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转让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卖方）：     

                  

乙方（买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出售闲置资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将自有的部分闲置资产（详见附件 1：《资产转让清单》）出售给乙方，售价如下

为         人民币元（大写：          元整）。若设备涉及拆除操作，则所产生

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仅限于：设备从甲方拆除，拆除过程中需要作

的防护措施；拆除后，需要重新恢复的费用；设备的运费/税费等）。                                                                                                                                                                                                                                                                             

二、 乙方承诺对附件 1：《资产转让清单》所列资产、设备保持原有状态，不予拆除。若

乙方执行设备拆除等相关操作，所有涉及的费用与责任由乙方负责。 

三、 乙方付清上述全部价款并在甲方收到全部价款之日起，上述资产的所有权/资产管理

及防护责任和风险均转移给乙方，甲方将不再对上述承担任何责任。若乙方需要将

本合同约定的资产搬离甲方厂区，在搬离本合同约定的资产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甲

方的规章制度,否则，甲方有权对其依照相关厂规对乙方进行处罚，同时乙方应当对

搬离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人身意外伤亡事故负全部的责任。 

四、 乙方确认：附件 1：《资产转让清单》中资产按照甲乙双方议价时的现状转让，乙方

已详细了解上述资产的质量状况，签订本合同即视为乙方已认可该质量状况，并同

意甲方对上述资产不承担任何售后服务、现场维修及技术支持、政府手续办理等责

任。  

五、 付款方式： 

乙方在合同签订之日 10 天内（自然日）必须将闲置资产的转让价款全额以电

汇形式支付给甲方以下帐户。乙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按合同金额 1%的标准

支付违约金，逾期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转让价款:  

账   号： 

    银行名称：  

开户名称：  

六、 资产交付时间：自乙方付清价款后 20 天内（自然日）。 



 

七、 资产交付记录：上述资产交付时甲乙双方应仔细清点与核对，如对数量或规格/型号

有异议乙方应在上述资产交付前向甲方提出，否则视为乙方已认可，资产交付记录

在《物资出门单》（模板详见附件 2）上，由甲乙双方代表部门的签字确认。自《物

资出门单》签订完成之日起，甲乙双方资产交付完成。 

八、 若因乙方原因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资产交付,则乙方须按延误的天数赔偿, 延误

在 5 天内（包括 5 天）则每延迟一天赔偿给甲方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一,不足一天亦按

一天计。延误超过 5 天每延迟一天赔偿给甲方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二,不足一天亦按一

天计。如乙方逾期完成上述资产的交付时间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乙

方收取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 30%）。 

九、 在资产交付完成前乙方不得将资产搬出甲方厂区, 在资产交付完成后若乙方需要将

资产搬出甲方厂区,在搬离资产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符合附件 3/

附件 4/附件 5 要求),否则，甲方有权对其依照相关厂规对乙方进行处罚，同时乙方

应当对搬离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人身意外伤亡事故负全部的责任。 

十、 上述资产如需要办理所有权或证照登记变更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甲方可依法配

合并出具所需证明。 

十一、 上述资产转让依法应当交纳的各项税费，由双方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十二、 上述资产因搬离甲方所需的设备拆迁、拆墙、吊装运输、现场清理、转运出厂等由

乙方负责，所发生的吊装费、运杂费、保险费等由乙方承担；该过程中如对甲方设

施造成损坏，乙方应如数赔偿。乙方负责其人员的管理、保险及安全，确保其人员

服从甲方的安排及遵守甲方的管理、安全制度。如乙方人员在资产搬离过程中发生

意外伤害或造成甲方、甲方员工或第三方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均由乙方负责处

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应赔偿因此造成甲方的损失。 

十三、 因本合同产生的任何纠纷，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四、 其它约定 

本合同的附件包括： 

附件 1：资产转让清单 

附件 2：物资出门单 

附件 3：企业社会道德责任承诺条款 

附加 4：承包商施工安全基本要求 

附件 5：承包商安全协议 



 

附件 6：知识产权-保密-危机管理协议  

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附件与合同条款不一致的，以合同

条款为准。 

十五、 诚实信用条款： 

禁止贿赂特别约定: 

在合同的签署及履行中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乙方承诺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中：不

以任何名义给予甲方雇员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给予金钱、实物或服务；

乙方与甲方雇员不存在任何利益上的关联关系。如果乙方有违反前述诚实信用原则，

包括但不限于以欺诈的方法获得合同的签署、以欺诈的方法损害甲方利益、给予甲

方雇员利益的行为、与甲方雇员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上的关联关系且未在合同签

署前书面知会甲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20％或 1 万元（以

两者之较高者为准）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甲方的上述权利不受合同期限的限

制。乙方发现甲方员工有违反本条约定的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甲方监督部门，甲

方监督部门联系方式为： 

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路 230 号万菱国际 24 楼财务部商业道德调查组 

电子邮箱：WO.DWC@danone.com 

热线平台：www.danoneethicsline.com 

  

十四、危机管理 

14.1  供方不可发布任何关于本合同及与需方关系之声明、通告或新闻稿。未经需方事

先书面同意，供方不可发表任何前述声明、通告或新闻稿。任何关于“危机”或“事件”，

或与需方关系之声明、通告或新闻稿在发布前必须先得到需方的书面同意。合同双方应当遵

守附件 2 中约定的危机管理程序。 

14.2  “危机”是指商业运作中的严重的，不可预见的、引发业务中断的突发状况。其

发生原因不明确，且有引起媒体或政府关注的风险。其会危害到： 

• 人员（消费者，社区群体，公司员工，第三方） 

• 公司经营（财务状况，重大活动，商誉，品牌） 

• 环境 

“危机”通常会引起企业内部的即时响应。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14.3 “事件”是一个不可见的突发状况： 

http://www.danoneethicsline.com/


 

•需要即时响应/行动 

•打断正常运作但甚少或不会影响人员、公司经营和环境 

•通过日常运营是可逐步控制的 

不能及时解决“事件”通常会引发危机。“事件”作为潜在危机，危机管理小组应

该重视，并及时运用危机管理流程解决。 

14.4  未经需方事先书面同意，供方不能在任何外部公共场合、广告中行使需方的知

识产权，包括需方及关联公司的名称，产品等。 

15.5  供方若违反本条款所约定的义务，则需方有权就需方因供方的违约行为所遭

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向供方主张赔偿责任。 

十五、附则 

1、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

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经办人（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1：资产转让清单 

附件1：资产转让

清单.xlsx
 

 

附件 2：物资出门单 

附件2：物资出门

单.docx
 

 

附件 3： 

 

  企业社会道德责任承诺条款 

                                    

本公司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律法规及国际劳工组织制订的国际劳动准则，

并承诺遵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基本社会原则的要求： 

一、基本社会原则：  

1.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聘用 16 周岁以下的儿童。 

2. 不使用强迫劳工或强制劳工，即不得威胁员工或未经员工同意让其从事任何工作或提供

任何服务。 

3. 根据相关法律，拒绝采取任何带歧视的做法。歧视指任何限制公平机会或待遇的差别、

排外或优惠。此种歧视可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宗教、政治观点、年龄、

国籍、家庭义务或其它原因。 

4. 认可和尊重员工自由结社及选举代表的权利。认可员工集体谈判的权利。确保员工代表

不受到任何歧视。 

5. 确保工作场所和环境不危及员工身体和健康。采取行动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及改善工作

条件成为正在实施方案的目标。按照有关法律要求建设和维护提供给员工的卫生设备，

小卖部和住房。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公司必须给员工提供饮用水，足够数量的干净厕

所和通风设施，紧急出口，合适的照明及获得医疗服务的途径。 

6. 保证工作时间符合中国相关法律要求，如无例外情况及特定时间，员工每周至少有一天

休息。 

7. 保证工资不低于相关法定最低金额，所有员工都能收到工资单，加班工资标准在任何情

况下都高于普通工作时间工资标准。 

二、基本环境保护原则 

本公司承诺遵守包括但不只限于下述环境保护相关管理要求： 

1. 本公司及其物流服务商应尽量最少化地使用各种能源，及尽量使用再生能源，应尽量最

少化地使用产品包装，尽量使用可循环使用物料，应尽量优化物流配送减少燃料消耗。 

2. 本公司及其物流服务商的应减少化学物品及化学肥料的使用，不使用对消费者健康有害

的化学物品及化学肥料。 

3. 本公司应协助达能对其各种活动所产的温室气体进行测量并尽量减少其温室气体的排

放。 



 

4. 本公司应测量及控制环境风险，根据巴塞尔公约测控其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废物废料，并

计划实施国内或国际认可的环境管理体系。 

5. 如本公司向达能提供牛奶或肉类，则承诺如果存在科学的方法能达到效果，不使用动物

的活体试验。 

三、商业道德原则 

本公司在此承诺遵守最高标准的商业道德及行为操守。特别地，本公司承诺遵守所有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法律与合同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关于各种会影响商业交易结果或者不合理的商业

交易行为，包括给予或接受礼品，招待及或其他费用的行为等。 

 

乙方：                                           （盖章）    

授权代表：                                       

日期：                                           

 

附件 4： 
承包商施工安全基本要求 

 
1、 乙方进入工厂的施工人员，必须配备以下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鞋、反光服。 

2、 乙方施工人员进入甲方厂区时，必须衣着整齐，禁止穿背心及中长裤进入甲方厂区； 

3、 乙方在施工作业时，施工作业区域必须设置隔离措施，警示标志。提供并建立一种识别

所有施工区域边界的方法。雪糕筒、橙色围栏是批准用作路障的一种设施。（注：警示带

只是一种辅助的措施，不作为正规的隔离设施） 

4、 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以下作业时，必须得到甲方安全管理部门的批准。乙方需要得

到批准的作业包括：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进入、挖掘作业、起重吊装作业、

管线打开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维修作业、维修消防系统红牌作业。 

5、 乙方需要进行登高作业时，使用的登高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严禁使用木制的登

高设施，脚手架搭建同样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6、 甲方在施工过程中，临时用电必须得到甲方工程部或施工区域的经理的许可，由专业电

工的负责，不得擅自使用甲方的电气电源。 

7、 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特种作业（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及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时，相关人员必须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件，并

必须在甲方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8、 甲方厂区内除指定的吸烟区外，所有地方禁止吸烟，乙方施工人员在甲方厂区施工时，

违反禁止吸烟的管理规定，甲方有权按照 200/人处以罚款。乙方施工人员不得酒后作业，

或在厂区内酗酒。否则甲方有权按照 200/人处以罚款。 

9、 乙方施工人员进入甲方厂区后，除施工区域外，禁止在厂区内四处走动。 

10、 乙方施工人员自觉遵守甲方安全管理规定，如发生人为的不安全行为，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必须无条件立即整改，并接受甲方检查监督。 

11、 乙方承诺施工过程中遵守国家的安全法律、法规要求。 

12、 乙方在甲方施工时，施工现场必须设置一名专/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13、 乙方违反上述基本安全要求行为时，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

方全部承担。 

14、 本文件作为主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乙方：                     （盖章）   

 

  代表人：                

 

日期：                

 

附件 5 

承包商安全协议书 

 

发包单位：                             （甲方） 

承包单位：                             （乙方） 

工程项目名称：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确保施工中人身和财产安

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安全责任  

1、施工前甲方对乙方进行施工安全技术交底，并应有书面记录或资料。  

2、甲方与乙方在工程开始施工前沟通乙方提交的本工程项目制定施工安全方案，并达

成共识，同时将施工方案在甲方备案。  

3、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规定，对乙方不符合安全文明

施工的行为按照“第五款.第 2 条项目承包商负激励细则”给予相关处罚或清退出场。  

4、甲方项目安全负责人，负责乙方项目经理和安全员的面试和所有进入甲方厂内人员

的安全培训和培训后的考试。  

5、乙方在施工中如发生重大事故，甲方有权终止项目合同。 

6、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施工。因甲方违章指挥导致的安全事故，

由甲方承担责任。  

7、甲方有权在乙方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让乙方停工整顿，因停工造成的违约责任由

乙方承担：  

（1）人身伤亡事故；  

（2）发生施工机械、生产主设备严重损坏事故；  

（3）发生厂内火灾事故；  

（4）违反高风险作业要求、冒险作业不听劝告的；  

（5）施工现场脏、乱、差，不能满足安全和文明施工要求的。  

二、乙方安全责任  

乙方作为工程项目的承包单位，对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设备损坏事故承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18/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6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6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12/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65/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担全部安全责任。乙方应切实履行以下安全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承包工程要求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应真实、合法、有效。  

2、乙方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必须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甲方关于高风险作业许可制度及其他安全生产规定、制度。  

3、现场施工应遵守国家和地方关于劳动安全，劳务用工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保证其

用工的合法性。乙方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为施工人员进行人身保险，高空作业人员应提

供是否有高空禁忌症的体检证明（县级以上医院）。 

4、乙方必须为工人（含分包商工人）配备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用具。  

5、施工期间，乙方施工人员大于等于 10 人，设有专职安监人员（少于 10 人的设兼职

安监人员）。  

6、乙方一切施工活动，必须编制安全施工方案，施工前对全体施工人员进行全面的安

全技术交底，并在整个施工过程正确、完整地执行，无措施或未交底严禁布置施工。  

7、乙方用于本工程项目的施工机械、工器具及安全防护用具的数量和质量必须满足施

工需要，并经甲方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乙方对因使用工器具不当所造成的人员伤害及设

备损坏负全部责任。  

8、开工前，乙方应组织全体施工人员（含分包商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并将参加安全

教育人员名单（包括临时增补或调换人员）与考试成绩报给甲方备案。特种作业人员必须

有有关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上岗资格证书，并报甲方存档。开工前，乙方应到甲方办理

临时出入证并佩戴出入证进入施工现场，出入证严禁转借他人。  

9、开工前，乙方应组织人员对施工区域、作业环境、物料储存区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进

行确认。  

10、乙方应在施工范围装设临时围栏和警告标志，不得超越指定的施工范围进行施

工，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使用甲方设施设备；不得

擅自拆除、变更甲方防护设施及标示。  

11、乙方施工过程中需使用电、水源，应事先与甲方取得联系，不得私拉乱接。中断

作业或遇故障应立即切断有关开关。  

12、乙方施工过程中应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13、乙方必须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对甲方提出的安全整改意见必须及时整改及反

馈。  

14、乙方施工过程中发生人生伤亡、设备事故或危及生产运行的不安全情况，应立即

报告甲方，并积极配合调查。  

15、乙方在施工现场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宣传、高风险作业的操作规程张贴与现场。 

乙方应执行国家的关于事故的管理规定。对人员在施工中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还必须立

即用电话向甲方安全负责人和事故所在地的政府安全管理部门报告，并要求派人保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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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16、乙方应将事故调查组的事故调查报告及乙方事故处理意见提交甲方备案。 

三、甲乙双方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公开在施工现场，便于员工及时获取。 

四、施工安全保证金  

乙方工程款的 2%作为安全保证金，依据承包商评估表进行扣罚。 

 

五、安全激励 

1）、项目承包商的正激励细则 

进入达能工厂连续作业周期满 1 个月的承包商，享受正激励制度。 

 

 

 

 

 

 

 

 

 

 

 

2）、项目承包商负激励细则 

 

 

 

 

 

 

 

 

 

 

激励等级 可能导致的后果 例举 激励方式 备注

1、在第一时间向管理者汇报事故隐患；

2、及时上报事故（含未遂事件）；

3、在安全工作中以身作则；

4、施工现场做到工完料清，符合基本5S要求；

1、及时发现并制止重大安全事故的产生；

2、及时指出并制止上级不安全行为或不恰当的工作安排；

3、安全事故发生时,积极主动参与救援和救护；

4、提出并跟踪合理化的安全建议得以实施；

5、有利于开展安全工作的特殊贡献者。

1、总是坚持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2、一贯坚持安全的从事自身工作；

3、鼓励周围同事像自己一样安全的工作；

4、严格遵守高风险作业程序；

5、多次获得口头或书面的表扬；

优秀团队 安全文化的升华

1、能认真主动召开安全会议，及时通报达能的安全动态或安全培训，积
极主动开展安全检查和问题整改，承包商员工清楚本岗位的危险因素和
控制措施；
2、能做好日常和班组安全检查工作；安全检查作业区内的隐患整改率
100%；
3、有自己的安全管理体系，能严格执行安全标准要求，进行每日安全会
议、安全检查并有记录，确保设备安全附件、防护装置完好。

获得优秀团队的承包商，可获
得1000元的活动基金；奖状/荣
誉证书张贴到宣传栏中1个月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
例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
例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
例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
例

获得一次口头表扬的员工可获
得印花一张，累计可兑换奖品

获得书面表扬的员工，可获得
奖品一份（价值100元），并进

行通报表扬

获得优秀个人的员工，可获得
奖品一份（价值200元），奖状
/荣誉证书张贴到宣传栏中1个

月

口头表扬

优秀个人

书面表扬

安全程序得到很
好的执行

安全程序得到很
好的执行

安全程序得到很
好的执行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63/


 

 

 

 

注： 

1. 所有承包商在服务期间产生的罚款（书面警告），由承包商负责人以现金形式交 

2. 到达能财务部，不针对承包商员工个人。 

2.承包商员工（同一人）在工程服务过程中出现 2 次（含 2 次）书面警告的不安全行为，

清除出场。 

3.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存在相关安全问题时，指定的达能项目代表／安全负责人将有权停

工，直到问题得到纠正。如果导致安全事故视情节严重情况，公司有权利终止合同。 

3）、承包商安全评级标准（待施工结束后，对承包商安全表现进行评估  附件 1） 

等级 

LTA 

（损失工时事

故） 

整改通知单数

量 
奖惩 

优秀 0 0 
颁发《达能安全施工荣誉证书》、物质

奖励，结算 100%工程款。 

良好 0 1 
颁发《达能安全施工荣誉证书》 

结算 100%工程款 

一般 0 2 扣除 0.5%工程款 

差 1 ≥3 扣除 2%工程款 

激励等级 可能导致的后果 例举 备注

1、首次发现PPE穿戴不全、不规范或在特种作业时没有采用合适的
PPE；

2、安全防护隔离不规范；

3、在施工区域跑步；

4、不能及时清理工作中产生的垃圾；

5、交叉作业时没有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1、同一人口头警告2次（含2次）视为一次书面警告；

2、禁烟区进行吸烟；

3、未按照高危作业要求佩戴PPE、作业环境不符合、不适用的工器具；
现场无监护人；

4、站在起吊、翻转、提升的设备或物体下面作业；

5、消防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6、擅自取消安全防护装置或原有的机器防护罩；

7、机器带病强行操作,如安全行程开关损坏等；

8、无故到其他生产区域或擅自动用甲方的设施设备等

9、乙方对甲方提出的安全整改意见不及时整改

1、特殊工种持假证或无证上岗；

2、未开据高危作业证进行作业；

3、蓄意违反安全规定,情节恶劣并可能导致重大事故；

4、采取的安全措施不能降低安全风险的、有导致重大事故可能；

5、酒后上岗；

6、维修设备不使用LOTO，已经建设完成尚未使用的设备不使用LOTO

7、有威胁达能员工言论或行为。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例

口头警告

可能或已经造成
轻微后果的不安
全行为（可记录
事故或医疗急
救）。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例

可能或已经造成
较严重后果的不
安全行为（损失
工时或一定财产
损失）。

包含但不限于所举事例
书面警告

（罚款1000元）

整改通知单

可能或已经造成
重大后果的不安
全行为（伤残、
死亡、火灾、爆
炸或重大财产损

失）。



 

注：1、“差”项，满足“LTA”和“整改通知单”任何一项，扣除 2%工程款。 

    2、工程款的 2%没有达到 2000 元的，最低扣除 2000 元。 

 

六、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责任造成对方的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财产损失，由责任方承担相应责

任，并赔偿对方或第三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2、合同履行中，发现乙方提供的有关资质材料无效，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3、现场作业人员有违反安全行为的，按照“第五款.第 2 条项目承包商负激励细则”中

进行扣罚。  

4、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工器具等造成损坏的，应照价赔偿。  

5、施工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和设备事故时，及时上报给甲方，不得隐瞒。  

七、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调解解决；若经协商、调解不能解决

争议的，乙方可以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八、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本协议，本协议的法律效力独立于主合同。  

九、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承包商安全评级表 

一、承包商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代表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附件 6 《知识产权 - 保密  - 危机管理协议》及附录《危机管理程序》 

Attachment 1: Specific Agreemen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 Confidentiality - Crisis 

Management and Appendix Crisis Management Procedures 

知识产权  - 保密   -  危机管理协议 

SPECIFIC AGRE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  CONFIDENTIALITY  -  CRISIS  MANAGEMENT 

鉴于：  

服务内容  

服务起止日期  

二、承包商服务期间的安全表现： 

1、违规情况： 

类型 数量 日期/编码 

口头警告/书面警告               

接收整改通知单   

LTA 事故   

注： 

三、承包商安全表现评级结论 

等级 评定结果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评估部门：                安全员：               评估日期： 



 

WHEREAS: 

1 甲方和乙方已签订一份供应协议，或已建立供应关系（“合同”），根据该合同，乙方同意向甲方及

/或甲方的关联方供应产品及/或服务。 

1 Party A and Party B have entered into a supply agreement or are engaged in a supply relationship 

(the “Contract”) under which Party B agreed to supply products and/or services to Party A and/or 

its affi l iates of Party A 

2 甲方和乙方达成一致，为该合同增补知识产权、保密及危机管理条款。 

2 Party A and Party B have agreed to complement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by adding specific 

term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identia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因此，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THEREFORE,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AS FOLLOWS: 

1 定义  

1    Definitions 

“甲方的关联方”指，直接或间接控制、受控于甲方、或与甲方处于共同控制的任何公司或企业实体，

其中，“控制”指拥有该公司或实体 50%以上的股本或投票权。 

“Affiliate of Party A” any company or any other corporate entity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s, is controlled by, or is under common control with, Party A, where 

“control” shall mean the ownership of more than 50 % of the share capital or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company or entity concerned. 

“个性化设计”指，乙方为甲方生产产品时创造的任何成果。 

“Customised Design” any Results created by Party B for the purposes of producing 

the Products for Party A. 

“完善”指，对规范及由甲方及/或乙方创造的甲方已有知识产权所作的任何完善、修订或修改。 

“Improvements” any improvements, revision or modifications of Specifications and 

Party A’s Pre-Existing IP made by Party A and/or Party B. 

“知识产权”或“IPR”指，与产品相关的所有知识产权，含工业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有技术知识产

权、版权及具有版权性质的全部权利、数据权、设计权、模具权、专利、商标、域名、公司名称或商

号及世界上存在的其他类似产权，以及该等产权的全部应用、更新、拓展及再生效，不论是否已登记

或可登记。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IPR” shall mean: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s, related to the Produc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know-how, copyrights and all rights in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database rights, design 



 

rights, model rights, patents, trademarks, domain names, corporate names or trade 

names, and all other similar propriety rights that may subsist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all applications, renewals, extensions and revivals thereof, whether 

registered, registrable or otherwise. 

“已有知识产权”指，成果、报告、信息、数据、方法、软件、专有技术、发明、文学及艺术作品、符

号、名称、图像、设计，以及一方在合同生效日期前拥有或持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涵盖或

未涵盖的其他心智创造成果。 

“Pre-Existing IP” means the results, reports, information, data, methods, software, 

know-how, inventions,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ymbols, names, images, designs 

and any creation of the mind covered or not by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 owned or in possession of a party before effective date of the 

Contract. 

“产品”指，乙方根据合同向甲方供应的任何产品、终端产品、货物、原材料，包括相关文件及服务。 

“Products”: any product, end product, good, raw material, including associated documents 

and services, which Party B shall supply to Party A under the Contract. 

“成果”指，所有成果、报告、信息、数据、方法、软件、专有技术、发明、文学及艺术作品、符号、

名称、图像、设计，以及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涵盖或未涵盖的其他心智创造成果。 

“Results”: all results, reports, information, data, methods, software, know-how, 

inventions,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ymbols, names, images, designs and any 

creation of the mind covered or not by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s). 

“规范”指，产品描述，包括合同所述食品安全要求及质量要求，或双方达成的其他要求。 

“Specification”: descriptions of the Products, including food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as mentioned in the Contract or a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arties. 

“商业秘密”指，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所有权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所有权人采取保

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Trade Secret” means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unknown to 

the public, which is practical and may create business interests or profit for its legal 

owners, and also is maintained secrecy by its legal owners.  

2 知识产权 

2      Intellectual Property 

本合同内容不得解释为许可、授权甲方或甲方有义务将其已有知识产权或与任何完善、成果

或个性化设计相关的任何知识产权许可或授权予乙方。 



 

Nothing in the Contract shall be construed as a license, assignment or an obligation 

for Party A to grant a license or assign any of its Pre-Existing IP or any IPR relating 

to any Improvement, Result or Customised Design to Party B.  

若无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在任何内部或外部出版物、广告材料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甲

方或甲方关联方的知识产权，包括甲方或甲方关联方的名称、任何与甲方或甲方关联方/甲方或

甲方关联方产品有关的知识产权。 

Party B shall not use Party A’s or any Affiliate of Party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Party A’s or any Affiliate of Party A’s name and/or any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ertaining to Party A or any Affiliate of Party A, or Party 

A’s or any Affiliate of Party A’s products, in any internal or external publication or 

any advertisement, material or otherwise, without Party A’s prior written consent.  

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索赔及诉讼，或基于不公平竞争（因甲方占有或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服

务引起）的索赔及诉讼，乙方应补偿甲方并确保甲方免于该等索赔及诉讼。 

Party B shall indemnify Party A and hold Party A harmless from and against all 

claims and lawsuits for infringement of IPR or based on unfair competition that 

result from the possession or use by Party A of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supplied 

by Party B.  

3      保密  

3     Confidentiality  

任意一方在合同下提供的合同价格、数量、服务内容、商业秘密及其他仅为信息所有人所知

悉的信息(包括甲方提供乙方的规范)，另一方应视为保密信息，仅用于合同规定的目的。双方均

应对本合同的存在性及条款保密。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contract price, quantity, service content, trade secret and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is only known by the owner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 party under the Contract, including the Specifications provided by 

Party A to Party B, shall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by the other party and shall be 

used by the other party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ntract. The existence and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shall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by both parties. 

为履行合同所用的所有权利和信息仅在获得该相关信息所有人的书面同意下，方对第三方

披露，同时披露前应已获得该第三方的保密承诺。 

All rights and information us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may only be 

disclosed to a third party after having obtained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arty that 

is the owner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provided that a written confidentiality 

undertaking has been obtained from the third party prior to any disclosure.  

合同终止后，在一方提出明确要求时（该等要求应以书面方式做出），另一方应立即按照该方



 

的要求将从该方处获取的相应文件及材料（包括所有电子数据）返还至对方或进行彻底销毁

或删除。 

Upon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each party shall promptly return to the other party or 

destroy/delet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when one party request officially in written 

including all electronic data. 

4      危机管理 

4      Crisis Management 

乙方应实施约定的危机管理程序（附录）。 

The Party B shall implement the agreed crisis management procedure attached in the 

Appendix. 

乙方不得作出与合同相关、或与甲方的关系相关的任何公开声明、通信或新闻稿；尤其是在附录

定义的危机或意外事件的情况下： 

Party B shall not make any public statement, communication or press release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or its relationship with Party A. In particular, in case of a Crisis or 

Incident as defined in the Appendix: 

▪ 无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作出任何公开声明、通信或新闻稿；以及 

▪ Party B shall not make any public statement, communication or press release, 

without Party A’s prior written consent; and 

▪ 与危机或突发事件相关或与甲方的总体关系相关的任何公开声明、通信或新闻稿公

开前必须经甲方书面批准。 

▪ Any public statement or communication or press release relating to the Crisis or 

Incident or generally the relationship with Party A, must be approved in writing by 

Party A before it is made public. 

无对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任意一方均不得向第三方作出与合同或合同所涉事宜相关的公开声

明、声明、广告、新闻稿或其他泄露事宜。 

Neither party shall make public statements, declarations, advertising, press release or any 

other divulgation to third parties about the Contract or its subject matter without the 

other party’s prior written consent. 

5       其他  

5       Miscellaneous 

乙方确认并同意，乙方或乙方关联方违反第 2 段及/或第 3 段将对甲方（及/或甲方关联方）

造成严重的损害，将损害其名誉及形象。 



 

Party B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any breach of paragraph 2 and/or paragraph 3 by it 

or its Affiliates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damage to Party A (and/or Affiliates of Party A) 

and could harm its reputation and image.  

因此，如果乙方违反第 2 段及/或第 3 段，每次违约的违约金为【A】： 

Accordingly, if Party B breaches paragraph 2 and/or paragraph 3, a penalty per breach 

amounting to 【A 】： 

A. 买卖双方之间全球年度营业额（相当于乙方向甲方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总售价）的

10%； 

A.10% of the global annual turnover between Party B and Party A (corresponding to 

the gross selling price of Products sold by Party B to Party A);  

B. 100,000 欧元。 

B. EUR 100,000 

前述违约金乙方应立即支付甲方，但不影响合同下或法律规定的甲方其他任何权利及甲方可

用的救济。乙方须支付本段所指违约金的义务并不取决于是否有可归因于乙方的违约事实、

任何付款要求或违约通知。 

The penalty aforesaid shall immediately be due by Party B to Party A,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rights or remedies available to Party A under the Contract or at law. Neither an 

attributable breach nor any demand for payment or default notice shall be required for Party 

B to be liable for the penalty referred to in this paragraph. 

除非合同另行规定，否则本具体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Unless specified otherwise in the Contract, this Specific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如果合同的任何规定与本具体协议的规定不符或相反，以本具体协议的规定为准。 

If any provision of the Contract is inconsistent with, or contrary to, any provision of this 

Specific Agreement, the provision of this Specific Agreement shall prevail ov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tract. 



 

 

一式两份，自合同签署日起生效。 

Made in two originals and effective as per [date]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PARTY A  [Party B] 

Represented by:  Represented by: 

Date:  Date: 

 

 

 

 

 

 

 

 

 

 

 

 

 

 

附录    危机管理程序 

APPENDIX: CRISIS MANAGEMENT PROCEDURES 

危机管理程序 

CRISIS MANAGEMENT PROCEDURES 

前    言 

Introduction 

 

为了提高对危机的应变能力和反应速度，中国达能饮料（指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及其在中国区域内的关联公司）希望与【              】（以下简称“供应商”）加强



 

沟通，及时了解供应商本身所发生的相关危机事件及情形，充分地评估有关事件及情形对供

应商自身和对中国达能饮料的影响，以便采取相应行动，协助中国达能饮料共同应对，把有

关事件及情形对供应商和中国达能饮料的影响都控制在最低的程度。 

These guidelines are formulated by Danone Waters China (referring to Danone (China) Food & 

Beverage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affiliates in China) for the purposes of improving the ability 

and speed to response to crisis,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with [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upplier”), timely knowing the crises and incidents occurring in the 

Supplier and evalua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e accidents on the Supplier as well as Danone Waters 

China, so as to take measures and assis t Danone Waters China in dealing with the accidents and 

minimize the influence thereof on the Supplier and Danone Waters China to the extent possible. 

为此，中国达能饮料特此制定了这一份指南，发给正在担任或将要担任中国达能饮料供

应商的个人及组织，作为共同的行动指引。 

Therefore, these guidelines are formulated by Danone Waters China and will be provided to persons 

or entities who/which act or are to act as the suppliers of Danone Waters China.  

 

中国达能饮料危机管理小组 

Danone Waters China Crisis Management Team 

 

【2018】年【1】月【5】日 

DD/MM/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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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的定义（哪些情况属于“危机” ？） 

II. Definition of crisis (What is “crisis”?) 

1、基本定义：供应商或者中国达能饮料的企业、员工、产品、品牌、形象或利益等受到严重威

胁，有可能遭受严重损害，并且有关情况可能被新闻媒体报道，凡是这种情况，即属于“危机事

件”。 

1. Basic definition: “Crisis” means any serious threat or damage to the Supplier or the enterprise, 

staff, product, brand, image or interest of Danone Waters China which may be reported by the 

press.  

2、    危机举例： 

– 供应商发生安全事故，多人伤亡，引起政府和媒体关注； 

– 供应商收到匿名邮件或电话，对供应商进行敲诈勒索。 

2. Examples:  

– The accident occurred in the Supplier causes many deaths and injuries, which draws the attentions 

from government and media;  

– The Supplier is blackmailed through anonymous post or phone.   

 

3、分类：按其性质的严重性，“危机”可以划分为“一般事件”、“非常事件”、“严重事件”三类。相

关判断标准如下： 

 

3. Classification: The crisi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namely “normal incidents”, 

“extraordinary incidents”, and “serious incidents”, according to its degree of severity as follows: 

 

 

一般事件 非常事件 严重事件 

① 不会危及人身健康； 

② 对质量问题的投诉   

量增多； 

③ 问题起因已被查明、控

制和中止； 

④ 没有引起媒体关注； 

⑤ 处于严格保密状态。 

① 无实质性危害，但有印象上

的冲击； 

② 可能会引起或已经引起媒

体注意，但尚未涉及健康问

题； 

③ 高额索赔、媒体介入、涉及

品牌的事件 

① 可能或已确认会危及健康（即使是

阶段性的）； 

② 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③ 涉及重要或知名人士； 

④ 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 

⑤ 涉及高额索赔、严重危及企业利益

的事件。 

 

Normal incident Extraordinary incident Serious incident 

1. The incident will not 

endanger people’s health;  

1. The incident brings no 

substantial damage, but 

with impact on impression;  

1. The incident may endanger 

or has endangered the 

health (even in stages);  



 

2. The number of quality 

complaints increases;  

3. The cause has been 

found, controlled and 

rooted out;  

4. The incident does not 

catch the media attention; 

and 

5. The incident is strictly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2. The incident may catch or 

has already caught the 

media attention, but does 

not involve in heath; and 

3. The incident results in a 

claim for high 

compensation, is intervened 

by the media and brings 

influence on the brand.  

2. The life security is 

threatened;  

3. Important or noted people 

are involved;  

4. Such criminal act as 

blackmail is found; and 

5. The incident results in a 

claim for high 

compensation and seriously 

impairs the enterprise’s 

interests.  

 

二、“危机”信息传递程序 

III. Crisis information transfer process 

供应商一旦发生“危机事件”，供应商的危机处理负责人应当立即联系中国达能饮料的相关

业务联系人向中国达能饮料通报相关信息，同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关系到中国达能饮料的

品牌、形象、利益的事件，供应商应当在采取处理措施方面积极听取中国达能饮料的建议。有必

要的情况下，中国达能饮料有权自行采取适当的措施，供应商应积极提供配合。 

Once a crisis occurs, the head responsible for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Supplier shall immediately 

contact the related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make a report thereof, and proactively 

adopt relevant measures. When the crisis concerns the brand, image and interests of Danone Waters 

China, the Supplier shall l isten to advices of Danone Waters China in adopting measures. When 

necessary, Danone Waters China may have the right to adopt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Supplier shall actively provide assistance.  

 

三、几类危机的处理方法 

IV. Crisis solutions 

1、 与各类活动有关的危机处理 

1. Various activities related crisis solution 

与各类活动有关的危机包括： 

The crisis related to the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es: 

（1） 礼品/样品派送及产品展示活动中发生的失火、人群哄抢、踩踏、斗殴等突发危机事件； 

（2） 供应商承揽的中国达能饮料的会议活动中发生的失火、布置会议现场的工作人员死亡或

重大伤害（工伤 6 级以上）等突发危机事件。 

(1) Such incidents as fire, stampede, plunder, and fight occurred during handout of gifts/samples 

or during product exhibition; 

(2) Such unforeseen incidents as fire, death or grave injury (the wok-related injury exceeding 6 

degree in injury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aff working for the Supplier-sponsored conference of 

Danone Waters China. 



 

供应商指派的活动现场督导员应当在此类危机事件发生后立即报警并报告供应商的危机处

理负责人，并应在10 分钟内通知中国达能饮料的相关业务联系人。供应商的危机处理负责人与

中国达能饮料的相关业务联系人应根据事态发展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The site supervisor appointed by the Supplier shall call the poli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said crises, report the crises to the head responsible for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supplier, and notify 

the related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within 10 minutes. The head responsible for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supplier and the related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shall take timely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2、 与供应商雇员有关的危机处理 

2. Supplier Employment crisis solution 

   与供应商雇员有关的危机包括： 

The crisis in respect of the Supplier’s employment includes: 

（1） 罢工； 

（2） 一次性裁员【20】人以上； 

（3） 导致雇员伤残的严重工伤事故； 

（4） 集体性食物中毒； 

（5） 群殴、寻衅滋事等群体性暴力事件； 

（6） 其他导致供应商的正常生产经营被严重影响或供应商的声誉受到严重破坏的突发事件。 

(1) Strike; 

(2) Mass layoff of more than [20 ]employees at one time; 

(3) Serious work-related accident causing disability to employees; 

(4) Massive food poison; 

(5) Such massive violence incidents as group fight and trouble provocation;  

(6) Other unforeseen incidents which adversely affect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f or severely 

undermine the reputation of the Supplier. 

供应商的危机处理负责人应在与供应商雇员有关的危机发生后 2 小时内，将相关危机情形

通知中国达能饮料的相关业务联系人。供应商应在与供应商雇员有关的危机发生后【3】日内向

中国达能饮料书面告知初步处理结果及后续影响。 收到该书面告知后，中国达能饮料将在其认

为必要时与供应商就后续处理方法及流程进行讨论以共同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The head responsible for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Supplier shall, within 2 hour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crisis in respect of the Supplier’s employment, notify the related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of said crisis.  The Supplier shall, within [3] days after said crisis, notify in writing to Danone 

Waters China of the initial handling results and subsequent influence. Upon receipt of said written 

notice, Danone Waters China may discuss with the Supplier about the subsequent handling methods 

and procedures when it sees necessary, so as to find the optimum solution. 

 



 

3、 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危机 

3. Governmental act crisis solution 

   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危机包括： 

The crisis in respect of governmental act includes: 

（1） 重大行政处罚，包括罚没资产超过【1 万】元； 

（2） 政府对供应商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强制性征收和拆迁； 

（3） 其他严重影响供应商正常生产经营的政府行为。 

(1) Materi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including that the value of confiscated assets exceeds RMB 

[the amount to be determined on the actual basis]; 

(2) The government expropriates or demolishes the place of business of the Supplier; 

(3) Other governmental acts severely affect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f the Supplier. 

供应商的危机处理负责人/联络员应在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危机发生后2 小时内，将相关危机

情形通知中国达能饮料的相关业务联系人。供应商应在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危机发生后【3】日内

向中国达能饮料书面告知初步处理结果及后续影响。 收到该书面告知后，中国达能饮料将在其

认为必要时与供应商就后续处理方法及流程进行讨论以共同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The head/liaison person responsible for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Supplier shall, within 2 hour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crisis in respect of the governmental act, notify the related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of said crisis.  The Supplier shall, within [3] days after said crisis, notify in writing to 

Danone Waters China of the initial handling results and subsequent influence. Upon receipt of said 

written notice, Danone Waters China may discuss with the Supplier about the subsequent handling 

methods and procedures when it sees necessary, so as to find the optimum solution. 

 

四、供应商进行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 

V. Basic procedures taken by the Supplier to deal with crisis 

供应商应建立健全内部危机管理体制及流程，其中必备设置包括危机处理负责人和供应商法定

代表人及上述人士的有效联系方式，上述人士或联系方式变更时，供应商应于变更发生后【3】

日内将变更后的信息书面通知中国达能饮料。 

The Supplier shall establish sound internal crisis management regime and procedures which shall in 

particular include head responsible for crisis management and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upplier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se persons. If the aforementioned persons or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are changed, the Supplier shall, within [3] days after change, give Danone Waters 

China a written notice of such change. 

附表  

Schedules: 

1、重要联系电话                 

1. Important phone number                 



 

中国达能饮料业务联系人：陈俊男              ，联系电话：18344080283 

中国达能饮料业务联系人：蓝景盛              ，联系电话：18520434177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    Tel:                   

2、与各类活动有关的危机报告登记表 

报告人姓名  联系地址  

所在城市  电话号码（办公）  

现状描述  

已采取的行动 

 

 

2. Various activities related crisis report registration form 

Name of 

reporter 

 Address  

City  Tel. (Office)  

Status Quo 

(Description) 

 

Measures 

adopted  

 

3、与供应商雇员有关的危机报告登记表 

报告人姓名  联系地址  

所在城市  电话号码（办公）  

现状描述  

已采取的行动 

 

 

 

3. Supplier employment crisis report registration form 

Name of 

reporter 

 Address  

City  Tel. (Office)  

Status Quo 

(Description) 

 

Measures 

adopted  

 

4、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危机报告登记表 



 

报告人姓名  联系地址  

所在城市  电话号码（办公）  

涉及到的工厂  

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及

处理依据 

 

现状描述  

已采取的行动 

 

 

4.  Governmental act crisis management report registration form 

Name of reporter  Address  

City  Tel. (Office)  

Plant involved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volved 

and legal basis for 

governmental act 

 

Status Quo 

(Description) 

 

Measures adopted  
 

（上述报告登记表请供应商注明相关人员姓名、电话后由中国达能饮料业务联系人交总部备案）。

(The above registration form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headquarters for filing by the contact person of 

Danone Waters China after the Supplier has fi lled the names and telephone numbers of the related 

per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