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贿赂管理
依托BSI反贿赂能力建设项目

提升组织生存力



对于所有组织而言，贿赂是将其置于危险境地的主要问题：

•  面临起诉

•  成本增加

•  声誉受损

在法律面前，任何的借口都不能对组织起到保护作用。组

织需要采取有力的反贿赂措施，以降低声誉受损的风险。

对组织而言，确保采取合理的程序和控制措施以展现出符

合道德行为的反腐败姿态正变得至关重要。倘若没有做到

这一点，便等同于冒着风险让腐败行为为组织最终带来起

诉或声誉受损的结局。

贿赂 — — 全球日益升高的一大议题

由于贿赂风险的加大，反贿赂立法正变得愈加严厉。当全球供应链趋于复杂且不断保持增长，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公众

对贿赂态度的转变，驱动组织提高对反贿赂和反腐败问题的重视。

实施符合 ISO 37001 标准的反贿赂

管理原则和指引，BSI将帮助您找出

其中的差距，以便您实施适当的程

序和控制措施以展现出合规性。

反贿赂管理为何至关重要？

 

全球每年的贿赂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

61%的供应链经理认为，腐败是企业面临

的第二大风险

No.2
Risk

为取得业务或保持业务关系，多达30%的

组织选择行贿

2016年，某公司因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法律案件缴纳20亿美元的罚金



反贿赂管理体系（ISO 37001标准）是什么？

反贿赂管理体系（Anti-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简称ABMS）帮助企业防范、发现并应对贿赂行为，同时遵守

反贿赂法。

最新发布的ISO 37001标准是基础于BSI为响应英国2010年的《英国反贿赂法》所制定的BS 10500标准，旨在帮助组织落

实反贿赂管理体系。它明订组织应当实施旨在防范、发现并应对贿赂行为的一系列举措，并为体系的落实提供相关指导。

最重要的是，该标准展现了组织对实施适当流程以提高意识和遵守反贿赂法律的承诺。

-

1. 反贿赂管理体系要求的意识和培训 [ISO 37001]

在认为必要时，组织可以指派员工参加 ISO 37001 

标准内审员培训（可选）。

2. 执行第一次现场差距评估，以审查组织现有的反贿

赂管理状态。

3. 提供现场支持和安排工作坊，以通过小組讨论和了

解ISO 37001标准要求的方式，管理识别出的差距。

4. 通过组织项目团队文件化并落实反贿赂管理体系。

5. 执行第二次现场差距评估，以监督、控制并达成持续

改进，确保持续的合规性。

BSI 设计的这一方案旨在藉由引导组织对其主要利益相关

者进行培训并引导他们通过每一个阶段，确保利益相关者

全面理解有关ISO 37001标准的贿赂行为和反贿赂管理体

系。

BSI 反贿赂能力建设方案采用分阶段的设计形式，由工作

坊、培训以及现场差距评估和现场支持相互组合而成。在

方案结束时，组织将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展现出在反贿

赂方面的合规性表现和最佳实践。

BSI反贿赂能力建设方案

帮助组织了解最佳实践

反贿赂管理体系的关键要素

•  组织环境

•  理解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

•  贿赂风险评估

•  领导力和承诺

•  反贿赂方针和目标

•  反贿赂合规职能

•  授权决策

•  支持资源

•  雇佣过程

•  意识和培训

•  文件化信息

•  由受控制组织和商业伙伴实施的

    反贿赂控制措施

•  财务和非财务控制措施

•  尽职调查

•  管理反贿赂控制措施的不当

•  礼品、招待、捐赠和类似利益

•  提出关注事项

•  调查和处理贿赂



助力构建专业知识的解决方案

借助BSI的反贿赂能力建设方案，您可以在内部建立起反腐败能力，提升组织生存力，增加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并提高组

织的声誉。

反贿赂管理体系的

意识和培训

（2天以上）

执行第一次现场

差距评估

（2天以上）

提供现场支持

和安排工作坊

（2天以上）

执行第二次现场

差距评估

（2天以上）文件化并实施反贿赂

管理体系

BSI服务旨在帮助您降低贿赂风险

作为此一领域的专家，我们设计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以

帮助您识别运营相关风险，让您可以在最佳实践的框架内

对其进行管理。无论您的出发点是什么，反贿赂能力建设

方案都可以去除您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复杂性。
ISO 37001

反贿赂标准 培训课程

反贿赂能力建设
获得 ISO 37001

标准认证

反贿赂能力建设方案的5个阶段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3阶段

第4阶段

第5阶段

•  什么是贿赂？

•  理解贿赂对您业务的

   影响。

•  什么是 ISO 37001标

   准？

•  反贿赂管理体系

   （ABMS）的要求。

•  风险评估和范围。

•  礼品、招待、捐赠

   和疏通费。

•  提出关注事项和调查

•  ISO 37001 内审员

   培训（可选）。

 
•  对照ISO 37001反贿

   赂标准进行现场差距

   评估。

•  审查方针、目标和

   程序。

•  评估现有反贿赂体系

   实施情况。

•  包括识别差距的书面

   报告。

•  BSI员工与组织的ISO 

   37001内审员一同进

   行差距评估（可选）。

 

 

 

 
•  与相关负责方一同现

   场查看已识别的差距。

•  安排与组织项目团队

   的讨论，以了解与已

   识别差距相关的要求。

•  提供针对已识别关键

   问题的公共可用最佳

   实践、工具或方法论

   的分享。

•  现场培训和支持。

•  安排关键绩效指标

   （KPI）和相关报告或

   报表的讨论，以有效

   监控改进。

 
•  组织的项目团队将所

   学知识应用到其自身

   的反贿赂管理体系之

   中。

 •  对照ISO 37001反贿

   赂标准进行现场差距

   评估。

•  审查在第一次现场差

   距评估中已识别差距

   的相关改进，确定其

   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  审查符合 ISO 37001

   标准目标的有效性。

•  第一次现场差距评估

   的改善比较。

•  评估反贿赂管理体系

   实施进度和需求。

•  完成识别差距的书面

   报告。



BSI集团简介

BSI是一家通过制订标准、体系认证、供应商审核和培训管理风险、

降低成本和确保可持续方面活动，来帮助全球企业“让追求卓越

成为习惯”的商业标准公司，并获得英国皇家特许。

作为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标准机构和ISO创始成员，BSI带领了众

多世界公认标准的诞生，其中包括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BS OH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ISO 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ISO /IEC 27001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ISO 14046水足迹标准、

PAS 7000供应商资格预审以及ISO 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

-
-

 •   我们在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6家办事处。

•   经验丰富：世界上第一家国家标准机构，成立于1901年，是

     ISO的创始成员。

•   思想领先者：制定了全球最普遍采用的标准，包括ISO 9001、

     ISO 14001和BS OHSAS 18001。

•   深受信赖：我们是一家获得皇家特许的公司，是英国国家标

     准机构。

•   领先的全球标准制订机构：拥有超过11000名的委员会成员。

•   足迹遍及全球：在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81000名客户。



81000家
客户

181 个
国家和地区

全球76家
办事处

3个区域

中心

超过

58000项
标准

新加坡
+65 2 627 00777
sgp@bsigroup.com

韩国
+82 (0)2 777 4123
bsikorea@bsigroup.com

中国
+86 400 005 0046
infochina@bsigroup.com

泰国
+662 294 4889 92
infothai@bsigroup.com

澳大利亚
+61 2 8877 7100
info.aus@bsigroup.com

日本
+81 (0)3 68901172
sales.japan@bsigroup.com

印度
+91 011 2692 9000
info.in@bsigroup.com

新西兰
+61 2 0800 853 965
info.nz@bsigroup.com

台湾
+886 2265 0333
infotaiwan@bsigroup.com

马来西亚
+603 2242 4211
info.malaysia@bsigroup.com

印度尼西亚
+62 2183 793174 77
certification.sales@bsigroup.com

香港
+852 3149 3300
hk@bsigroup.com

越南
+84 8 39320 778
info.vietnam@bsigroup.com

BSI 亚太地区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