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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致词

很荣幸向您介绍巴西银⾏的道德规范守

则，本守则旨在成为我们⽇常⾏事中的

指南。巴西银⾏希望通遵守其制度、公

司治理守则、廉正计划、合规计划、内

部规则和法规中的⾼标准⾏为准则和原

则，实现巴西银⾏的⽬标和愿景做出贡

献。

 

成功实施守则将取决于所有⼈的努⼒。

毕竟，我们必须对与客⼾关系的质量、

投资者对公司的利益以及我们与社区的

关系负责。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选择和态度负责，并

且意识到这些选择和态度对我们公司的

影响。

 

银⾏通过道德规范守则，可确⽴银⾏的

专业伦理、诚信、透明性、对内部规范

和法规的尊重。为了使巴西银⾏以诚信

及可信任机构受到公众的认可，本守则

中描述的戒律必须成为我们决策的基

础。

 

 

因此，我在此必须强调，所有⼈均有义务遵守本守则，不要保持沉默，不仅要举报

⾮法⾏为，还要举报任何有损道德规范原则的⾏为。

 

我邀请您花⼏分钟时间阅读巴西银⾏的道德规范守则。愿它为您带来反思，并为您

的⾏为提供指导。

 

对于雇员，我建议您如有疑问请不要犹豫与您的经理交谈或咨询您州区的道德规范

委员会。

 Rubem de Freitas Novaes

 总经理

 

"诚信是银⾏业中宝贵的财富，也是建⽴公司道德规范
⽂化的结果，⽽机构对道德规范操守的承诺不光体现在

重⼤决定上同时也涉及⽇常的⼯作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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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mos ser responsáveis por nossas

escolhas e atitudes, conscientes do

impacto delas na nossa empresa.

 

Por meio do Código de Ética, o Banco

determina o agir ético, a integridade, a

transparência, o respeito à legislação e

às normas internas. Desta forma, os

preceitos descritos neste documento

devem ser a base de nossas decisões,

para que o BB seja reconhecido como

uma instituição íntegra e confiável. 

"A CONFIANÇA, TÃO VALIOSA NA
ATIVIDADE BANCÁRIA, É O
RESULTADO DA CONSTRUÇÃO DE
UMA CULTURA DE ÉTICA NA
EMPRESA, E O COMPROMISSO ÉTICO
DO CORPO FUNCIONAL ENVOLVE
TANTO PEQUENAS ATITUDES NO DIA
A DIA QUANTO DECISÕES
COMPLEX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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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指引我们⾏动实践的原则，即使没

有特定的标准规范，尤其是当我们遇到道

德规范困境并需要按照银⾏的期望做出决

策时。

巴西银⾏

 

伦理与内部申诉机构

道德规范
守则的原
则

⽬的，愿
景和价值
观
⽬的： “维护对⼈们有价值的东西”。
 
愿景：  “成为能够为⼈们的⽣活提供最佳体
验，并以创新、⾼效和可持续的⽅式促进社
会发展的公司。”
 
价值观：
 
以客⼾为中⼼：我们始终牢记对客⼾有价值
的东西。
 
创新：我们受创新及变⾰推动⼒的驱动。
 
道德规范：我们将道德规范作为业务⾏为的
基础。
 
⾃主意识：我们有责任采取良好的解决⽅
案，并以⾃家事业的态度⾏事。
 
信任：我们承诺采取透明和稳健的⾏动⽅
式。 
 
效率：我们优化可利⽤的资源，为关系受众
创造价值。
 
公众精神：我们在决策时会考虑集体利
益。。
 

诚实

责任⼼

透明性

尊重
 



⽬
标
受
众

道德规范守则应⽤于：

 

⾼级管理

-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和⾼级管理⼈员，包括

受控公司

员⼯

-包括巴西和国外的员⼯

雇员

-聘⽤商的学员、学徒、管理⼈和员⼯

其他

-代表巴西银⾏或为巴西银⾏提供代理及服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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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守则

道德规范守则的原则

 

我们每个⼈都⾯临着必须将道德规范原则纳⼊为

其职责必⾏的挑战。旨在指引我们⾏动实践的原

则，即使没有特定的标准规范，尤其是当我们遇

到道德规范困境并需要按照银⾏的期望做出决策

时。

诚实：我们期望员⼯的⾏为成⽴于诚实守信

的标准。 我们应仅做正确的事，对于影响

银⾏职责和利益的事情上，我们必须保有善

意及诚实守信的态度⾏事。

 

责任⼼：银⾏的每个成员均应对其⾏为和决定负责。⽆论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我们都必须以创造⼀个透明、尊重和安全的环境为⼰任，使得确保业务的道德

规范和可持续性。

 

 

 
诚实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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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银⾏确保其⾏动的透明性。 信息
必须是完整、准确和清晰的。银⾏为其合

作伙伴提供获取报告、报备和决策信息的

渠道。确保信息机密性的态度已经渗渗⼊

在银⾏的⾏事中。就此，刻意以秘密形态

采取的⾏动均属不道德的⾏为。

 

尊重：巴西银⾏不容忍对⼈的尊

严、平等、多样性和隐私的不尊

重。⼯作环境必须是⼀个敬业的

地⽅，应尊重世界的不同⽂化和

不同理念。同样，必须遵守法律

及银⾏内部规范。

 

透明性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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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尊重是必要的，这是好事，每个⼈都喜

欢受到尊重。

做正确的事。

每个⼈都应对⾃⼰的态度造成的后果负

责。

关照好银⾏！ 它受到的影响也同样会影

响到您。

如果您需要隐藏⾃⼰的⾏为，那该⾏为

就是不道德的。

仅仅有道德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表现

出来。

如果对如何采取⾏动有疑问，请停下来

并寻求帮助。

保有道德规范态度有什么好处和收获？
道德规范态度对于发展⼀个健康的组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  ⼯作环境变

得安全，使得⼈们感受到归属感。  员⼯带有道德规范态度，使得公司在业务

和社区认可⽅⾯赢得尊重。

 

道德规范守则

来源：canva.com



第1章

尊重个⼈

我们尊重构成⼯作环境的多样性以

及与巴西银⾏保持关系的⼈员的多

样性。

我们⿎励尊重⽂化并鄙视暴⼒。

1.

2.

 

举例-在⼯作环境中的不尊重：

有⼀名同事经常在⼯作环境中对其他同事开不

合适的玩笑。  尽管其他同事已跟他提及这问

题，但他并没有停⽌这样的⾏为，使他⼈感到

不适及尴尬的感觉。

 

 

巴西银⾏的态度

 

巴西银⾏不容忍任何不尊重或歧视⾏为。  如果

发⽣这种情况，请与您的上司和相关部⻔联系

以说明您的不适感。

3.  ⽆论在公司中保有的职位，我们都

必须确保在尊重和诚意的基础上建⽴

体⾯和健康的⼯作环境。

 

“对我来说道德规范是⼀颗种
⼦；  尊重多样性是它的果

实。 ”
 

Raysa Gonzaga-员⼯



4. 我们必须以尊重差异为建⽴关系的基

础，⽆论是体型、种族、⽂化、宗教、意向

性别、社会、区域语⾔、年龄、思想、出

⾝、能⼒、外貌、阶级、婚姻状况或性别认

同。

 

 

5. 我们必须尊重所在社区的社会和⽂化规

范，⾃我表现及表态应适当并且符合各⾃的

职位⽴场。

 

6. 我们必须防⽌对银⾏以及员⼯个⼈形象

的尴尬和损害。

7. 我们不允许，⽆论
内部或外部，以任何的

⽅式发起或宣传任何暴

露巴西银⾏或其任何单

位或员⼯的形象荣誉或

诽谤的冒犯性批评。

Fonte: canva.com

来源：canva.com



第2章

良好关系实践

8. 我们在业务实践中主张信任、诚

实和道德规范，以透明、公正和完整

的⽅式⾏事。

9. 我们应提供诚实、勤勉和道德规

范的产品和服务。

 

⼯作环境

10. 我们必须承诺实现良好的⼯作氛围，以

尊重和宽容的态度指引我们的⾏为。

11. 我们应该避免发表或复制可能损害⼯作

场所和谐共处的⾔论。

12. 我们认为职业健康与⼯作安全是体制的

⽀柱。

13. 我们必须遵守职业健康与⼯作安全标

准。

14. 我们禁⽌在受到醉酒和 /或使⽤⾮法药物

的影响下⼯作。

“保有道德规范和尊重是

必不可少的。因此，每个

⼈都应抱有同理⼼⾏事，

并为⼯作场所的良好氛围

做出贡献”

Luciana C. Sousa

Machado - 员⼯

来源：canva.com



 

15. 我们必须在⽇常活动中为维护

公司的世俗和⽆党派特征做出贡

献。

16. 我们拒绝可能构成任何形式的

骚扰⾏为。

 

 

维护对⼈们有价值的东西

道德骚扰是⼀种严重的暴⼒⾏为，⽬的是对他⼈在情感⽅⾯和职业⽅⾯造成

影响，⽆论是直接性 - 指控、侮辱、辱骂、敌对、喊叫、公众屈辱 - 或间接

性 - 散布谣⾔，孤⽴，拒绝交流，社会排斥。遭受的痛苦将影响其⾃尊⼼，

造成消极的⼼态，甚⾄可能会发展为⼯作障碍和/或疾病。单次或短暂的⾏

为并不代表是道德骚扰。

所有引起误解的不

当⾏为都可以被视

为道德骚扰吗？

任何虐待⾏为均被理解为道德骚扰，例如系统性的重复某些⾏

为、⾔语和态度，影响员⼯的尊严或⼼理或⾝体的完整性。

来源：防⽌欺凌预防⼿册 - 停下即观察 - 为了更积极的⼯

作环境 - TST社会传播秘书处

来源：canva.com



性骚扰有哪些特征？

该定义在刑法典第216-A段描
述：

“利⽤其职务或在⾏使职务、职位
或职能中固有的优越地位迫使某

⼈处尴尬状态以获取性⽅⾯的优

势或好处。”

以下⾏为也被视为性骚扰：以保

持某⼈的就业岗位为条件迫使其

以某样⾏为、暗⽰、强迫性的⾝

体接触；影响受骚扰者的职业晋

升或损害其职业表现、侮辱、侮

骂或恐吓受害者。

⼯作中的性骚扰通常以侵犯他⼈的性

⾃由为特征。

17. 我们鄙视带有歧视或诱使歧视、强

迫、迫害或造成尴尬、不尊重他⼈职

能、丧失公众资格、冒犯或威胁的⾏

为。

18.我们建议员⼯对其经济和财务状况

保持与其职业和收⼊状态相符。

19. 我们必须监督违规⾏为并对其采取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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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20. 我们希望我们的管理⼈员能够成为

启发⼈员的领导者，⿎舞并⿎励团队，

锻鍊出可⾯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后继

者。

21. 我们规定管理⼈员应采取正确的⾏

事，成为表率，并⿎励团队合作，如⽀

持协助⼯作以及知识与经验的共享。

22. 我们规范沟通应符合银⾏的策略理

念，应有助于为⼈员、业务和流程增加

价值。

 

 

维护对⼈们有价值的东西

23. 我们建议管理⼈员以尊重和⾃信的

态度促进沟通，为员⼯的发展做出贡

献，帮助他们以稳定和热情的⽅式培养

技能才华，以实现公司的⽬标 

 

24. 我们希望管理⼈员通过重视团队的

优良成果和成就来⿎励持续取得良好业

绩。

25. 我们建议管理⼈员，除了要有道德

规范操守外，还要宣惯组织的价值观和

道德规范守则中的准则，为实践本守则

做出贡。

来源：canva.com



管理⼈员

我的上司让我做⼀

些有损道德规范守

则的事情。  我该

怎么办？

责任

诚信

与您的上司交谈，并确保没有沟通问

题。如果您发现任何有损道德规范守则

的情况，请寻求内部申诉机构或银⾏的

其他帮助渠道。您不能成为违反道德规

范守则的⾏为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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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26. 我们主张在建⽴合作关系时应确保

以下价值观：诚信、道德规范、良好

声誉及尊重社区和环境。

27.我们要求在与外部，私⼈或公共

机，构建⽴的合作、协议、意向协议

和技术⾦融合作关系中应衡量和考虑

社会和环境影响。

 

 

28. 我们建议以尊重、正直和专业为

基础与客⼾建⽴联系和开展业务，且

提供适⽤于客⼾的产品和服务且应符

合法律规定。

29. 我们建议所有与巴西银⾏有联系

的组织机构以道德规范原则为基础制

定其策略和业务指南。

 

 

来源：canva.com



 

供应商

遵守预防和反腐败的法律法规；

不得使⽤童⼯或奴役；

采⽤良好的环境保护措施；

不采取针对政府和巴西或外国公共管理

的腐败⾏为。

 

遵守劳⼯、社会保障和税法等法

律；

30.  我们必须以公平、道德规范、

正直和公正的⽅式进⾏招标、协议

的订约和正式化及合作伙伴关系等

程序。

31. 我们必须采取防⽌在招标、实施

和监督与公共⾏政合同或公共机构

互动关系中出现欺诈和违法⾏为的

措施和流程。

32. 我们引导在筛选、聘⽤和评估标

准⽅⾯应公正且保有透明性，允许

多元化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33.我们必须要求供应商：

 

举例 
与供应商的关系

在茶⽔间喝咖啡时，⼥性保洁职员向
⼀名员⼯透露其未领到薪⽔。

巴西银⾏的态度
巴西银⾏必须确保其供应商遵守法律，因为除
了道德规范⽅⾯的问题外，银⾏还可能需要对

其违规⾏为承担责任。

34. 我们指导供应商遵守本道德规范守则

中的准则。

,
如果您发现供应商的不正当⾏为或错误，

应将事实报告给您的上级和通过
CESUP.ADCONMG@BB.COM.BR向负责
合同管理的单位投诉，或者您可以在内部

申诉机构进⾏投诉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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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投资⼈和
债权⼈

35. 我们对于提供信息⽅⾯保有透明性

且敏捷性，并遵守机密和保密规则。

36. 我们根据会计原则和准则的相关法

律编制财务报表，旨在适当的展⽰公司

的经营成果、现⾦流量和财务状况。

 

37. 我们采⽤适当
流程和内部控制措
施来确保巴西银⾏
财务报表的细节
性、准确性和透明

性。

竞争对⼿

38. 我们确⽴道德规范、诚信和⽂明应成

为我们与竞争对⼿关系之间的指南原

则。信息交换只能以合法、透明性和可

信任的⽅式进⾏，并遵守银⾏保密原则

和公司利益。

39. 我们不赞成对竞争对⼿或其产品和服

务给予的贬低的价值判断。

40. 我们禁⽌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包括

在执⾏商业交易上采取不当⾏为。

来源：canva.com



政府

41. 对于实施巴西和我们经营所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项⽬和会经济⽅案⽅⾯我们与公共机构保有友好

合作关系。

42. 我们会协助公共管理机构将其需求和意向与跟我们

相关的社会各经济领域转述及协商。

43. ⽆论我们个⼈思想及信仰，我们都应与巴西政府以

及我们经营所在的国家建⽴礼貌有好的关系。

44. 我们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必须以国际准则⾏事，尤其

对于预防和打击偷税漏税、腐败、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

相关的⾏为。

45. 我们鄙视对政府和巴西或外国公共管理机构的

腐败⾏为，例如：

直接或间接的担保、承诺、提供或给予

公职⼈员或任何相关第三⽅任何不正当

利益；

融资、资助、赞助或以其他⽅式协助违

法⾏为；

诱使他⼈采取或不采取某⾏为导致违反

法律义务；

以不当⽅式获取、维持或指导业务；

从事偷税、漏税和其他税收犯罪⾏为；

影响⾏为或决策；

使⽤中间⼈ - ⾃然⼈或法⼈ - 来掩盖或掩

饰实施该⾏为的受益⼈或其⾝份；

通过欺诈获取不当优势或利益，阻碍、

破坏或操纵招标程序的良好竞争；

妨碍调查或审查⼯作或⼲预我们的

活动。

来源：canva.com



48. 我们严禁向巴西或外国
政府官员，以直接或间接⽅

式，给予、提供、承诺或授

权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影

响其⾏动以获得不正当优势

利益。

46. 我们禁⽌在巴西和我们运营所在的

国家/地区为政党或政治候选⼈提供融资

资⾦。

47. 我们尊重结社⾃由，并⼒求以透明

的⽅式调和公司与员⼯的利益和代表我

们的实体机构的利益，并将谈判作为⼀

种⻓期惯例。

来源：巴西银⾏的图⽚数据库



遵从法律的必要性
49. 我们的管理基于合法性、客观、道德、公

开性和效率的原则。

50. 我们鄙视违法⾏为，尤其是贿赂、勒索、

腐败、贿赂、洗钱、逃币和融资恐怖主义。

 

第3章

举例 
贪污腐败

⼀位与家庭农业和⼩型牧场⼯作的员⼯⾛访了⼀名客⼾的服务中⼼，其

受托她“帮助”将对农物项⽬的需求直接转给该客⼾的公司。然后，员⼯开

始推荐该客⼾的公司，作为这份“帮助”的交换，该员⼯开始在其帐⼾收到

该客服中⼼的汇款。

巴西银⾏的态度
 

严禁对银⾏所提供的服务以“佣⾦”名义 收取任何性质的价值/礼

物/礼品/款待或不公平的推荐业务。

来源：canva.com



第3章

遵从合法合规的必要性

51.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活动符

合巴西法律体系和我们经营所在

国家的法律法规。

合规性

银⾏规范驱动著我们良好的⾏事态度。但是，

如果您遇到的情况在规范中没有明确说明，请

向您的上司和相关接待渠道寻求帮助。如果规

范中未预测到某些情况，并不表⽰该⾏动是受

允许的。

任何没有在规范中描述的⾏为都是受允许的
嘛？

52. 我们禁⽌与从事⾮法活动的⼈员和组织成⽴
业务关系。

注意

53. 我们禁⽌采取可能导致⺠事或劳⼯诉讼或对
银⾏造成损害的⾏为。

54. 在未经客⼾事先和正式受允的情况下，我们
禁⽌决策任何操作事宜。

55. 我们禁⽌在⼯作场所交易和使⽤⾮法药物。

56. 我们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遵守外部监管机构以及内
部和外部审计的要求。 Duílio Benício e Silva-员⼯

“遵守道德规范并举报不
当⾏为很重要，即使我们

会感到被迫于做出相反的

⾏动。 ”

来源：canva.com



第3章

遵从法律的必要性

57. 我们必须确保对于上报予我们经营所
在国家的监管机构的公共宣传、报告和⽂

件等内容的合法性、客观性、最新和清晰

的信息。

 
58. 我们引导员⼯每年进⾏道德规范操守
的教育学习活动，并宣惯本守则和道德规

范操守指南中包含的戒律。

 
59. 我们建议员⼯、实习⽣和学徒在每次
阅读活动中记录确认已阅读巴西银⾏的道

德规范守则。

注意

60. 我们建议⾼级管理层在履⾏职责时遵守适⽤的法律
法规，包括公共法的相关法规。

61. 我们指引章程各⽅在遵守本道德规范守则的同时也
应遵守联邦⾼级管理⼈员⾏为准则，以及其他众多事

宜，还包括利益冲突和法定检疫等。

 

⾼层管理

“公共道德规范委员会（CEP）有职责评估各种情况。章程各⽅应事先与CEP协商其打
算在检疫期内进⾏或提供的活动和服务。” 资料来源：联邦⾼级管理⼈员⾏为准则

谁可以决策是否实施检疫？  
如何进⾏？

Márcia Dosi - funcionária

来源：canva.com



利益冲突
62. 我们认为当员⼯的私⼈利益影响到他在银⾏

履⾏的职责时就会产⽣利益冲突。

63. 我们认为，避免利益冲突的正确⽅法是寻求

公正。公正⾏事有时意味着需要⾃我宣布⽆法进

⾏某些活动以避免利益冲突。

64. 我们必须以公平的⽅式开展业务，严禁以员

⼯的职位优势来为⾃⼰或他⼈谋取利益。每个⼈

都有避免发⽣利益冲突的义务。

65. 我们应⽴即将利益冲突或可能存在冲突的

情况上报给直属上司或内部申诉机构。

第4章

⼀名银⾏员⼯监督着银⾏所进⾏的房地产拍卖，他将这些房地产介绍给其客⼾购买，

并在其中获取介绍的“佣⾦”，充当著“房地产仲介”的⻆⾊。

巴西银⾏的态度

我们不可使⽤内部信息与第三⽅（例如客⼾、供应商、服务提供商、业务合作伙伴、

通讯员等）开展个⼈业务。

举例 - 利益冲突

来源：canva.com



利益冲突

66. 我们必须⽀持及参与巴西银⾏组织为预
防可能产⽣利益冲突的相关策略。

67. 请注意，以下举例⾏为均构成利益冲
突：

•对与银⾏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做出决策。
•代表银⾏与您具有三級親戚关系的⼈签订
合同，和：  
a）巴西银⾏的管理⼈员；
b）在巴西银⾏中职责涉及投标或聘⽤采购
⽅⾯的雇员；

c）与巴西银⾏关联的公共机关。

与配偶、伴侣、直系或间接亲缘关

系，近亲或近亲关系的亲戚，直⾄三

级的⼈员保有直属管理关系。

与政府机构内部具有决策权的公职⼈

员开展业务或交易，⽽该⼈员与其保

有直接或间接的⾎缘或近亲关系，直

⾄三级。

允许内部活动发展超出其限制范围，

从⽽影响银⾏的利益。

使⽤员⼯⾝份获取客⼾、供应商或服

务提供商的现⾦贷款。

利⽤其职位或职能⽽获取尚未公布于

市场的重⼤事项或事实等信息。

员⼯想开设财务咨询公司。

巴西银⾏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了利益冲突，因为财务咨询活动属于与银⾏活动相竞争的

⾏业。

来源：canva.com



通过以第三⽅的介⼊来开展在银⾏

中的事业。

更多利益冲突的⽰例：

利⽤内部信息与第三⽅，例如客⼾、供

应商、服务提供商、业务合作伙伴、通

讯员等进⾏个⼈业务。

进⾏可能对银⾏构成损失或竞争的外部

活动。

在⾏使其政治权利时使⽤巴西银⾏的名

义。

 

68. 我们禁⽌以⾮市场常规条件下进⾏

关联⽅交易（TPR）。

 

员⼯在银⾏拥有良好的业绩记录，表现

令⼈满意，被视为有可担任公司新职务

的资格。但是，在TAO⽐赛中没有⼊

选。该员⼯可以联系其他参赛者并要求

他们放弃竞赛以提⾼⾃⾝排名吗？

巴西银⾏的态度

不可以！员⼯应确认其参加的新职务机会

相关参数（员⼯43-05），并努⼒提⾼⾃

⼰的分数，例如通过参加UniBB课程和获

取所⽰认证。与较⾼评价的同事进⾏联系

是不道德的，会削弱流程，且可能在纪律

⽅⾯受到调查。

举例 - TAO⼲扰

注意

如若利益冲突案件涉及到执⾏层成员（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董事）应转

交给共和国总统公共道德规范委员会进⾏调查。



决策制定

第5章

道德规范会阻碍利润吗？

道德规范不会阻碍利润，它会带来信任。信任是市场上最⼤的资产之⼀。具有透明性和

道德规范的公司可吸引投资者和客⼾。道德规范操守会使员⼯产⽣归属感。 

投资道德规范同等于投资公司最⼤的资产：对公司名声的信任。

 
“在⼯作中的决策，当您考虑到了个⼈利益时，请反思，其中可能会产⽣利益冲突。 ”

M Á R C I A  D O S I  -员⼯

来源：canva.com

您的决策是否符合银⾏的道德规范守则、现⾏法律和内
部规范？

您的决策是否满⾜银⾏
的利益？

这个决策是否可合理的
与您的同事和上司解
释？

如果您对以上任何⼀个
问题的回答为“否”，请
寻求帮助。

除了在需要保密和机密情况下，
您的决策是否可以公开？



第 6章

款待和受托

礼物、礼品、

69. 以下规则指巴西银⾏与第三⽅的关
系，例如与客⼾、供应商、服务提供

商、业务合作伙伴、代理⼈等。

70. 我们严禁巴西银⾏员⼯以⾃⾝利益
收取任何⾦额的现⾦。

71. 我们严禁以换取我们作为巴西银⾏
员⼯应开展的服务⽽接收和索取利益

或补偿。

72. 我们不赞同接受或授予可损害公司
专业性和公正性的礼物或赠品，⽆论

其价值⾦额。

 

某分⾏的客⼾带来了⼀瓶红酒作

为礼物送给经理。在服务中，发

现该客⼾希望银⾏发放之前其提

出的某申请，例如增加信⽤额

度。

巴西银⾏的态度

严禁接受任何基于条件交换的礼

物，⽆论其价值。银⾏不允许任

何可能被理解为贿赂、回扣或不

正当的⾏为。

举
例

 -礼
品
和
赠
品

来源：canva.com



“表现出道德规范姿态与遵守道德规范⼀样重要！”

SYLVIA  REJANE-员⼯

73. 我们允许接受价值不超过100雷亚尔

的礼物或赠品，但前提是该⾏为不构成具

有操纵决策程序或获得不正当好处的特

征。

74. 我们建议对于已收取的违反本守则且

⽆法退还的礼物，将其捐赠给巴西银⾏基

⾦会或⾮营利慈善机构。此捐赠必须在⼈

⺠⽹站（dipes.bb.com.br）>徽章>您>

代理 >礼物 /赠品 >添加新项⽬上进⾏通

报。

75. 我们建议，当以巴西银⾏名义向公共

⼈员提供或给出礼品和礼物时应注意并遵

守地⽅法律、跨国贿赂法律中规定的限制

以及该⼈员所在机构的规则和政策。

如果您仍然不确定是否要接受礼

物，请咨询您的直属上司。

来源：canva.com



巴西银⾏的资产和

资源

⼀名员⼯将银⾏徽标⽤作他个⼈社交⽹络上

的头像图⽚。他经常对当前的党派政治问题

上发表⾔论态度。

这样对吗？

银⾏徽标的使⽤需要事先通过品牌管理部

⻔的仔细评估。此外，银⾏禁⽌将品牌与

政党政治相联系。

76. 我们禁⽌出于私⼈⽬的使⽤专属于我们归属的资产或服
务。 
77. 我们禁⽌将设施、设备、⼯作材料和电⼦通信⽹络
⽤于政党、宗教、个⼈或第三⽅业务利益。

78. 我们必须限制⾃⾝安装、使⽤或允许使⽤保有

许可或授权的计算机程序。  

79. 我们必须维护企业形象，避免在未经许可时使

⽤公司名称、商标和公司专属符号。

80. 我们必须注意不侵犯属于发⾔⼈对媒体信息
需求⽅⾯的专属职能，如机构话语中规范。 

第7章

#维护对⼈们有价值的东西

81. 我们必须维护巴西银⾏的资产和形象，并
传播此维护的态度。

来源：巴西银⾏图⽚数据库

巴西银⾏的发⾔⼈是综合经理、主管、执⾏经

理、总监和管理层会成员。



知识产权和
信息财产

82. 我们维护信息安全，因为公司信息是⼀

种资产，对组织具有价值。

83. 我们必须意识到应对公司信息在其整个

⽣命周期间的处理负起责任。

84. 我们必须遵守受版权保护的书籍、⽂

本、图像和其他产品的知识产权规范。

 

8 5 .  我们必须保护巴西
银⾏的信息财产，以
确保其完整性、机密
性和可⽤性。未经银
⾏事先授权，包括通
过其研究、确⽴⽅
法、技术、材料或模
型等之前不得披露该

信息。

 

86. 我们必须遵守巴西银⾏信息安全准则和政策，并关注及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
87. 我们禁⽌员⼯在聊天室、社交⽹络和联接⽹络的应⽤程序中提及巴西银⾏的机密和内部
应⽤的话题。

88. 我们仅应出于服务需要才可查询员⼯和⽤⼾的产品和服务等注册信息，确保注册、银
⾏、公司和员⼯信息的保密性。

89. 由于职务或职能有特权接触的重⼤⾏为或事宜有关的信息，必须保护该信息的机密

性。

第8章

来源：canva.com



道德规范

90. 当我们受到要求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
可靠的说明解释，即使已提供给其他公司或分配

给外部机构。 
91. 我们必须确保会计记录数据和财务报

表的真实、完整、准确、清晰，并符合会

计法、原则和标准以及内部控制规范。

⼀名员⼯在⼀次家庭会议上提到银⾏正在制定⼀个新的客⼾获取策略。他甚⾄谈到了将

采取影响市场的⽅法。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在场的⼀位亲戚有朋友在⼀家竞争银

⾏就职。

巴西银⾏的态度
我们每个⼈都应对银⾏信息的机密性和正确使⽤负起责任。有时可能对机构造成⽆法弥

补的损害。

道德规范的使⽤数据

举例 - 信息所有权

92. 根据法律规范，我们应对整个信息

⽣命周期负起责任和有道德规范的对待

内部和外部收集的数据。

93. 我们使⽤安全机制来保护来⾃客

⼾、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

⽅的数据和信息。

94. 我们开展的活动必须尊重客⼾隐私
和相关法律，包括分析数据库的使⽤和

处理。

来源：canva.com



第9章 参与社区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是⼀种态度及公共精神。

95. 我们重视与我们所在社区建⽴的联系，并

尊重其⽂化价值，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企业

部分价值回馈社会。

96. 我们⽀持可持续发展倡议，并参与旨在改

善⼈⼝社会状况的项⽬。

97. 我们在制定预防、反腐败以及洗
钱和恐怖分⼦融资的制度、规范和流

程的定义中纳⼊了社会责任。

98. 我们⿎励合作伙伴积极的采取对
环境有良好影响的投资及业务。 
99. 我们鄙视有辱⼈格的⼯作：童
⼯、受逼迫和奴⾪。

为什么可持续性道德规范是银⾏的责

任？

可持续性以三个不分割的因素为指引：

环境、社会和经济。这三脚架确定了银

⾏的业务是对环境影响最⼩且为社会增

加价值的⾏业。

来源：canva.com



负责任的使⽤数字
媒体
100. 我们认为内部沟通有助于加强公司与员⼯之间的关

系。 

101. 我们重视包容性沟通，以透明性、清晰和客观性为

谈判和⼯作创造有利条件。

102. 我们应有责任的使⽤数字媒体并运⽤良好的沟通实

践，应以诚信、透明性和尊重为原则。

 

第 10章

举例 - 数字媒体

⼀名同事对银⾏的⼀个部⻔及该部⻔的⼯作同事发表了贬义的⾔论。即使是在

封闭的⼩组中发出该⾔论也可能导致个⼈和职业伤害。

巴西银⾏的态度

在封闭的组中消息是公开的。这些信息会迅速⽽轻松地传播出去。失控

局⾯和⽆法删除⾔论信息的局⾯可能会对⼈员和机构造成⽆法弥补的损

失。

Source: canva.com



⾃主意识和合作辩

论

103. 我们在数字环境中尊重思想多样性和公司定位的
评论发表。

104. 我们禁⽌在数字媒体和社交⽹络中将巴西银⾏
与令⼈反感的评论、图像或图⽚，和/或侵犯员⼯和
第三⽅隐私的评论和情况相联接。

105. 我们禁⽌发布或披露冒犯银⾏、其

单位或雇员的形象或荣誉的冒犯性批评

或诽谤。

我在私⼈⽣活中的⾏为会对银⾏产⽣影响吗？

每当您在私⼈⽣活中的侵犯了⾮法和/或不道德

规范⾏为时使⽤银⾏的名称时，都会对银⾏和

您造成负⾯影响。引起反感或反对的⾏为，尽

管未与巴西银⾏的名称联连，均可在⾏政管理

上进⾏处理-包括道德规范处分和/或纪律处

分。

#维护对⼈们有价值的东西

在社交⽹络上书写之前请记住，所有内容

都是公开的。应事先考虑该⾏为将对您的

⼯作⽣活、隐私和其他⽅⾯的影响。

来源：canva.com



疑问和举报

106. 我们重视您的发表。如果您发现任何违反巴西银

⾏道德规范守则的内容，则有责任举报。

第11章

提出举报会成为告密者吗？
不会。提出举报是你应执⾏的道德规范义务以及体现你对我司的关照。不举报不当⾏为就

表⽰默认了那错误。提出举报表⽰您对银⾏所维护及采取的原则和准则的尊重。保持沉默

在某些⽂化中可能被视为美德，但是永远都不会被视为⼀个道德规范的⾏为。美德并不⾼

于道德规范原则。捍卫、保护或掩盖个⼈或团体，即损害银⾏利益被视为利益冲突。请记

住，罪恶感不应该来⾃举报⼈，⽽应该来⾃做错事的⼈。

应匿名举包并交予内部申诉机构。对举报来源

的保密是内部申诉机构的前提特徵。

107. 我们抵制对举报⼈予以任何形式的报复。

此情况的案件将受到道德规范⽅⾯的审查，并可能被转换

⾄纪律处分。

108. 我们对于违反本道德规范守则的准则视为严重违
反巴西银⾏道德规范和⾏政原则的体现。

任何不遵守道德规范守则的⼈都将受到规范性处罚，

并可能在司法领域承担责任。

Source: canva.com



 
THE INTERNAL OMBUDSMAN 

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与内部申诉专员联系：

电⼦邮件：ouvidoriainterna@bb.com.br
电话：（61）3108-7488
内联⽹：“内部申诉专员”选键
SISBB：邮件应⽤软件-前缀号8559 Dipes / Geret / Ouvir
信件：SAUN 5段B座，中央塔，5楼，北翼 - 邮政编码：70.040-912 -
巴西利亚 - DF州
当⾯服务：与上述相同

 
THE EXTERNAL OMBUDSMAN

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与外部申诉专员联系：

SAC：0800 729 0722

外部监察员：0800 729 5678

听⼒障碍者：0800 729 0088

举报将由独⽴和专业机构主

导执⾏。



内
部
申
诉
机
构

如何向申诉专员提出举报？

 

 

109. 我们建议举报腐败⾏为通过巴西银⾏⽹站在⾮
法报告渠道中匿名的向机构安全监管局/ DF上报腐
败证据。

110. 如果员⼯对另⼀职能（银⾏除外）有疑

问，我们建议员⼯通过联盟总审计⻓部  - CGU

的⽹站将疑问谘询申请通过电⼦利益冲突预防系

统（SeCI）发送。

每个举报都必须正规化。 在注册表中，尽量回
答以下问题：受举报⼈是谁？ 他做了什么？
（如果可能，请确指出他违反了守则的哪⼀

项）是如何发⽣？ 何时发⽣？ 有没有证⼈或
证据？ （列出）。

来源：canva.com



道德规范委员会的⽬的和重要性是什

么？

道德规范委员会主要负责预防违反道

德规范问题，并投资于教育学习⾏

动；回答员⼯对于如何采取⾏动的相

关问题；⼒求减少冲突，并在违反道

德规范守则时采取⾏动。道德规范委

员会在⽇常中是员⼯的伙伴。

111. 我们建议，如果您对道德规范

守则的实践性有任何疑问，请与您的

直属上司联系，或通过内⽹中内部申

诉机构⽹站注册后上报⾄州政道德规

范委员会上咨询。

来源：巴西银⾏图⽚数据库



闭幕致词

本道德规范守则是由⼈事管理委员会

在⼏位同事的参与下制定的，通过巴

西银⾏所有战略部⻔证、⼈员与组织

⽂化执⾏委员会、巴西银⾏管理层、

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  的验。此协作

成果可⻅道德规范已是巴西银⾏⽂化

中的⼀部分。

 

本⽂件应每三年度重审⼀次或特殊情

况下在任何时均可重审。

 

⼈员管理委员会是负责组织、宣惯和

实施本守则的部⻔。

为了使您更好的理解，使⽤了简单明

了的语⾔。  例如我们列出了⼀系列问

题和答案，以说明道德规范操守在⽇

常⼯作中如何应⽤。

 

除了作为指导员⼯决策的⼯具之外，

道德规范守则还介绍了巴西银⾏明确

禁⽌的⾏为，客观、切实的表明了员

⼯及⾼级管理⼈员的职责，为了促进

本组织的信誉，声誉和永续性。

 

 必须⼩⼼、谨慎和主观地遵守巴西银

⾏的道德规范守则，因为所有⼈都有

对其实践和传播的责任。

董事会及管理层签字

最后，我们都有责任维护对⼈们有价值的东西。

 



总经理：Rubem de Freitas Novaes

Vipes: Antônio Gustavo Matos do

Vale

Vifin: Carlos Hamilton Vasconcelos

Araújo

Vivar: Carlos Motta dos Santos

Vicri: Carlos Renato Bonetti

Vitec: Fabio Augusto Cantizani

Barbosa

Vipag: Ivandré Montiel da Silva

Vigov: João Pinto Rabelo Júnior

Vipat: Marcio Hamilton Ferreira

Vineg: 空缺

 
GLOSSÁRIO

 
 

董事会及管理层

董事会成员

 

董事⻓：Hélio Lima Magalhães

副董事⻓：Waldery Rodrigues Júnior

成员：Paulo Roberto Evangelista de

Lima

成员：Débora Cristina Fonseca

成员：Luiz Serafim Spinola Santos

成员：Rubem de Freitas Novaes

成员：空缺
成员：空缺
 

 
 



道德规范：单词起源于希腊。  意思是习

俗或习惯。  在哲学中指我们应该如何处

事。

伦理：伦理的拉丁语翻译，来⾃希腊

语。  随着时间的流逝，专业⽂献选择将

道德定义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规则体

系。

道德规范⽂化：其特点是员⼯在每天都

会逐渐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为习惯，

在⾏动之前始终先考虑到对⽅和机构，

为发展良好做法进⾏贡献。之所以构成

⽂化，是因为它是⼀个共同的关注点，

已成为所有⼈重视的东西。

对道德规范的承诺：每个⼈都应对⾃我

的道德规范负责。承诺是将个⼈的职责

与将道德原则作为个⼈和机构⽣活⼀部

分联系在⼀起的联接。

 

 

巴西银⾏道德规范守则：是⼀套指导我

们如何在⼯作场所⾏事的原则和规则。

是⼀个道德规范教育的⼯具。

 

 

 

 

Posicionamento BB

GLOSSÁRIO
预防道德规范问题：预防是发展健康环境的

最佳策略。是将我们⾃⼰列为⾏事的守护

者，关注所有⼈和机构的⾏为。

 

道德规范教育：在道德规则和原则的指导下

养成良好的习惯，为我们在社会⾏事中做出

正确选择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利益冲突：当某⼈参与某决策，⽽他有权⼒

影响决策的最终结果时，他可能为确保⾃⼰

或与⾃⼰相关的家庭成员或第三⽅的利益，

或者可能⼲扰他的能⼒，则产⽣利益冲突。

如果某⼈对于所讨论的主题⽆法保持客观独

⽴，并且可能会影响决策或基于组织以外的

利益做出决策，则存在利益冲突。

 

 

法定检疫：指停职期间，从解雇之⽇算

起，在此期间中禁⽌章程各⽅从事与先前

担任的职务不符的活动。

 
 

词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