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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面带忧色，
走时胸有成竹。
伊顿公司申诉咨询办公室是国际申诉咨询专员协会(IOA)的积
极成员。IOA的使命是为全世界的企业申诉咨询专业人士提供
支持，帮助他们提高，从而确保依据最高职业标准从事职业
实践。 伊顿公司的申诉咨询专员遵守《国际申诉咨询专员协
会实践准则》。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使命
伊顿公司的申诉咨询专员计划将通过提供秘密、中立
及非正式的帮助来应对及解决工作场所中存在的问
题，以便：
•
保护人力、财务及其他资产
•
维护公司声誉
•
遵守法律及规章，包括美国的量刑指南及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
促进符合伊顿公司业务操守及核心价值观的道
德、公平、价值驱动的工作环境
所有与申诉咨询专员讨论的事宜均会被视为机密，
不构成对伊顿公司的通告。

道德原则与实践准则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工作成果
过去18个月回顾

在拉美（17个工作地）、
北美（11个工作地）、
中国大陆及香港和台湾
（5个工作地）推出进修
课程。

独立性
申诉咨询专员的组织与职能独立， 仅为机构里的
最高层所知。
中立及公正性
申诉咨询专员是指定的中立者，不与任何方面结
盟，不偏不倚。 申诉咨询专员不会参与任何可能
设计利益冲突的情况。
保密性
申诉咨询专员会将所有求助者的交流信息严格保
密，未经授权不会披露任何秘密的往来信息。
只有在出现严重危害的紧迫风险时方可视为此保
密性原则的例外。

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
湾的30个工作地引入申诉
咨询项目。

非正式性
作为非正式资源，申诉咨询专员不会参加与提请
其关注的事件相关的任何正式裁决或管理程序。

受理了2000多次的问询

如需更多了解《国际申诉咨询专员协会实践准
则》，请浏览：www.ombudsassociation.org

延伸我们的服务
很高兴为大家呈上申诉咨询办公室年
度报告，希望能够通过这份报告让你
们对我们的作用和职责有进一步的了
解。 报告中回顾了我们过去18个月的
服务、工作成果和总体表现。
上次报告以来，我们在申诉咨询制度
的全球推广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我
们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
湾推出了申诉咨询项目，该项目在印
度的推广也已指定德维亚尼·辛格
(Devyani Singh)负责。 我们同时还在为
该项目在英国的初步实施做准备。 一
旦上述推广计划完成，我们的服务将
涵盖伊顿公司在全世界约75%的员工。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
服务水平。 去年有几名申诉咨询专员
获得了IOA的CO-OP(认证的组织内监察
员)资格。 成功通过认证考试及面试将
进一步确保伊顿公司的申诉咨询工作
按照该协会的高标准进行。
展望未来，我们继续致力于为提供一
个讨论及解决工作场合遇到的问题、
消解员工忧虑的保密场所。 而响应员
工要求，为你们提供可行易行的指导
更是我们的一贯承诺。

伊莲·布腾斯基(Ilene Butensky)
申诉咨询办公室总监
CO-OP

弘扬我们的文化和
价值观
伊顿公司承诺在追求卓越绩效的
同时保证正当经营，能够实现这
样的均衡这是我们的骄傲。 要维
持一个可兑现上述承诺的工作环
境，伊顿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基
础——以客户为导向、信任、尊
重、自尊、诚信，将人才作为我
们最宝贵的资源。
伊顿公司的申诉咨询机制在支持
我们的价值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作为一条非正式、保
密、中立并且独立的交流渠道，
当你在处理工作场合的问题时需
要指导时，申诉咨询办公室让你
有地方可以去，同时 给你力量，
帮助你做出决策。
自8年前引入北美以来，申诉咨
询办公室已经接待了超过9,000次
员工问询。 如今这一计划已经推
广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而且还
在继续。
如有需要，我鼓励我们的员工好
好利用这项重要服务。 如果你
遇到的问题涉及公司的既定价值
观，通过寻求帮助，你也是在帮
助伊顿公司维持自己作为一个恪
守价值观的企业的声誉。

桑迪·库特勒(Sandy Cutler)
伊顿公司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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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与申诉咨询办公室联系
人们会在这些时候寻求申诉咨询办公室的帮助：
•

不知道到哪里去诉说自己的担忧

•

不知道如何把担心说出来

•

需要完全保密

•

 要一个中立的聆听者来帮助他们对自己面临的选择做出评估
需
与判断

•

需要与对公司有广泛了解的中立方进行无记录谈话

•

需要了解关于公司政策的更多信息

申诉咨询的保密原则不允许将真实案例作为教材，
但通过如下的虚拟场景你也可以了解哪些情况是
由我们处理的。

“有些事情不合情理。”
担忧

申诉咨询专员的答复

罗伯特对所在单位促销计划的销售
量计算方式有些怀疑。 他认为促
销的效果被夸大了。 就这个问题罗
伯特多次向经理反映， 但经理告
诉他：用你拿到的数字就行了。 尽
管这没有影响到财务报告，罗伯特
依然对销售量的计算方式不放心。
对他而言，这似乎有悖于伊顿公司
正当经营的承诺。 他知道申诉咨
询是保密的，而且独立于正式的企
业组织架构之外，因此他觉得在这
件事情上申诉咨询专员应当能够作
为中立的聆听者。 在反复考虑几
周后，他与申诉咨询办公室联系，
寻求指导。

申诉咨询专员听取了罗伯特反映的
问题及相关细节。 他们讨论了几
种可能的选择，包括向人力资源经
理汇报、向更高一级的经理反映，
或者与全球道德办公室联系。 经
过考虑，罗伯特决定与全球道德办
公室联系。 申诉咨询专员表示同意
并安排了他们的会面。 在与罗伯
特全面讨论后，道德代表启动了对
此事的调查。

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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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休息。”
担忧

申诉咨询专员的答复

因为所在工厂加班的事情，玛丽亚 在申诉咨询专员帮她分析了可能的
致电申诉咨询办公室。 她说许多员 选择后，玛丽亚要求申诉咨询办公
工已经有好几个月每周工作7天了。 室向工厂的人事经理通报此事，但
她有许多同事都表示很累，而且没 不要透露她的名字。 申诉咨询办公
有足够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她还 室与人事经理讨论了上述情况，人
透露：由于不能及时购进原料，周 事经理解释了工厂需要加班的原
一经常工作量不足。 关于此事玛丽
因，但同时也认识到应设法帮助员
亚已经向主管反映了几次，但情况 工增加休息时间。 商谈后，工厂方
依旧。
面决定组织一个小组对原料物流进
行分析，确保每个周一的工作不会
被耽误。 这个小组还通过头脑风
暴找到了一些帮助员工挤出必要休
息时间的办法。

“当你不知道该去哪里的时候，
申诉咨询办公室是个好去处。”
克里斯托·巴尔(Crystal Bahr)
助理申诉咨询专员

“你可以跟我们秘密地说。
这可能会是你感觉最棒的一次交谈。”
埃文·阿罗史密斯(Evan Arrowsmith)
北美地区申诉咨询专员
CO-OP
申诉咨询办公室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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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准则指导我们的实践，让寻求帮助 “如果想理顺工作中的问题，并在选择方面得
到指导，我们的办公室是个好地方。”
的员工得到内心的宁静。”
约翰·西蒙内蒂(John Simonetti)
北美地区申诉咨询专员
CO-OP

热内特·特利帕里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申诉咨询专员

“我的主管不尊重人。”
担忧

申诉咨询专员的答复

申诉咨询办公室接到了尼克尔的电
话，她觉得一些主管的行为很失
礼。 她声称：主管在言语上威胁
员工，说要让他们丢工作。 尼克尔
认为这种行为和语言不符合伊顿公
司的价值观和理念。 由于怕报复
她不愿向当地管理层反映此事。
尼克尔决定打电话给申诉咨询办公
室。

申诉咨询专员在听取她对事情的描
述后问了几个问题，以便有更全面
的了解。 在分析几种可能的选择
后，尼克尔决定请申诉咨询办公室
向人事经理反映情况及其对工作团
队的影响，但不要透露她的身份。
申诉咨询专员发现该地的员工调查
中也反映出潜在的问题。 他与人事
经理商量了一些可能改善工作环境
的办法。 人事经理与伊顿大学和
工厂经理一起，安排该工厂的全体
主管参加了一线领导者“Core 5”
课程的培训。 人事经理还表示希
望在管理层团队中将伊顿公司的价
值观和理念发扬光大，并重审采取
报复是违背这些价值观的。

案例的结果
申诉咨询专员与员工一起，
找到了一些可以通过非威胁的合
作方式解决他们所担心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ىِڼХ
97%

3%

ᄗ؇
Ӳೞ؇ِ

ଢᄗ

50%

28%

18%

܅

־फ

ቩ࣮ሀබೝ

1%

๒
3%

҆७উ

6

申诉咨询办公室年度报告

帮助领导者促进员工反馈
除了帮助拨打电话的员工个体之外，申诉咨询办公室还可帮助职能
领导者或机构领导者促进员工反馈。 这些服务包括：
•

帮助领导者深入了解特定的组织问题或担忧

•

 员工安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通过有组织的保密谈话向中立的
让
第三方提供见解。

•

在保护员工身份的情况下向领导者提供经过筛选的反馈

•

 过收集传统反馈流程无法获取的信息和观感，促进对疑难问题
通
的更深入理解

如果你是某个职能部门的领导者或者机构领导者，请与申诉咨询办
公室联系以便了解关于这些服务的更多信息。

“我想参加，但参加不了。”
担忧

麦克所在单位最近发起了一场健
身运动，鼓励每个员工每周至少有
三天行走30分钟，连续6周。 他的
经理要求每个人都支持这项活动，
称自己“对每个人的参与寄予厚
望。” 麦克平时就坚持锻炼，但身
体上的一些问题让导致他走30分钟
便会疼痛不止。 他担心如果不参与
行动活动会影响上级对他的看法。
于是麦克致电申诉咨询专员，询问
如何处理此事。

申诉咨询专员的答复

申诉咨询专员在听完麦克的介绍后
跟他商量了几种可能的选择。 麦
克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人事经理
并建议在健身计划中增加其他活动
项目。 在申诉咨询专员的建议下，
麦克还提到了伊顿公司健身计划中
的“Get Fit”部分，即鼓励员工选
择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 在交谈后
人事经理告诉麦克：参不参与完全
在他自己，不参与也不会有什么负
面影响。 按照麦克的建议，活动的
组织者决定增加其他类型的锻炼项
目。 高兴之余，麦克也选择了适合
自己的项目。

“随着公司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日渐增强，我 “我们正在将申诉咨询计划引入印度并培训他
期待着将我们的服务带到这一地区的更多国 们如何有效地使用我们的服务。能够让人们
家。”
了解申诉咨询，我真的为此激动不已。”
Sophia Qiao （乔维双）
亚太区申诉咨询专员
CO-OP

德维亚尼·辛格(Devyani Singh)
印度地区申诉咨询专员

申诉咨询办公室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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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职能是什么？

我怎么才能与申诉咨询办公室取得联系？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员工
解决工作场所的问题。申诉咨询办公室将
作为主要及正式问题解决渠道（如当地管
理层、人力资源部门、全球道德办公室、
审计部门及EHS部门）的补充，而不是取
代这些渠道。

你可以通过免费保密电话与申诉咨询办公
室联系。为保证安全，他们的线路是与伊
顿公司隔离的。你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Ombuds@eaton.com要求面谈或电话讨
论。请注意：电子邮件不是保密的通讯形
式。

我跟申诉咨询专员之间的往来通话是保密
的吗？

哪些人可以使用申诉咨询办公室的服务？

与申诉咨询专员之间的所有交流都是有特
殊保护的，而且呼叫人会被告知这些往来
将保密。 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当内容涉及严
重伤害的迫切风险时。 申诉咨询专员是中
立而且独立的。 与申诉咨询专员讨论的问
题不会被记录在案，而且不构成对伊顿公
司的索赔通知。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保密性
让它成为一个讨论问题的安全场所，在这
里不用担心被报复。
我可以期待通过申诉咨询专员的服务得到
哪些帮助？
每个案例可能都不一样，但通常情况下申
诉咨询专员会听你讲述自己的担忧，然后
会问一些问题以便有全面的了解。申诉咨
询专员会跟你一起确定解决问题的合理选
择。然后与你讨论每种选择的优劣，让你
自行决定最佳选择。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服务面向伊顿公司全体
员工及合作伙伴开放。
（其中包括员工的家庭成员、退休员工、
合同工以及被剥离/关闭的机构员工。）
我应当在什么时候与申诉咨询办公室联系？
申诉咨询办公室可随时为你提供培训和指
导，帮助你解决工作相关问题。通常情况
下建议先与你的主管或当地管理层（包括
当地的人事经理）商议。如这种方式不可
行，申诉咨询办公室会为员工提供帮助。
如果你担心的事情涉及可能违背伊顿到道
德行为准则或违法的事情，全球道德办公
室也会帮助你。如果你不确定应该去哪里
寻求帮助，你可以与申诉咨询办公室联
系，我们将把你的问题转交可提供帮助的
适当机构。

免费保密电话

1-866-29-OMBUD
(1-866-296-6283)

阿根廷

0-800-288-5288 + 866-296-6283

巴西

0-800-8888-288 + 866-296-6283

智利

800-360-312 + 866-296-6283

哥斯达黎加

0-800-011-4114 + 866-296-6283

多米尼加共和国
296-6283

11-22 或 1-800-872-2881 + 866-

萨尔瓦多

800-1785 + 866-296-6283

危地马拉

138-120 + 866-296-6283

洪都拉斯

800-0-123 + 866-296-6283

墨西哥

01-800-112-2020 + 866-296-6283

尼加拉瓜

1-800-0164 + 866-296-6283

巴拿马

800-2288 + 866-296-6283

委内瑞拉

0-800-552-6288 + 866-296-6283

请从菜单中选择你喜欢的语言：
英语请按1
西班牙语请按2
葡萄牙语请按3
中文请按4

Office of the Ombuds
13100 E. Michigan Avenue
Galesburg, MI 49053

中国大陆

8008-2008-91（固话用户）
4008-2008-91 （移动电话用户）

香港

800-968-331

台湾

0800-088-658

您也可以发函至：
Office of the Ombuds
13100 E. Michigan Avenue
Galesburg, MI 49053
USA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eaton.com/ombuds
或发送邮件至ombuds@eaton.com。
（请注意：电子邮件不是保密的通讯形式。）
听力受损的员工可通过中继服务与申诉咨
询办公室联系。 请通过免费电话与我们联系
（如果不担心保密问题也可通过电子邮件），
我们将做出必要的安排。

©2010 Eat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美国、加拿大、
波多黎各

下列地区请直接拨打免费电话：

Simplified Chinese

与伊顿公司电话线路隔离，确保安全。如需联系我
们，请拨打免费电话或AT&T接入码+免费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