、 

游说代表、批发商、分销商、顾问、服务于你的产品的公司、

代运人、供应商、以及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等等。重点在于，

你付钱给他们，让他们代表你做某些事。

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预期就是，你知道他们是谁、你对

他们进行过审查、并且你控制这些所雇请的人的行为。

你的风险是什么？

•	 对你的声誉的伤害，即便你的第三方只是接

受公开的调查。

•	 民事责任和监管 / 刑事责任

你该关心的是什么？

•	 你与自己不认识的人做生意。

•	 你的第三方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公司的管理，

或者位于某个缺乏监管、无责任感的地方。

•	 你的第三方在一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工作，

有不同的习惯、语言和预期。

•	 你的第三方不了解公司的规定，也缺乏遵守

规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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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第三方希望在短期内取悦你，而不理解

或关心长期结果。

•	 存在达成业务的压力，而不关心如何达成。

•	 眼下在全球范围内对反腐败、隐私、反垄断

和进出口法律法规的执行正处于活跃期。

第三方检验清单

考虑到新的期望，以下是一个可以用来检验你的公司与第三

方之间的关系是否良好健康的清单。

1.  �你有所有第三方的清单以及其资料的数据库吗？�

如是，请跳转至下一问题。

如否，请制作一个包含下列信息的数据库：

a) 第三方名称及所在地

b) 所提供服务的类型

c) 联系方式和资料所在地

d) 雇佣人员的姓名和职位

e) 遵循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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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审计计划

g) 第三方的法定代表人

h) 工作 / 服务履行的地点

i) 根据公司政策和程序管理该实体所需的任何

其他信息 

2.  �你是否对第三方进行了风险评估，并且按风险水平

排列次序？�

如是，请跳转至下一问题。

如否，请制定并执行一项风险评估流程，以集中关注风险

程度最高的第三方。并不是所有的第三方都需要同样水平

的监管。在过于宽泛的范围执行详尽的尽职调查会耗费过

多额外的资源，也可能导致迟延或无法处理最有可能发生

的风险。另一方面，仅对低层次、公开信息进行粗略的尽

职调查则意味着某些具有风险的第三方没有得到其风险所

应给予的监管。

在风险评估中需要考虑的一些事项：

a) 了解第三方的哪些工作或代表行为导致最大

的风险（例如，处理政府事务的代理人、 

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供应商）。考虑风险最

高的地理区域（亦即，腐败高发地区）。 

查看国际清廉透明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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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虑此项服务是否为关键业务或流程所提供。

c) 考虑此项服务是否在一个缺乏公司参与或监

管的地点履行。

d) 此项工作是否会导致第三方获得公司的资金、

资源和资产？

e) 第三方是否会导致公司承担合同或经济责任？

f ) 此项工作是否涉及取得重要的许可、政府批

准或认证？ 

3.  �在选择第三方时，你是否有基于风险评估进行尽

职调查流程？�

如是，请跳转至下一问题。

如否，请利用根据上文问题 2 所作的风险评估结果，按风险

水平调整尽职调查标准：

a) 按风险类型区分第三方，这样，具有更高风

险的类型就需要更多的关注。

b) 利用有关服务、收入、合约要求、地点、政府 

联系等资料进行风险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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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针对每一个类型制作一个风险评估。通常可

以分为三个类型（高、中、低），不过你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减。

d) 对每一种类型确定一个尽职调查的起始标准。

e) 规定根据情况需要或出现“红旗”的情况给

予第三方更多的监管。

4.  �一旦确定风险类型，就要制定一个书面的尽职调查

流程：�

a) 该流程是否已制定某一项（或多项）书面政

策，并具有对实施所需一切程序的说明。

b) 明确谁负责执行该政策。可以是采购部门或

者某些其他业务单位。

c) 列示红旗提醒注意（见下文第 7 项）。

d) 说明处理红旗的流程（例如，审计、在其工

作地点面谈）。

e) 说明如何处理现有第三方。

f ) 制定尽职调查流程费用支付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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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说明如何使用非实地尽职调查工具，诸如审

查经济状况、其他背景资料以及你自己的调

查问卷。

h) 与归入高风险类型的第三方面谈（例如， 

访问一间在尼日利亚的办事处，看看是不是

真有一家公司在那里运作）。

i) 询问和审核第三方的推荐人。

j) 审核利益冲突（例如，一位政府官员的亲属，

如果政府联络是所提供服务的一部分，如许

可证等）。

k) 简述记录所有尽职调查过程、结果以及决策的

流程。 

5.  �一旦在尽职调查流程的基础上选定了第三方，你

是否与第三方签署一份说明所有要求的合同？�

如是，请跳转至下一问题。

如否，则应以书面合同雇请第三方，该合同须：

a) 说明将要提供的服务以及报酬条款；

b) 要求第三方遵守与所提供服务有关的公司政

策、程序以及价值观；并且这些政策、程序

和价值观要在合同中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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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给予公司对合同所有方面进行审计权利，并

且如有不符即可终止合同的权利；

d) 要求第三方为该合同工作的所有员工都接受

有关公司标准、文化、合规和其他规定的教育，

并要求他们确认已经理解；

e) 向第三方员工提供有关信息，使之了解可以

向何处提出与工作事项有关的顾虑；

f ) 要求第三方在其所有权或架构发生可能影响

风险状况的变化时立即报告；

g) 规定服务费支付方式和支付地点 — 需特别说

明提供服务的所在地。服务费用支付不得以

现金形式，需遵守本地的财务准则；

h) 要求第三方保持适当的记录供审核及审计；

i) 规定在第三方就你的业务设定下级代理人之

前必须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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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加入反腐败和反报复条款；以及

k) 确定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发生违反需要如何

处理。

6.  �在你的公司是否有人负责管理每一个第三方？�

如有，真是不错。

如果没有，想一下，你永远不会有一个员工没有主管的指导

和评估。对每一个第三方也是一样。实际上，这一点更加重

要，因为第三方并不接受公司的日常文化和要求。

这位第三方“经理”应当：

a) 维护并更新第三方的相关文件；

b) 依据第三方的工作、经济来往以及地理位置，

风险程度加以监管；

c) 制定并执行审计计划；

d) 对遵守合同的情况进行评估；

e) 对第三方的所有权、业务、法律问题等保持

关注；

f ) 就对第三方的监管接受评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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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负责在中央数据库更新有关第三方的所有 

信息（见上文第 1 项）。

7.  �什么是关于第三方的“红旗”？�

红旗是指你的公司应当关注，并有理由进行进一步调查的 

情况。如果红旗不能令你满意地解决，则就有理由不选择某

一方，或者终止与某一现有第三方的关系。如果对于红旗未

能发现或者不加解决，就可能导致公司声誉和资源的损失。

例如：

a) 由某政府官员引介的代表

b) 由缺乏经验或资质的人履行服务

c) 该地区、国家或行业有腐败历史（参见腐败

指数）

d) 拒绝认证合规程序

e) 超出常规的高额佣金或奇怪的收费模式

f ) 对所履行的工作缺乏细节描述

g) 超出常规的付款或财务安排

h) 费用和会计记录缺乏明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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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与政府官员而非机构进行交易

j) 无法解释的其他第三方加入交易

k) 拒绝表明所有权状况

l) 缺乏工作所需的适当人员

m) 依赖于业内不知名或未获认可的人员

n) 使用空壳公司

o) 纯粹依赖个人关系

p) 拒绝审计

q) 提供虚假信息或对询问撒谎

r) 曾经因有疑问的业务行为而遭到刑事或民事

诉讼

s) 要求在工作完成前付款

t) 要求现金付款、不记账付款、或者在工作 

履行地以外的其他国家付款

总之

如今第三方可能是必需的，但并不必然因为他们是一个较为

便宜的选项。在选择、培训和管理第三方方面，你的公司需

要实行与针对自己的员工一样的标准。他们同样掌握着你的

声誉、责任和成功。实际上，拥有较强职业道德和合规程序

的第三方对于你、他们的客户而言是一种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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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要的第三方问题起初看起来似乎无法承受，但是， 

每次进步一点，我发现就能改善你的流程并给予企业长期 

发展所需要的能力。

SCCE 拥有许多能够帮助你的资源，包括研讨会、书面帮助、

活跃的社会网络系统，你可以用来联络其他经历着同样过程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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