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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曼机械零部件德国有限公司 

 

 

 

 

 

 

 

 

 

遵从德国品质，全球采购 

 
 

 

 

 

我们已经通过了 ISO 9001:2015 认证，我们的许多生产商也通

过了 IATF 16949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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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 

 

引言: 德国联邦议会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通过了《供应链尽职调查法》 (以下简

称《供应链法》)。《供应链法》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文将分析《供应链

法》对德国公司在中国采购的影响。 

 

《供应链法》的主要内容 

《供应链法》首次对企业的尽职调查义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明令企业在其供应

链中遵循的人权保护准则，如企业供应商不得使用童工、禁止奴役、强迫劳动，

确保工作场所安全且无健康风险，工会自由，非歧视，支付公平的报酬等；以及

环境保护准则，如企业供应商需确保不存在大气、水、土壤、空气和噪声污染的

行为，不非法砍伐森林、不过度用水、不使用不道德的安保服务等严重破坏环境

的行为。因此，尽职调查义务督促企业履行其环境与社会尽职调查责任。 

 

面对因疫情而停产事件的来袭，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国际供应链的正常运作

在确保公司成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新的供应链法包含许多新条款，但在一些

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上仍存在不确定性。尽职调查工作也应适当考虑各企业具体的

情况。 

然而，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会显示出对国际采购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供应链法》适用于哪些企业?  

根据《供应链法》第一条第一款，《供应链法》适用于在德国有主要营业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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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办事处的企业。从 2023 年起，适用于在德国员工超过 3000 人的公司; 从 2024

年起，扩展到在德国员工超过 1000 人的公司，海外工厂、海外员工也包括在内。 

 

《供应链法》所指的供应链是指与德国企业有经贸往来的直接供应商和间接供应

商，它包括一个公司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和国外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所需

的所有步骤，从提取原材料开始，一直到交付给最终客户。 

 

企业的尽职调查义务都包括什么?  

《供应链法》规定了更多的尽职调查义务，其中包括:  

• 建立风险管理系统、定期进行风险分析、任命负责人 

• 发布政策声明、履行报告义务 

• 建立预防措施、补救措施和申诉程序 

根据《供应链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公司必须分析和识别其自身业务和直

接供应商的人权和环境风险; 风险分析的结果应传达给公司的相关决策者。 

 

预防措施和补救措施 

根据《供应链法》第六条，如果企业在进行风险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风险，企业

必须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内启动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及应针对直接供应商采取适当

的预防措施。 

 

根据《供应链法》第七条，如果企业发现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或直接供应商已经发

生或即将发生违反人权或环境义务的行为，应立即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最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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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减少和补救因侵犯人权或造成环境污染而带来的伤害。 

 

公司应每年审查一次预防措施和补救措施的有效性。如果公司预期其自身业务领

域或直接供应商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或增加，例如，引入新产品、项目或新业务

领域，则应实施临时审查。 

 

间接供应商 

根据《供应链法》第九条，一旦有迹象显示间接供应商违反了人权义务或环境义

务 (已经证实)，企业必须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应进行风险分析，尽可能的采取补

救措施，减少对人权的侵犯或环境的损害。 

 

报告义务 

正如前文已提到，企业要持续记录并履行报告义务，每年四月前向向德国联邦经

济与出口管制局 (BAFA) 上交年报，以证明正在履行人权保证和环境保护义务。

相关文件应至少保存七年。 

 

违反《供应链法》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企业出现违规或遗漏行为，如企业未对其整个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或企业

在知晓其供应商存在侵犯人权或损害环境的行为的情况下未进行风险分析，未 

(及时) 采取预防措施、未 (及时) 采取可能的补救措施等，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

局 (BAFA) 可对企业处以 10 万、50 万至 80 万欧元的罚款； 

 

对平均年营业额超过 4 亿欧元的大型企业，罚款金额可高达其平均年营业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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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罚款超过 17.5万欧元的企业将至少在三年内被禁止参与政府公开采购招标。 

 

我们的建议 

• 应将尽职调查程序纳入企业采购体系，准备一份《供应链法合规文件》，

确保您和您的供应商符合《供应链法》的标准。 

 

• 为您国外的供应商讲解德国《供应链法》，要求供应商自检和报告其是否

符合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 

 

• 对于新的供应商和承包商，评估它们的生产和加工场所，实施人权以及环

境尽职调查，让人权和环境方面的考量成为评估供应商的组成部分。 

 

• 全面了解、审查并分析企业自身运营及供应链中的风险和影响，加强企业

自身的风险管理 

 

• 针对在整个供应链每个环节中可能会出现的漏洞和违法行为提前做好应

急解决方案，制定适当的风险规避程序，以及补救措施，尽可能的消除或

减少风险。 

 

• 在企业官网上定期披露供应链尽职调查的政策和做法 

 

bdp 能为您做些什么?  

• bdp 中德两地的法务、质量和采购团队能够帮助您起草或审阅《供应链法

合规文件》，就合规性和可操作性提供咨询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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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的中国供应商讲解和培训德国《供应链法》 

 

• bdp 中国当地的质量和采购团队可以代表您，为您在中国实施专业的尽职

调查审厂服务，利用 bdp 的专业供应商尽职调查评估模型来帮助您全面的

了解供应商的合规性风险。审厂后一周内，我们会出具双语的《供应商尽

职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1) 收集供应商基本信息（高层管理者的稳定性、人力资源、财务状况、

企业信誉、环保水平、发展规划、市场定位等）； 

2) 评估供应商的生产和加工场所，实施人权以及环境尽职调查; 

3) 评估经营环境风险（如地理位置环境、政治与文化环境、经济技术

环境等）； 

4) 工艺、生产、质量管控风险评估（如生产设备、检测设备、技术工

艺能力、质量管理水平、成本控制水平、库存控制水平等）； 

5) 供应与交付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方面的细致评估（如客户满意度、

产品合格率、产品价格水平、品种柔性、数量柔性、时间柔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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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芳 

博曼德中国区合伙人 

帛曼机械零部件首席运营官 

2013 年加入博曼德，在汉堡、天津、上海工作。方女士和她的团队曾为数家德国中小企

业（SME）在中国各地设立了生产型企业和贸易服务公司。自 2019 年以来，方女士担任

bdp 姊妹公司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首席运营官。方女士拥有丰富的商务、税务及法

务专业知识，通晓中德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差异，善运 “求同存异，相互尊重” 的思

考方式去平衡文化差异，善于整合中德团队。 

 

 

Sara Zimmermann 张利欣 

高级顾问 · 中国投资 

Zimmermann 女士在博曼德支持中德项目，并且是博曼德中国事务部的重要一员。在此之

前，她曾在奥地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对外经济中心担任法律经济学分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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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帛曼 

帛曼机械零部件 (bdp MC) 是德国领先的采购和服务公司，自 1982 年以来，致力于为德

国和欧洲的制造企业在中国和东欧采购高质量的铸件、锻件、机加工和汽车零部件。bdp

集团总部位于德国，在保加利亚、中国、波兰、瑞士和西班牙设有 14 个分部。我们中国

的采购中心，帛曼机械零部件 (上海) 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在天津和青岛设有办公室。

我们的销售团队位于德国和西班牙。为了满足欧洲客户对本地采购和小批量生产的需求，

我们也在波兰设立了采购中心，在华沙和索非亚设立了办公室来服务东欧市场。 

 

 

 

 

 

更多专业咨询，尽在 bdp MC，请搜索公众号 bdpGroup-1992 (博曼德) 或者扫描以下二维

码关注我们。 

 

 

 

文章版权归德国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Deutschland GmbH (帛曼机械零部件德国有限公

司) 拥有。如需转载或在其他公众场合分享，需经过 bdp MC 书面同意，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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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 

柏林 

帛曼机械零部件德国有限公司 

德国柏林 Danziger 大街 64 号 

邮编: 10435 

电话: +49 (0) 30 4433 610 

传真: +49 (0) 30 4433 6154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采购中心 

上海 

帛曼机械零部件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科苑路 88 号德国中心 3 号楼 759 室 

邮编: 201203 

电话: +86 (0) 21 6878 0138 

传真: +86 (0) 21 6878 2638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青岛 

帛曼机械零部件青岛 

中国青岛东海西路 37 号金都花园 C 座 27 层 27A 室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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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266071 

电话: +86 (0) 532 - 6675 9663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天津 

帛曼机械零部件天津 

中国天津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20 层 K 座 

邮编: 300042 

电话: +86 (0) 22 5995 9243 

传真: +86 (0) 22 5995 9243 805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华沙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Warsaw 

Ul. Klarysewska 50 

02-926 Warszawa 

Tel: +48 (0) 513 0305 06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索菲亚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Bulgaria 

Bratja Miladinovi Str. 16, Etage 2, Büro 3 

1301 Sofia, Bulgaria 

Tel: +35988 7318 134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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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团队 

汉堡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Hamburg 

Haus am Hafen, Steinhöft 5-7 

20459 Hamburg 

Tel: +49 (0) 40 3099 360 

Fax: +49 (0) 40 3099 3660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法兰克福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Frankfurt 

Frankfurter Landstraße 2-4 

61440 Oberursel 

Tel: +49 (0) 6171 5868 805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马贝拉 

Mechanical Components España bdp, S.L. 

Urb. Marbella Hill Village, Casa 6 Sur 

29602 Marbella/Málaga, España 

Tel: +34 (0) 952 7663 00/01 

Fax: +34 (0) 952 7663 02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苏黎世 

bdp Mechanical Components Switzerland 

Stockerstraße 41 

CH-8002 Zürich 

Tel: +41 (0) 58 4007 070 

info@bdp-mc.com 

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http://www.bdp-m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