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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行为规范 
 

本《供应商行为规范》（“《规范》”）阐述了通用汽车公司 (“GM”) 

对与其进行业务往来的供应商和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的行为有哪些期望。本《规范》基

于我们对负责任和可持续产品和运营的企业价值观，并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一致，G

M 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签署国。 GM 期望供应商理解 GM 

在诚信、负责任的采购及供应链管理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方式，并在行动上与其保持一致。 GM 

期望供应商在其自身供应链中也向相关方传递类似的期望。 

GM 努力与那些达到我方标准且在整个供应链中与 GM 

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并积极展现出这种价值观的供应商进行业务往来。 GM 

希望供应商能够满足合同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和 GM 政策，并始终遵守我们的GM 

行为规范：《诚信致胜》和本《规范》的原则和价值观。 

 

人权  

 

GM 希望所有供应商都有适当的程序来预防、减轻和采取有效措施来补救不利的人权影响。 

期望并要求供应商在其整个供应链中遵守并传递GM《人权政策》或同等期望。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是 GM 人权相关工作的指导框架。 GM 

还承诺并期望供应商承诺遵守经合组织的《跨国企业准则》；国际劳工组织 (ILO)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国际人权法案》；《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供应商应该遵守这些国际公认的标准。 

   

自由选择就业 

供应商及其职业中介不会使用奴隶、强迫囚犯、抵押劳工、契约劳工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强迫或非

自愿劳工。 供应商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人口贩卖活动。 

作为雇佣流程的一部分，供应商将向所有工人提供包含雇佣条款和条件说明的书面雇佣协议或通

知，外国移民工人将在工人离开其原籍国之前收到雇佣协议,在到达接收国后不会被替代或有任何

变化，除非当地法律要求。 员工必须可以自由终止雇佣关系而不受惩罚。  

 

流动自由 

供应商及其职业中介不会限制进出公司提供的设施，包括（如适用）工人宿舍或生活区，除非出

于安全或安保目的而合法且必要。 

供应商将避免通过扣留银行支付卡或获取工资的类似安排来限制工人的流动。 

供应商也不会要求工人使用公司提供的住宿。 

https://investor.gm.com/static-files/265a1dc0-adc5-4d38-ab41-2c58e575692d
https://investor.gm.com/static-files/265a1dc0-adc5-4d38-ab41-2c58e575692d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Human_Rights_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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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及其职业中介不会销毁、扣留或隐瞒身份或移民文件，如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护照或工

作许可证。  

 

童工  

供应商及其职业中介不会使用童工。 GM 对使用童工采取零容忍政策。 

供应商将实施适当的机制，核实工人和招聘的工人的年龄符合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

第 138 号），并应要求提供该核实的证明。 

如果在其供应链中发现童工，供应商将停止雇佣儿童，并采取合理措施让儿童参加补习/教育计划

。 供应商不会让 18 岁以下的工人（“年轻工人”）从事可能危及其健康或安全的工作。 

如果发现年轻工人参与可能危及其健康或安全的工作，供应商将采取合理措施，立即让年轻工人

离开现场，并提供适合其年龄的替代工作。 

工作时间  

供应商将遵守关于工作时间的当地法律和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 

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当地法律规定的最长时间。 

薪资和福利 

供应商及其职业中介将按照所有适用的工资法律法规，包括与最低工资、加班时间、病假和法定

福利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的规定，向工人支付工资，提供福利和补偿。 

供应商将避免从工资中扣除任何款项作为纪律措施，或给工人带来任何与招聘成本相关的财务负

担。 

对于每个支付期，供应商将向工人提供及时且易于理解的书面工资报表，其中包括核实对所完成

工作的准确补偿的足够信息。 工人应同工同酬，包括支付达到或超过法定最低标准的合理工资。 

所有临时、派遣和外包劳工的使用应在当地法律的范围内。 

如果没有当地法律，学生工人、实习生和学徒的工资率至少应与执行相同或类似任务的其他入门

级工人的工资率基本相似。 必须以公认的货币及时向工人直接支付工资。 

供应商将根据当地法律保存工人工时记录和工资文件。 

人道待遇  

供应商不得对工人实施苛刻或不人道的待遇，包括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性骚扰、性虐待、体

罚、精神或身体胁迫、欺凌、公开羞辱或口头辱骂；也不存在任何此类待遇的威胁。 

供应商将针对任何违反这些明确规定并传达给工人的要求的行为制定纪律政策和程序。 

招聘行为 

供应商不会要求工人向供应商的“代理”或“次级代理”支付招聘费或其他相关费用。 

如果求职者和工人被要求支付任何此类费用或相关成本，供应商将向他们提供全额报销。 

如果供应商有必要使用劳务中介，则只会使用采用合乎道德的招聘行为、遵守适用法律且不扣押

身份证明文件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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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视/不骚扰  

供应商将致力于一个没有骚扰和非法歧视的工作场所。 

供应商不会基于种族、肤色、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种族或民族血统、残疾、

怀孕、宗教、政治派别、工会成员、退伍军人身份、受保护的基因信息、婚姻状况或法律禁止的

任何其他依据，对员工进行歧视、骚扰、恐吓、暴力或其他不利行为，包括在雇佣和就业实践中

，如工资、晋升、奖励和培训机会。  

结社自由  

供应商将遵守和尊重有关工人组建和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集体谈判、参与和平集会的权利，以

及尊重工人不从事此类活动的权利的所有适用法律和 ILO 核心公约。 

供应商将避免对利益相关方（包括工会成员和工会代表）进行任何形式威胁、恐吓、人身攻击或

法律攻击，行使其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的合法权利。 

弱势群体 

供应商将承诺保护其业务和供应链中弱势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土著人民、儿童和外来工的

权利。 供应商将制定并实施内部措施，以提供同等报酬和各级就业机会。 

供应商还将采取措施解决女性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防止性骚扰、提

供人身安全以及为哺乳母亲提供合理的空间。 

 

人权捍卫者 

人权捍卫者是通过和平手段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个人或团体。 

供应商将承诺不会容忍或助长对人权捍卫者的威胁、恐吓或攻击，因为他们在当地、国家或国际

层面为公民参与和人权创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GM 

鼓励供应商发展和促进包容性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多样性受到重视和赞美，每个人都能够充分

发挥自己的潜力。 供应商应鼓励各级员工和领导层的多元化，包括董事会。 

 

健康与安全  

 

供应商须为人员提供达到或超过法定标准的清洁、卫生、安全的工作环境。 

供应商须为员工制定安全程序，并提供旨在实现工作场所零安全事故的监测工具。 

如果工作条件不符合上述标准，供应商员工有权拒绝工作，并向有关单位报告。 

供应商还将妥善管理在供应商场所工作的承包商的健康和安全。 

职业安全  

供应商将识别、评估和减轻工人暴露于所有健康和安全危害的可能性，包括消除危害、替代工艺

或材料、通过适当的设计进行控制、实施工程和行政控制、预防性维护和安全工作程序（包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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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挂牌）。 供应商将提供持续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培训，包括开始工作之前。 

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信息应清楚地张贴在设施内或放置在工人可识别和可接近的位置。 

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无法充分控制危险，供应商将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维护良好的个人防护设备 

(PPE) 以及关于如何和何时需要使用该设备的相关培训。 

供应商还将向其员工提供与这些危险相关的风险的沟通和培训。  

 

应急准备  

供应商将努力主动识别和评估潜在的紧急情况和事件，并通过实施应急计划和响应程序（包括紧

急情况报告、员工通知和疏散程序、工人培训和演习）将其影响降至最低。 

供应商将至少每年或按照当地法律的要求进行应急演习。 

应急计划应包括适当的火灾探测和灭火设备、畅通无阻的出口、足够的出口设施、应急响应人员

的联系信息以及恢复计划。 

体力劳动  

供应商将识别、评估和控制工人暴露在对体力要求较高的任务中的危险，包括手工材料搬运和重

的或重复性提升、长时间站立以及高度重复或很用力的装配任务。 

机器防护  

供应商将评估生产和其他机械的安全风险。 

在机器对工人有伤害危险的地方，必须提供并适当维护物理防护装置、安全设备和栅栏。 

卫生、食物和住房  

供应商将采取合理的措施，为工人提供干净的厕所设施、饮用水和卫生的饮食设施。 

供应商提供的任何工人宿舍或生活区也应保持清洁和安全，并提供适当的紧急出口、洗澡和淋浴

用热水、充足的照明、供暖和通风，以及存放个人物品和贵重物品的单独安全住所。 

职业伤害和疾病  

供应商将具备预防、调查、找出根本原因、管理、跟踪和报告职业伤害和疾病的程序和系统，包

括鼓励工人报告、分类和记录伤害和疾病案例、提供必要的医疗、调查案例和实施纠正措施以消

除其原因，以及促进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规定。 

产品安全 

如有涉及 GM 车辆的任何安全疑虑，供应商和承包商须及时与 GM 沟通。 代表 GM 

开展工作的供应商和承包商可使用“直言不讳，为安全保驾护航”(Speak Up for Safety) 

计划，报告车辆安全疑虑并提出安全改进建议。 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GM 

举报热线提出安全问题或建议。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57599/index.html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5759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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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负责任的管理方式 

供应商将继续努力保护他们周围的社区和环境。 

供应商还将继续努力保护自然资源，包括水、化石燃料、矿物和原始森林产品，具体做法包括修

改生产、维护和设施流程、材料替代、再利用、保护、回收或其他方式。 

供应商应支持使用可持续、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同时减少排放、污染和废物，从而促进循环和闭

环系统。  

环境许可和报告 

供应商将遵守适用的地方、国家和国际环境法。 

供应商将获得并保留当前所有要求的环境许可、批准和注册，遵循其运营和报告要求，并应要求

向 GM 提供上述文件。 GM 

鼓励所有供应商大胆超越合规义务，在全公司范围内整合额外的环境可持续实践。 

污染防治 

供应商将在源头或通过增加污染控制设备、修改生产、维护和设施流程等做法，或通过其他方式

，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和废物的产生。 

供应商将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定期监控和披露、适当控制、尽量减小并努力消除污染因素。 

供应商应评估其工厂污染源的累积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 

供应商将继续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供应商将跟踪范围 1、2 和 3 的温室气体排放。 

根据要求，供应商将与 GM 共享范围 1、2 和 3 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或通过 GM 

首选的第三方发布该数据。 

供应商应建立有时间限制的减排目标，并应努力获得经批准，基于科学的目标，这些目标至少应

符合 GM 的《供应商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承诺》。  

其他气体排放  

供应商将遵守适用的地方、国家和国际空气污染控制法律。 

供应商将根据法律要求描述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的特征、进行常规监测、控制和处理。 

必须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和适用法规对臭氧消耗物质进行有效管理。 

供应商将对其空气排放控制系统的性能进行常规监控。 

应根据许可证和当地、国家或地方法规的要求，确定有害气体排放的特征、进行监测和控制。 

供应商将监控空气排放控制系统的性能，看其是否有效。 

有害物质 

供应商将识别、标记、储存和管理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构成危害的化学品、废物和其他材料，并将

按照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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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及国际、国家和地方法律进行安全处理、移动、储存、使用、回收或再利用和处置。 

供应商将寻找在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减少使用危险材料和相关物质的方法。 

材料限制 

供应商将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 GM 

关于产品和制造中特定物质限制和禁止的要求，包括加贴标签和处置。 如有要求，供应商将向 

GM 提供所有物质或材料成分的信息或报告。  

固体废料  

供应商将实施系统的方法来识别、管理、减少和负责任地处置或回收固体废物（无害）。 

水管理  

供应商将实施水管理计划，记录、确定特征和监控水源、使用和排放；寻求节约用水的机会；并

控制污染渠道。 在排放或处置之前，必须根据需要确定废水的特征、进行监测、控制和处理。 

供应商将对其废水处理和控制系统进行常规监控，使之获得最佳性能并符合法规要求。 

供应商应该有效地重复使用和回收水。 

供应商应防止未经许可的排放，并减轻此类排放的潜在影响以及雨水径流造成的洪水。 

动物福利 

供应商将尊重动物的福利，并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制定的关于动物福利的五项动物自由提供人道待遇，其中包括：免于饥饿、干渴和营养不良；免

于恐惧和痛苦；免受身体和热不适；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以及表达正常行为模式的自由。 

任何动物都不应该仅仅为了用于汽车产品而被饲养和杀害。 

GM 不会直接或间接使用动物进行研究试验或开发汽车。 供应商不会向 GM 

提供任何在其研究或开发中涉及动物试验的原材料、部件、零件或组件。 

 

持续改进  

供应商将采取措施提高整个公司的创新和效率，减少碳足迹、能源使用、水使用、材料使用、废

物和其他排放。 供应商应制定可持续采购政策，通过供应链传达可持续性期望。 

供应商将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准确跟踪结果，并报告进展情况。 

 

负责任的采购 

 

尽职调查 

供应商将执行一项政策，承诺按照 GM 

《冲突矿物政策》和负责任的矿物采购政策负责任地采购所有矿物和材料。 

这些政策要求根据经合组织《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矿物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南》

进行尽职调查，包括其目前关于锡、钽、钨和金的补充材料 (3TG)。如有必要，供应商将向 GM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eng/Health_standards/tahc/2016/en_glossaire.htm#terme_maladie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Conflict_Minerals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Responsible_Mineral_Sourcing_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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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其零件、材料、部件和产品生产中使用的任何 3TG 矿物的最新冶炼厂/精炼厂信息。 

供应商还将通过应要求提供报告模板或其他信息，与次级供应商进行尽职调查。 

土地权 

供应商将尊重他们所在和服务的社区。 

供应商将根据当地法律、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 第169 

号）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尊重个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土地权利。 

供应商将尊重当地社区享有体面的生活条件、教育、就业、社会活动的权利，以及对影响他们及

其生活的土地的开发项目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 (FPIC)，特别考虑弱势群体的存在。 

供应商还应根据国际生物多样性法规，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决议和建议》，保护受其业务影响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关键的生物多

样性区域，并避免非法砍伐森林。 

供应商应定期监测和控制其对土壤质量的影响，防止土壤侵蚀、养分退化、沉降和污染。 

供应商应定期监测和控制工业噪音水平，避免噪音污染。  

 

诚信经营  

 

反腐败/反贿赂  

供应商须对任何形式的腐败、贿赂、洗钱、侵占、勒索、或欺诈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这些行为包括给予或收受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包括钱财、礼品或非法激励），试图不恰当地影响

与政府、政府官员、客户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所进行的谈判或任何其他业务。 

供应商将实施监控、记录保存和执行程序，以遵守反腐败法律。   

信息披露  

供应商将根据适用法规准确披露有关其劳工、健康和安全、环境实践、业务活动、结构、财务状

况和绩效的信息。 

供应商的所有业务交易都将透明地进行，并准确地反映在供应商的业务账簿和记录中。 

伪造记录或歪曲供应链中的条件或做法绝对不能接受。 

知识产权  

供应商将尊重知识产权。 

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转让必须以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进行，客户和供应商的信息必须得到保护。   

假冒零件 

供应商永远不会在提供给 GM 

的任何产品中使用假冒零部件。供应商还将最大限度地降低将改装过的零件和材料引入可交付产

品的风险，并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遵守相关技术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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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供应商将保护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每个人的个人信息的合理隐私期望，包括供应商、客户、消费者

和员工。 

在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共享个人信息时，供应商将遵守隐私和信息安全法律及监管要求。 

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 

供应商将遵守货物、软件、服务和技术的出口、再出口、发布或其他转让的所有适用限制；涉及

某些地区、实体和个人的所有适用的经济制裁限制（包括对第三方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以及

所有其他类似的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 

 

 

合乎道德的行为  

供应商将在所有业务交往中坚持最高的诚信标准，包括公平业务、广告和竞争标准。  

供应商须避免利益冲突，在整个供应链中诚信经营，符合道德标准，并遵守以下方面的相关法律

：反竞争商业行为；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公司和个人数据；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 

供应商将要求其员工避免并披露其财务或其他利益与工作职责相冲突的情况，或看似不正当的情

况。 

申诉机制和不报复 

供应商将以当地语言提供一个清晰传达的申诉机制，供工人用于报告诚信问题、人权问题、安全

问题和不当行为，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根据法律规定的任何限制，供应商将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保密和匿名的环境提供申诉和反馈，

并将合理保护举报人的隐私。 

供应商还将为分包商和与供应商运营相关的社区提供一个向供应商提出问题的流程。 

创建此类机制时，供应商应就机制的设计、实施或性能咨询潜在或实际用户。 

供应商应根据联合国《指导原则》的有效性标准定期评估其申诉机制。 

供应商将禁止对善意提出问题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 

供应商还须以适当方式调查举报情况，并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供应商将通过他们自己的供应链传递这些期望。 

向 GM 报告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的任何限制，供应商将及时告知 GM 

与本《规范》管辖问题相关的任何问题，并在随后的调查中与 GM 合作。 GM 

政策严禁对报告此类疑虑的任何个人实施打击报复行为。 

如需报告疑虑事项，供应商始终可以直接与 GM 全球采购与供应链的代表沟通。 

此外，员工、承包商、供应商及其他人员均可利用 GM 举报热线来举报对 GM 

造成影响的疑似不当行为。个人可通过电话、网页或电子邮件全天候 (7×24) 进行报告。 

在法律准许的情况下，在 GM 举报热线上提交报告可采用匿名方式。 如需查看有关 GM 

举报热线的信息，请访问此处的链接。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5759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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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影响 

当发现潜在的负面影响时，供应商将开展调查，并酌情与潜在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和/或其代表接

触，以确定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或补救措施，并通过合法程序予以提供或配合补救。 

供应商将通过他们自己的供应链传递这种期望。  

 

管理体系 

 

供应商将开发和实施适当的内部管理体系，以符合适用法律和本《规范》的内容。 如果 GM 

提出要求，供应商须能够证明其遵守本规范；若有任何不合规之处，须采取任何行动予以纠正。 

如有要求，供应商将填写调查问卷或参与现场评估或审计。  

管理体系应包含以下要素： 

领导承诺 

供应商将明确确定负责确保管理体系和相关计划实施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代表。 

高级管理层应定期审查管理体系的状态。 

利益相关方参与 

供应商须不断改善其可持续性及利益相关者参与进程。 GM 

还鼓励供应商与当地社区紧密合作，以实施改善社区及其居民生活的项目和策略。 

风险评估和管理 

供应商将制定流程和策略，识别和控制与供应商运营相关的业务风险、法律合规性、环境、健康

和安全以及劳动实践和道德风险。 

供应商应确定每个风险的相对重要性，并实施适当的程序和物理控制，控制已识别的风险并符合

法规要求。 供应商将在其运营和供应链（包括分包商）中持续监控和执行这些标准。   

改进目标  

供应商应定期进行自我评估，最好通过第三方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本《

规范》的内容以及与社会和环境责任相关的客户合同要求。 

供应商还将有一个及时纠正内部或外部评估、检查、调查和审查发现缺陷的流程。 

培训 

供应商将对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新的和持续的培训，以实施他们的政策、程序和改进目标，满足

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要求，并遵守本《规范》和 GM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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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文件 

供应商将有一个向工人、供应商和客户传达清晰准确的政策、实践、期望和绩效信息的流程。 

供应商还将创建和维护文件和记录，以满足监管合规性和符合公司要求，并适当保密以保护隐私

。 

 

供应商责任 

供应商将有一个通过其供应链传达这些《规范》要求的流程，并要求供应商采用符合本《规范》

或与本《规范》实质一致的要求的管理体系和实践。 

根据要求，供应商将提供证据，证明其努力通过供应链传递本《规范》或与本《规范》实质一致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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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政策  

 

本《供应商行为规范》借鉴了以下几项 GM 和国际公认的政策和原则。 

GM 政策： 

• 《行为规范——诚信致胜》 

• 《人权政策》 

• 《冲突矿物政策》  

• 《负责任的矿物采购政策》 

• 《全球工作场所安全政策》 

• 《不报复政策》 

• 《反奴隶制和人口贩运声明》 

• 《反骚扰政策》 

• 《全球隐私政策》 

• 《全球信息安全政策》 

• 《产品网络安全政策》 

• 《诚信政策》 

• 《全球环境政策》 

 

国际政策： 

• 《世界人权宣言》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 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 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第 107 号） 

• 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 

•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 经合组织《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矿物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南》 

• 《汽车工业指导原则》 

https://investor.gm.com/static-files/265a1dc0-adc5-4d38-ab41-2c58e575692d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Human_Rights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Conflict_Minerals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Responsible_Mineral_Sourcing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Workplace_Safety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Workplace_Safety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Non-Retaliation_Policy.pdf
https://www.gm.com/content/dam/company/archive/docs/legal/General_Motors_Company_Anti_Slavery_And_Human_Trafficking_Statement.pdf
https://investor.gm.com/static-files/f8dbbb44-43c4-4535-87e1-eb04a5729c8b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Privacy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Information_Security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Product_Cybersecurity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Global_Integrity_Policy.pdf
https://www.gmsustainability.com/_pdf/policies/GM_Environmental_Policy.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UDHR/Documents/UDHR_Translations/eng.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cescr.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9/2018/11/UNDRIP_E_web.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rofessionalInterest/cedaw.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rofessionalInterest/crc.pdf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rofessionalInterest/cerd.pdf
https://www.un.org/disabilities/documents/convention/convoptprot-e.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716594.pdf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07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55:0::NO::P55_TYPE,P55_LANG,P55_DOCUMENT,P55_NODE:REV,en,C169,/Document
https://www.oecd.org/daf/inv/mne/48004323.pdf
https://www.oecd.org/daf/inv/mne/OECD-Due-Diligence-Guidance-Minerals-Edition3.pdf
https://www.drivesustainabi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07/Guiding-Principle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