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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反貪污公約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香港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311章）；廢物處置條例（香港法例第354章）；廢物處置（化學廢物）
（一般）規例1992（香港法例第354C章）；水污染管制條
例（香港法例第358章）；噪音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400章）；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595章）；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香港法例第603章）；汞管制
條例（香港法例第640章）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最低工資條例（香港法例第608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282章）；
性別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480章）；殘疾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487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527章）；種族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602章）；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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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僱用兒童規例（香港法例第57B章）；僱用青年（工業）規例（香港法例第57C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509章）；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香港法例第509A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59章）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貨品售賣條例（香港法例第26章）；商品說明條例（香港法例第362章）；管制免責條款條例（香港法例第71章）；不合情理合約條例（香港法例第458章）；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香港法例第593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消費品安全條例（香港法例第456章）；消費品安全規例（香港法例
第456A章）；電氣產品（安全）規例（香港法例第406G章）；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香港法例第598章）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201章）；廉政公署條例（香港法例第204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香港法例第615章）；販毒（追討得益）條例
（香港法例第40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455章）；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香港法例第575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中華人民共和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音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稅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上海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
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廣東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按日連續處罰辦法；
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查封、扣押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限制生產、停產整治辦法；關於發布排污許可證承諾書樣本、排污許可證申請表和排污
許可證格式的通知；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環境影響評價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辦法；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
(GB16297-1996)；江蘇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8978-1996)；排污許可管理辦法（試行）；電子訊息產品污染控制管理辦法；
電子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環境監察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
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
假期、平等機會、多元化、
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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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關於管理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的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資
支付暫行規定；企業職工檔案管理工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
法；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工傷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廣東省職工生育保險規定；關於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的通知；在中國境內就業的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關於改進住房公積金繳存機制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的通知；上海市住
房公積金繳存管理辦法；上海市住房公積金提取管理辦法；上海市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企業年金辦法；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實施
辦法；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關於深圳市規範《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有關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的公告；江蘇省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關於實行勞動合同制度若干問題的通知；工傷保險條例；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定；關於本市勞動者在履行勞
動合同期間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的醫療期標準的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關於全面實施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的通知；關於廢止<臺灣香港
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的決定；關於香港澳門臺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就業有關事項的通知；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重大勞動保障違法行為社會
公佈暫行辦法；關於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領域推廣隨機抽查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通知；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關於規範本市勞務派遣用工若
干問題的意見；上海市勞務派遣用工單位調整用工方案備案辦法；關於開展用工單位調整勞務派遣用工方案備案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
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企業勞動保障守法誠信等級評價辦法；關於全面推進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併實施的意見；降低社會保險費
率綜合方案；關於貫徹落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的通知；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支
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若干措施分工方案的通知；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上海市關於本市應對極端天氣停課安排和誤
工處理的實施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國家標準GB/T-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互聯網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指南；
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2021修正）；廣東省實施《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辦法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廣東省安全生產條例；廣州市職業衛生監督管理規定；工貿企業有限空間作業安全管理與
監督暫行規定；用人單位職業病危害因素定期檢測管規範；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管理辦法；職業衛生檔案管理規範；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條例；職業病
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流通領域商品品質監督管理辦法；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認證認可條例；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節約能源法；
能源效率標識管理辦法；消費品召回管理暫行規定；產品品質監督抽查管理暫行辦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嚴重違反失信企業名單暫行管理辦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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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清潔空氣保護法；
空氣污染管制區空氣質素改善特別法；
水環境保護法；
廢棄物管制法
環境政策框架法；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及恢復法；
溫室氣體排放許可分配及交易法；
電氣與電子設備及汽車資源循環法；
資源節約及回收促進法；
環境污染設施綜合管理法；及
環境罪行管制及加重刑罰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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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準則法；
最低工資法；
僱員保險法；
國家健康保險法；
工業意外補償保險法；
性別平等僱傭法；
性別平等僱傭及工作家庭平衡支援法；
派遣員工保障法；
員工參與及合作保障法；
固定合約及兼職僱員保障法；
工會及勞資關係調整法；
僱員退休福利保障法；
國家退休金法；及
個人資料保障法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勞工準則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工業安全及健康法；及
職業安全及健康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民法典；
產品責任法；
產品安全框架法；
消費者基本法；
公平標籤及廣告法；
電器及消費品安全監管法；
環保科技及行業支援法；
壟斷監管及公平貿易法；
電子商務交易消費者保障法；
標準合約規定法；
個人資料保障法；及
資訊及通訊網絡使用及資料保障促進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刑法典；
就特殊罪行加重刑罰等法；
禁止不當索取及提供/收取金錢和貴重品法；
舉報者保障法；及
隱藏犯罪收益監管及懲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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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環境基本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害糾紛處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勞動基準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勞工退休金條例；處理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職工福利金條例；處理違反職工
福利金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就業保險法；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處理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就業服務法；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性別工作平等法；
處理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個人資料保護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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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勞動基準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處理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處理違反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消費者保護法；
商品標示法；
商品檢驗法；
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個人資料保護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刑法；
貪污治罪條例；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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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環境綱要法（第2/91/M號法律）；
就控制及減少使用可減弱臭氧層之物質制定措施（第62/95/M號法令）；及
規範在海事管轄範圍內禁止投擲或傾倒有害物質（第35/97/M號法令）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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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關係法（第7/2008號法律）；
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第4/98/M號法律）；
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第17/2004號行政法規）；
聘用外地僱員法（第21/2009號法律）；
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8/2010號行政法規）；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2005號法律）
職業稅規章（第2/78/M號法律）；及
僱員的最低工資法（第5/2020號法律）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限制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第343/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及
禁止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第344/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工業場所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第57/82/M號法令）；
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工作衛生與安全總規章（第37/89/M號法令）；
適用於職業性噪音的法律制度（第34/93/M號法令）；及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第40/95/M號法令）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消費者保障法（第12/88/M號法律）；
澳門廣告法（第7/89/M號法律）；
合約的一般條款（第17/92/M號法律）；及
產品安全的一般制度（第17/2008號行政法規）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澳門刑法典（第58/95/M號法令）；
有組織犯罪法（第6/97/M號法律）；
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第10/2000號法律）；
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2/2006號法律）；
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3/2006號法律）；
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第7/2006號行政法規）；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第19/2009號法律）；及
預防及遏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制度（第10/2014號法律）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越南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2014年6月23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環境保護的第55/2014/QH13號環境保護法；及
2010年11月15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環保稅的第57/2010/QH12號環保稅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2013年11月16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僱傭關係的第38/2013/QH13號僱傭法；
2019年11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勞動關係的第45/2019/QH14號勞動法典；
2014年11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社會保險的第58/2014/QH13號社會保險法，經2019年11月20日的第45/2019/QH14號法典修訂；
2008年11月14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健康保險的第25/2008/QH12號健康保險法；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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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2019年11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勞動關係的第45/2019/QH14 號勞動法典；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2015年6月25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勞工安全及衛生的第84/2015/QH13號勞工安全及衛生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2007年11月21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產品質量管理的第05/2007/QH12號產品質量法；
2010年11月17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消費者保障的第59/2010/QH12消費者保障法；
2005年6月14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商業活動的第36/2005/QH11號商業法；
2012年6月21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廣告的第16/2012/QH13號廣告法；
2006年6月29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標準及技術規定的第68/2006/QH11號標準及技術規定法；
2015年11月19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網絡資訊安全的第86/2015/QH13號網絡資訊安全法；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2018年11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反貪污的第36/2018/QH14號反貪污法，經2020年6月17日的第59/2020/QH14號法例修訂；
2008年11月13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幹部及國家官員的第22/2008/QH12號幹部及國家官員法，經2019年11月25日的第52/2019/QH14號法例修訂；
2010年11月15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公務員的第58/2010/QH12號公務員法，經2019年11月25日的第52/2019/QH14號法例修訂；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馬來西亞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1974年環境質素法；
2005年環境質素（受管制廢物）條例；
2014年環境質素（清潔空氣）條例；及
2020年環境質素（製冷劑管理）條例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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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僱傭法；
1967年勞資關係法；
1969年僱員社會保障法；
1991年僱員公積金法；
2008年殘疾人士法；
2010年僱傭（兼職僱員）條例；
2010年個人資料保障法；
2012年最低退休年齡法；
2020年最低工資法令；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1966年兒童及青少年（僱傭）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1994年職業安全及健康法；
1996年職業安全及健康（工業主要意外危害管制）條例；
1997年職業安全及健康（安全及健康主任）條例；
2000年職業安全及健康（有害健康的化學品使用及暴露標準）條例；及
2004年職業安全及健康（意外、危險事故、職業中毒及職業疾病通報）條例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1999年消費者保障法；及
2011年商品說明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2001年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及非法活動所得法；及
2009年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法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泰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佛曆2535年（1992年）國家環境質素改善及保護法；
佛曆2535年（1992年）有害物質法；及
佛曆2535年（1992年）維持國家清潔及秩序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佛曆2522年（1979年）勞動法院設置及勞動法院訴訟法；
佛曆2533年（1990年）社會保障法；
佛曆2537年（1994年）工人補償法；及
佛曆2541年（1998年）勞工保障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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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佛曆2518年（1975年）勞資關係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佛曆2554年（2011年）職業安全、健康及環境法；及
佛曆2560年（2017年）有關外國人就業管理的皇家法令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佛曆2522年（1979年）消費者保障法；及
佛曆2551年（2008年）危險產品引致損害責任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佛曆2542年（1999年）反洗錢法；及
佛曆2561年（2018年）反貪污組織法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澳洲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澳洲聯邦
2011年清潔能源監管法
1999年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
1998年國家環境保護措施（實施）法
2011年國家環境保護（二手包裝材料）措施
2007年國家溫室和能源報告法
2008年國家溫室和能源報告條例
1989年臭氧保護和合成溫室氣體管理法
1995年臭氧保護和合成溫室氣體管理條例
2017年產品排放物基準法
新南威爾士州
1997年污染土地管理法
1985年危害環境化學品法
2017年危害環境化學品條例
1979年環境規劃和評估法
1989年臭氧保護法
1997年保護環境行動法
1994年悉尼水資源法
2017年悉尼水資源監管條例
2001年廢物避免和資源回收法
2000年水管理法
維多利亞州
1985年危險品法
2012年危險品（貯存和處理）條例
1978年環境影響法
1970年環境保護法
1987年規劃和環境法
1989年水資源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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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聯邦
2004年年齡歧視法
1986年澳洲人權委員會法
1992年殘疾歧視法
2009年公平工作法
2009年公平工作（註冊組織）法
2009年公平工作條例
1982年信息自由法
1986年附帶福利稅評估法
1988年勞資關係（相應規定）法
2010年有薪育兒假期法
1988年私隱法
2013年私隱條例
1975年種族歧視法
1984年性別歧視法
2021年性別歧視及公平工作（職場上的尊重）
修訂法
1992年退休金保障（管理）法
2019年財政法修訂（2019年稅務誠信及
其他措施第1號）法
2012年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法

新南威爾士州
1977年反歧視法
1991年犯罪記錄法
1955年長期服務假法
2005年工作場所監督法

西澳州
1984年平等機會法
1992年信息自由法
1958年長期服務假法
1998年監視器材法

維多利亞州
2010年平等機會法
2001年種族和宗教寬容法
1982年信息自由法
1992年長期服務假法
1999年監視器材法
2020年反剋扣工資法

塔斯曼尼亞州
1998年反歧視法
1976年長期服務假法
2009年信息權法
1991年監聽器材法

昆士蘭州
1991年反歧視法
2009年信息權法
2016年勞資關係法
1971年侵犯隱私法
南澳州
1984年平等機會法
1996年種族歧視法
1991年信息自由法
1987年長期服務假法
2016年監視器材法

北領地
1992年反歧視法
2002年信息法
1981年長期服務假法
2007年監視器材法
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
1991年歧視法
2004年人權法
2016年信息自由法
1976年長期服務假法
2011年工作場所隱私法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2018年現代奴隸制法（聯邦）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工作健康與安全法（聯邦）；2011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法（新南威爾士州）；2017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條例（新南威爾士州）；2012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條例（南澳
州）；1984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西澳州）；2004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維多利亞州）；及2021年職業健康與安全及其他條例修訂法（維多利亞州）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澳洲消費者法（聯邦）；2010年競爭及消費者法（聯邦）；1988年私隱法（聯邦）；2013年私隱條例（聯邦）；2003年垃圾郵件法（聯邦）；1987年公平貿易法
（新南威爾士州）；2017年氣體和電力（消費者安全）法（新南威爾士州）；1998年電力安全法（維多利亞州）；2002年電氣安全法（昆士蘭州）；2000年能源
產品（安全和效率）法（南澳州）；1947年電力條例（西澳州）；1997年電力工業安全和管理法（塔斯曼尼亞州）；2000年電力改革法（北領地）；1971年電力
安全法（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及2020年繳款時間報告法（聯邦）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1995年刑法（聯邦）；1914年犯罪法（聯邦）；1900年犯罪法（新南威爾士州）；1958年犯罪法（維多利亞州）；1899年刑法（昆士蘭州）；1913年刑法編纂法
（西澳州）；1935年刑法合併法（南澳州）；1924年刑法（塔斯曼尼亞州）；2002年刑法典（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1983年刑法（北領地）；及1988年反貪污
獨立委員會法（新南威爾士州）；2019年財政法修訂（加強舉報者保障）法（聯邦）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紐西蘭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1991年資源管理法；
2020年資源管理修訂法；
2008年廢物最小化法；
1996年有害物質和新生物法；
2002年氣候變化應對法；
2020年氣候變化應對（排放交易改革）修訂法；及
1996年臭氧層保護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2000年就業關係法；
2003年假期法；
1983年最低工資法；
1983年工資保護法；
1987年育兒假和就業保護法；
1993年人權法；
2006年KiwiSaver法；
2020年隱私法；及
2001年事故賠償法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1999年聯合國“最惡劣形式童工公約”
（第182號）於2001年6月14日批准；
1999年聯合國廢除強迫勞動協議（第182號），於1968年6月14日批准；
1978年12月28日批准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989年教育法；及
1961年犯罪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2015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1986年公平交易法；
2021年公平交易修訂法；
1993年消費者保障法；及
2010年電力（安全）條例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1961年犯罪法；
1910年秘密委員會法；及
2009年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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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美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聯邦清潔空氣法
聯邦清潔水法
CERCLA
（綜合環境響應補償和責任法）又名超級基金RCRA（資源保護和恢復法），最著名的是段落C，D和I
應急計劃和社區知情權法（EPCRA報告）
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
1976年有毒物質管制法
國家環境政策法
污染預防法
NFPA — 國家消防協會條例
IBC — 國際建築規範和當地規範
聯邦法規(CFR)標題19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聯邦法規(CFR)標題40 EPA（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
聯邦法規(CFR)標題44應急管理（洪水保險等）
聯邦法規(CFR)標題49運輸部（運輸、包裝等）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家庭醫療休假法(FMLA)
美國殘疾人法(ADA)
公平勞工標準法(FLSA)
2009年海關和便利和貿易執法再授權法（修訂與人口販運和強制勞動有關的關稅法）
第七章1964年民權法（經修訂）
2008年遺傳信息非歧視法(GINA)
平等薪酬法
懷孕歧視法
1967年就業年齡歧視法(ADEA)
重建時期民權法
第11246號及11375號美國行政命令，經修訂的美國法典第42卷第1981條，以及第1985條
工人調整及再培訓通告法案（WARN法案）
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
退伍軍人就業及培訓局
1985年綜合預算和解法
家庭優先新冠肺炎應對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CFR 29 OSHA
（職業健康與安全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美國消費者保護安全法案(CPSA)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反海外貪污法（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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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1999年加拿大環境保護法
工作場所危險材料信息系統(WHMIS)
1992年危險物品運輸法
核安全與控制法
加拿大環境評估法(CEAA)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
加拿大人權法
加拿大勞工標準條例
就業平等法
人權成熟度模型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省職業健康與安全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加拿大消費品安全法(CCPSA)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加拿大反貪污法和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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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生態平衡及環境保護普通法（1988年）及修正案
國家水務法
野生動物普通法
預防及綜合管理廢物普通法
氣候變化普通法
環境責任聯邦法
國家工業安全及碳氫化合物行業環境保護局的法律
森林可持續發展普通法
墨西哥海域傾倒物料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墨西哥憲法
墨西哥聯邦勞工法
社會保障法
全國勞工住房基金協會之法律
預防及消除歧視聯邦法
個人資料聯邦保護法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墨西哥聯邦勞工法
工人食物援助法
聯邦健康、安全及工作環境法規
違反勞工法規之核查及實施制裁之一般規定
社會保障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聯邦消費者保護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行政責任普通法
2015年憲法反貪修正案
行政問責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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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歐盟*
B. 社會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
機械指令
市場監督與產品合規條例及2006/42指令等的修訂
電磁兼容性(EMC)指令
低電壓指令
無線電設備指令
測量儀器指令
簡單壓力容器指令
壓力設備指令
室外噪音指令
爆炸環境設備指令
危害性物質限制(RoHS)指令
廢棄電子電氣設備指令
廢棄物框架指令
電池指令
包裝和包裝廢物指令
生態設計指令
個人防護設備條例
醫療器械條例
紡織品條例
能源標籤條例
非道路移動機器(NRMM)條例
規管相關交易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保障條例
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REACh)條例
物質和混合物的分類，標籤和包裝(CLP)條例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條例
殺菌劑條例
洗滌劑條例
歐洲委員會貪污問題刑法公約(ETS 173)
（1999年1月27日簽署，2003年12月9日批准）反貪污國家集團(GRECO)監督該公約的執行情況
“刑法公約”附加議定書(ETS 191)
（2003年5月15日簽署，2003年12月9日批准）；
歐洲委員會貪污民法公約(ETS 174)
（2000年6月8日簽署但尚未批准）；
歐洲共同體官員或歐洲聯盟成員國官員參與打擊貪污公約（1997年5月26日簽署，1999年10月11日通知）；及
“保護歐洲共同體財政利益和議定書公約”
（1995年7月26日簽署，於2002年10月17日生效）

* 與產品安全相關的法律和條例都改由國家層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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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環境信息法，BGBI 1993/495，最新修訂於BGBI I 2018/74 [Umweltinformationsgesetz]；
2000年環境影響評估法，BGBl 1993/697，最新修訂於BGBl I 2018/80 [Umweltverträglichkeitsprüfungsgesetz 2000]；
貿易、商業及工業監管法，BGBl 1994/194，最新修訂於BGBl.I 2020/65 [Gewerbeordnung]；
2002年聯邦廢棄物管理法，BGBl I 2002/102，最新修訂於BGBl.I 2021/200 [Abfallwirtschaftsgesetz 2002]；
各省的廢棄物管理法；
2020年廢棄物登記冊條例，BGBl.II 2020/049 [Abfallverzeichnisverordnung 2020]；
水務法，BGBl 1959/215，最新修訂於BGBl.I 2018/73 [Wasserrechtsgesetz] 以及超過35項水務條例；
受污染場地清理法，BGBl.1989/299，最新修訂於BGBl.I 2019/104 [Altlastensanierungsgesetz]；
2016年受污染場地清理撥款指令[Förderungsrichtlinien 2016 für die Altlastensanierung oder -sicherung]；
林業法，BGBl 1975/440，最新修訂於BGBl.I 2016/56 [Forstgesetz]；
化學品法，BGBl I 1997/53，最新修訂於BGBl.I 140/2020 [Chemikaliengesetz]；
化學品條例，BGBl II 2000/81，最新修訂於BGBl II 2018/179；
行政處罰法，BGBl 1991/52，最新修訂於BGBl.I 2018/58 [Verwaltungsstrafgesetz]；
刑法，BGBl 1974/60，最新修訂於BGBl.I 2021/242 [Strafgesetzbuch]；
空氣污染影響法，BGBl I 1997/115，最新修訂於BGBl.I 2018/73 [Immissionsschutzgesetz – Luft]；
聯邦清潔空氣法；BGBl.I 137/2002，最新修訂於BGBl.I 2017/58 [Bundesluftreinhaltegesetz]；
臭氧法，BGBl 1992/210，最新修訂於BGBl 2003/34 [Ozongesetz]；
關於交易配額制度的聯邦法，BGBl.I 2011/118，最新修訂於BGBl.I 2020/142 [Emissionszertifikategesetz]；
工業事故條例，BGBl.II Nr.229/2015 [Industrieunfallverordnung]；
環境促進法，BGBl.1993/185，最新修訂於BGBl.I 2021/202 [Umweltförderungsgesetz]；
鍋爐設施空氣污染法，BGBl.I 2013/127，最新修訂於BGBl.I 2015/81 [Emissionsschutzgesetz für Kesselanlagen]；
礦產資源法，BGBl 1999/38，最新修訂於BGBl.I 2021/86 [Mineralrohstoffgesetz]；
聯邦環境責任法，BGBl 2009/55，最新修訂於BGBl.I 2018/74 [Bundes-Umwelthaftungsgesetz]；
業務地點發展法，BGBl.I Nr.110/2018 [Standort-Entwicklungs-Gesetz]；
綠色電力法，BGBI I 75/2011，最新修訂於BGBI 150/2021 [Ökostromgesetz]；
能源控制法，BGBI 110/2010，最新修訂於BGBI 150/2021 [Energie-Control-Gesetz]；
各省的樓宇法：
各省的自然保護法；及
各省的土地利用規劃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奧地利民法典，JGS Nr.946/1811，最新修訂於BGBl.I Nr BGBl.I Nr.2021/175. 148/2020 [ABGB]
1895年貿易、商業及工業監管法，最新修訂於BGBl.I Nr.153/2017 [Gewerbeordnung]
工人委員會法[WCA]，BGBl.Nr.22/1974，最新修訂於BGBl.I Nr.61/2021 [Arbeitsverfassungsgesetz – ArbVG]
（僅有德文版）
僱員（白領）法[EA]，BGBl.Nr.292/1921，最新修訂於BGBl.I Nr.74/2019 [Angestelltengesetz AngG]（僅有德文版）
公司員工和自僱就業法，BGBl.I Nr.100/2002，最新修訂於BGBl.I Nr.199/2021 [Betriebliches Mitarbeiter und Selbständigenvorsorgegesetz]
生育保障法，BGBl.Nr.221/1979 (WV) idF BGBl.Nr.577/1980，最新修訂於BGBl.I Nr.212/2021 [Mutterschutzgesetz]
侍產假法，BGBl.Nr.651/1989，最新修訂於BGBl.I Nr.153/2020 [Väter-Karenzgesetz]
平等待遇法，BGBl.I Nr.66/2004，最新修訂於BGBl.I Nr.16/2020 [Gleichbehandlungsgesetz]
工時法，BGBl.Nr.461/1969，最新修訂於BGBl.I Nr.100/2018 [Arbeitszeitgesetz]
工作假期法，BGBl.Nr.144/1983，最新修訂於BGBl.I Nr.22/2019 [Arbeitsruhegesetz]
殘疾人士就業法，BGBl.Nr.22/1970，最新修訂於BGBl.I Nr.78/2021 [Behinderteneinstellungsgesetz]
勞工合約法調整法，BGBl.Nr.459/1993，最新修訂於BGBl.I Nr.213/2021 [Arbeitsvertragsrechts-Anpassungsgesetz]
休假福利法，BGBl.Nr.390/1976，最新修訂於BGBl.I Nr.3/2013 [Urlaubsgesetz]
持續薪酬法，BGBl.Nr.399/1974，最新修訂於BGBl.I Nr.100/2018 [Entgeltfortzahlungsgesetz]
僱員責任法，BGBl.Nr.80/1965，最新修訂於BGBl.Nr.61/2021 [Dienstnehmerhaftpflichtgesetz – DHG]
工資及社會傾銷打擊法，BGBl.I Nr.44/2016，最新修訂於BGBl.I Nr.174/2021 [Lohn- und Sozialdumping-Bekämpfungsgesetz]
僱員租賃法，BGBl.Nr.196/1988，最新修訂於BGBl.I Nr.174/2021 [Arbeitskräfteüberlassungsgesetz AÜG]
外籍人士就業法，BGBl.Nr.218/1975，最新修訂於BGBl.I Nr.217/2021 [Ausländerbeschäftigungsgesetz]
ROM I；2008年6月17日的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第593/2008號條例(EC)，內容關於適用於合約責任的法例(EC)第593/2008號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1994年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以及相關條例（僱員保障法，BGBl.Nr.450/1994 idF BGBl.Nr.457/1995，最新修訂於BGBl.I Nr.100/2018 [ArbeitnehmerInnensch
utzgesetz]）
聯邦勞動監察法，BGBl.Nr.27/1993，最新修訂於BGBl.I Nr.100/2018 [Arbeitsinspektionsgesetz]
關於職場健康監察的聯邦勞動及社會事務部部長條例，BGBl.II Nr.27/1997，最新修訂於BGBl.II Nr.550/2020 [VO Gesundheitsüberwachung am
Arbeitsplatz]
顯示屏設備條例，BGBl.II Nr.124/1998 [Bildschirmarbeitsverordnung]
生育保障法，BGBl.Nr.221/1979 (WV) idF BGBl.Nr.577/1980，最新修訂於BGBl.I Nr.212/2021 [Mutterschutzgesetz]
聯邦童工及青年僱員法，BGBl.Nr.599/1987，最新修訂於BGBl.I Nr.61/2018 [Kinder- und Jugendlichen-Beschäftigungsgesetz 1987]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奧地利刑法典，BGBl.Nr.60/1974，最新修訂於BGBl.I Nr.242/2021 [Strafgesetzbuch StGB]；特別是第144條至第168d條、第304條至第309條
1964年第一條反貪污法
1982年第二條反貪污法
1987年刑法改革
2005年公司刑事責任法，BGBI I Nr. 151/2005，最新修訂於BGBI. I Nr. 26/2016 [Verband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實體法
第144條及第145條 — 勒索
第146條及以下條文 — 詐騙
第165條 — 清洗黑錢
第305條 — 收受利益
第306條 — 準備貪污
第307條 — 賄賂
第307a條 —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第307b條 — 準備賄賂
第308條 — 非法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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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1993年1月12日關於環境保護的法令
2010/75/歐盟關於工業排放(IED)的指令
2014年4月25日弗拉芒環境許可規約
1985年6月28日載有環境政策一般條文之弗拉芒規約
1999年3月11日“瓦隆環境許可規約”
(WEPS)
1997年6月5日“布魯塞爾環境許可規約”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第87-90bis號條款1971年4月10日關於工傷事故的法律
2010年6月6日頒佈有關社會刑法典的法案2003年3月28日關於勞動監察組織和運作的部長法令
第216-256號條款2006年7月20日法律實施了勞動監察
1968年集體談判協議法
2007年5月10日的反歧視法
2007年欺凌法
2019年2月11日制定糾正歧視行動條件的皇家法令
國家集體談判協議43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1996年8月4日員工工作福利法
工作福祉法典
經濟法法典（第九冊）
比利時法律框架1989年6月12日理事會指令89/391/EEC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受第246條及以下條款的管轄。（公共賄賂）和比利時刑法典(BCC)的504bis和ter
（私人賄賂）。
1999年1月27日歐洲委員會關於貪污的刑法公約(ETS 173)，被稱為“GRECO公約”，以及1997年5月26日關於歐盟官員貪污的公約
歐洲委員會反貪污國家委員會(GRECO)在2009年5月發布的比利時第三評價圈報告
Pot-Pourri II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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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第114/1992 Coll.號自然和景觀保護法（經修訂）
第289/1995 Coll.號森林法（經修訂）
第100/2001 Coll.號環境影響評估法（經修訂）
第541/2020 Coll.號廢棄物法
第254/2001 Coll.號水務法（經修訂）
第201/2012 Coll.號空氣保護法（經修訂）
第76/2002 Coll.號綜合防治法（經修訂）
第383/2012 Coll.號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易條件法（經修訂）
第73/2012 Coll.號破壞臭氧層物質及氟化溫室氣體法（經修訂）
第25/2008 Coll.號綜合環境污染登記冊及綜合環境範疇申報責任合規制度法（經修訂）
第477/2001 Coll.號包裝法（經修訂）
第401/2015 Coll.號關於地表水及污水污染限制指標及數值、向地表水、污水系統及敏感地區排放污水許可強制條件的政府法令
第352/2014 Coll.號關於2015年至2024年捷克共和國廢棄物管理規劃的政府規例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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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2006 Coll.號勞動法（經修訂）
第2/1991 Coll.號集體談判法（經修訂）
第435/2004 Coll.號就業法（經修訂）
第251/2005 Coll.號勞動監察法（經修訂）
第73/2011 Coll.號勞工局法（經修訂）
第329/2011 Coll.號殘疾人士福利法（經修訂）
第589/1992 Coll.號社會保障供款及國家就業政策法（經修訂）
第48/1977 Coll.號公共醫療保險法（經修訂）
第592/1992 Coll.號一般健康保險保費法（經修訂）
第326/1999 Coll.號捷克共和國境內外籍人士居住地法（經修訂）
第118/2000 Coll.號保障僱員免受僱主破產影響法（經修訂）
第198/2009 Coll.號反歧視法（經修訂）
第89/2012 Coll.號民法典（經修訂）
第309/2006 Coll.號訂明職業健康和安全進一步要求的法案（經修訂）
第187/2006 Coll.號疾病保險法（經修訂）
第262/2006 Coll.號勞工守則法（經修訂）
第258/2000 Coll.號公共衛生保障法（經修訂）
第373/2011 Coll.號特定醫療保健服務法（經修訂）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丹麥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丹麥環境保護法(EPA) “Miljøbeskyttelsesloven”
(
)
丹麥化學物質及產品法 “Kemikalieloven”
(
)
丹麥畜牧業環境審批法 (”Lov om husdyrbrug og anvendelse af gødning m.v.”
)
丹麥環境損害責任法 “Miljøskadeerstatningsloven”
(
)
丹麥規劃法 “Planloven”
(
)
丹麥土壤污染法 “Jordforureningsloven”
(
)
丹麥供水法 “Vandforsyningsloven”
(
)
丹麥海洋環境保護法 “Havmiljøbeskyttelsesloven”
(
)
丹麥自然環境保護法 “Naturbeskyttelsesloven”
(
)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丹麥就業合同法 “Ansættelsesbevisloven”
(
) (2010)
丹麥就業公約 “Ansættelsesklausulloven”
(
) (2015)
丹麥工時法 “Arbejdstidsloven”
(
) (2004)
丹麥生育法 “Barselsloven”
(
) (2021)
丹麥私人勞工市場生育平等法 “Barselsudligningsloven”
(
) (2019)
丹麥資料保護法 “Databeskyttelsesloven”
(
) (2018)
丹麥兼職僱傭法 “Deltidsloven”
(
) (2018)
丹麥職業教育法 “Erhvervsuddannelsesloven”
(
) (2021)
丹麥有關員工因特殊家庭原因請假之權利法 “Familiefraværsloven”
(
) (2006)
丹麥假期法 “Ferieloven”
(
) (2021)
丹麥結社自由法 “Foreningsfrihedsloven”
(
) (2006)
丹麥禁止勞工市場歧視法 “Forskelsbehandlingsloven”
(
) (2017)
丹麥受薪僱員法 “Funktionærloven”
(
) (2017)
丹麥健康數據使用法 “Helbredsoplysningsloven”
(
) (1996)
og høringsloven”) (2005)
丹麥通知及徵詢僱員法 “Informations(
丹麥男女平等就業待遇法等 “Ligebehandlingsloven”
(
) (2011)
丹麥平等薪酬法 “Ligelønsloven”
(
) (2019)
om arbejdstagers opfindelser”) (2012)
丹麥僱員發明法 “Lov
(
om forretningshemmeligheder”) (2018)
丹麥商業秘密法 “Lov
(
om Lønmodtagernes Garantifond”) (2011)
丹麥僱員保證基金法 “Lov
(
丹麥集體裁員法 “Masseafskedigelsesloven”
(
) (2010)
丹麥社會養老金法 “Pensionsloven”
(
) (2021)
丹麥養老金儲蓄法 “Pensionsopsparingsloven”
(
) (2020)
丹麥刑法典 “Straffeloven”
(
) (2021)
丹麥疾病津貼法 “Sygedagpengeloven”
(
) (2021)
ansættelse”) (2008)
丹麥定期形式僱傭法 “Tidsbegrænset
(
丹麥派遣員工法 “Udstationeringsloven”
(
) (2021)
丹麥臨時中介公司僱員法 “Vikarloven”
(
) (2013)
丹麥業務轉讓法 “Virksomhedsoverdragelsesloven”
(
) (2002)
丹麥舉報者保護法 “Whistleblowerloven”
(
) (2021)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丹麥工作環境法 “Arbejdsmiljøloven”
(
) (2021)
丹麥員工補償法 “Arbejdsskadesikringsloven”
(
) (2020)
丹麥損害賠償責任法 “Erstatningsansvarsloven”
(
) (2018)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丹麥刑法典 “Straffeloven”
(
)
關於防止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措施的法案 “Hvidvaskloven”
(
)
公共部門行為守則
聯合國反貪污公約
歐洲委員會貪污刑法公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於打擊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公約
丹麥舉報者保護法 “Whistleblowerloven”
(
)

18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芬蘭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環境保護法（2014年）
廢物法(Jatelaki)。監管一般防止廢物產生及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的危害和傷害。
水法案(Vesilaki)。治理水資源管理和控制。
自然保護法(Luonnonsuojelulaki)。治理自然和景觀保護。
關於環境損害賠償的法案(Laki ymparistovahinkojen korvaamisesta)。管理環境損害的責任。
關於修復某些環境損害的法案(Laki eraiden ymparistolle aiheutuneiden vahinkojen korjaamisesta)。對生物多樣性和某些水系統的損害進行補救。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法(Laki ymparistovaikutusten arviointimenettelysta)。管理環境影響評估(EIA)。
環境影響評估計劃及方案法(Laki viranomaisten suunnitelmien ja ohjelmien ymparistovaikutusten arvioinnista)。監管某些環境影響評估的計劃及方案。
土地使用和建築法(Maankaytto-ja rakennuslaki)。管理土地使用和規劃。
排放交易法(Paastokauppalaki)。管理排放交易。
關於使用京都機制的法案(Laki Kioton mekanismien kaytosta)。管理排放交易。
土地開採法(Maa-aineslaki)。管理某些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控制。
採礦法(Kaivoslaki)。管理礦業資源的使用和控制。
森林法案(Metsalaki)。管理森林資源的使用和控制。
化學法(Kemikaalilaki)。管理有害物質控制。
基因技術法案(Geenitekniikkalaki)。管理基因工程。
核能法案(Ydinenergialaki)。治理核電。
關於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運營援助法(Laki uusiutuvilla energialahteilla tuotetun sahkon tuotantotuesta)。管理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
輻射法(Sateilylaki)。政府輻射控制。
關於協調特定環境相關許可程序的法案(Laki eraiden ymparistollisten lupamenettelyjen yhteensovittamisesta)。規管申請及授出環境相關授權的協調機制。
關於河流流域管理組織及海洋的法案(Laki vesienhoidon ja merenhoidon järjestämisestä)。規管水資源及海洋區域的管理。
氣候變化法案(Ilmastolaki)。規管溫室氣體排放，並適應氣候變化。
安全處理及儲存危險化學品及爆炸品法案(Laki vaarallisten kemikaalien ja räjähteiden käsittelyn turvallisuudesta)。規管危險化學品及爆炸品的處理。
能源來源保證法案(Laki energian alkuperätakuista)。規管能源的來源保證。
關於可再生能源發電廠許可授予過程及若干其他行政程序的法案 (Laki uusiutuvan energian tuotantolaitosten lupamenettelyistä ja eräistä muista
hallinnollisista menettelyistä)。規管可再生能源發電廠的許可授予過程及若干其他行政程序。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2021年僱傭合同法
2014年反歧視法
2021年工時法
2021年合作法
2020年數據保護法
2021年職場私隱保障法
2021年年假法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2021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Työturvallisuuslaki)
2021年僱員補償法(Työtapaturma- ja ammattitautilaki)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芬蘭刑法典
芬蘭憲法
行政程序法
關於男女平等的法案
反歧視法
競爭法
清洗黑錢及恐怖份子融資偵查及預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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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環境守則
森林守則
2006年4月14日關於國家公園、國家海洋公園及地區自然公園的法例
1996年12月30日關於空氣及合理使用能源的法例
1958年法國憲法，包括2004年環境憲章
關於保護自然資源的法國環境規則
監測危險活動
環境評估和項目公共信息
採礦守則
能源法典
公共衛生法典
法國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一部分，並已將ETS指令轉換為法國環境法典第L. 229-5和R.229-5及以下條款。
環境評估（第L.122-1條及R.122-2條環境守則）
金融擔保（第R.516-1條環境守則）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國家法律：
1946年10月27日憲法的序言部分，連同1789年8月26日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及當中提到的共和國法律所承認的基本原則；
在頒布前提交予憲法委員會的組織法，其旨在補充憲法。
1958年10月4日的憲法；
勞工守則，包括勞工守則的第L.1262-4條；
社會保障守則；
刑法典；
行業集體談判協議（根據法國法律，行業集體談判協議自動適用於其應用範圍內的全體企業）。
國際性法律（並非完整列表）：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國際公約；
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
歐洲條約及次級法律，特別是羅馬條約I第8(1)條及第8(2)條。
國家法律：
刑法典；
社會保障法典；
公共衞生法典；
勞工守則。
國際法律（並非完整列表）：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國際公約及建議；
歐洲條約。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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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特別是第432-11-1及 432-11-2條、第433- 1條、第433-22條、第433-23條以及第432-17條；
2016年12月9日關於透明度、打擊貪污及經濟領域現代化的第2016-1691號法例（即所謂的「塞班二號法例」）；
勞工守則，特別是第L.1132-3-3條。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德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聯邦排放控制法案下的排放控制
“封閉循環管理法”規定的廢物控制，處置和管理
聯邦水資源法案下的水資源控制及管理
聯邦土壤保護法下的土壤保護
化學品法下有害物質控制
對違反化學品安全的制裁規定
“化學品法”規定的關於物質，製劑和危險物品市場配售禁令和限制的規定
“自然保護和景觀保護法”規定的自然和景觀保護
廢棄物運輸法 — 廢棄物越境轉移監測和管制法
燃料排放交易法
聯邦氣候保護法
包裝法
輻射防護法
電氣及電子設備法
植物保護法
污水徵稅法
環境責任法
環境損害法
防止對人類使用非電離輻射法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BGB
AGG
AEntG
Altersteilzeitgesetz
AÜG
ArbGG
ArbSchG
BBiG
BetrAVG
BetrVG
BEEG
BUrlG
EntgTranspG
EU-Grundrechtecharta
BDSG
DSGVO
Drittelbeteiligungsgesetz
Einkommensteuergesetz

Entgeltfortzahlungsgesetz
Europäische
Familienpflegezeitgesetz
Gewerbeordnung
GeschGehG
Grundgesetz
HeimarbeitsG
Inssolvenzordnung
JArbSchG
KindArbSchV
KSchG
LadenschlussG
MitbestimmungsG
MindestlohnG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BGB
ArbMedVV
ArbSchutzG
ArbStättV
ArbZG
ASiG
BaustellV
BetrSichV
BetrVG
BioStoffV
ChemG
ChemVerbotsV
EU-Grundrechtecharta
Entgeltfortzahlungsgeset
EMFV
GefStoffV
Gewerbeordnung
Grundgesetz
GSA Fleisch

HGB
IfSG
JArbSchG
KindArbSchV
LärmVibrations
ArbSchV
LastenhandhabV
MuSchG
MuArbschV
PflegezeitG
SARS-CoV-2-ArbSchV valid until 19.3.22
SARS-CoV-2-Arbeitsschutzregel
SARS-CoV-2-Arbeitsschutzstandard
SARS-CoV-2-Arbeitsschutzstandard für das
Baugewerbe
SARS-CoV-2-Arbeitsschutz für die
Gebäudereinigung
StrlSchV
SGB I-X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StGB
GWG
GmbHG
AktG
GG
BGB
GewO
HGB
Gesetz zur Bekämpfung der Korruption
AO
UWG
IntBestG
Strafrechtsübereinkommen über Korruption
Übereinkomme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gegen Korruption (UNCAC)
EU-Antiterrorismusverordnung
deutsches Außenwirtschaftsgesetz/AWG
Zollverwaltungsgesetz
Embargo-Verordnungen der EU
ArbZG
AGG
Wertpapierhandelsgesetz(WpHG) § 80
Kreditwesengesetz (KWG) § 25a ProdHaftG
MiLoG
GWG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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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n MitebstimmumgsG
MuSchG
MuArbschV
NachweisG
PflegezeitG
Rom I VO
Schwarzarbeitsbekämpfungsgesetz
SGB I-X
SprecherausschutzG
Teilhabestärkungsgesetz
TVG
TzBfG
Umwandlungsgesetz
Wahlordnung BetrVG
Wissenschaftzeitvertragsgesetz
ZPO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匈牙利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第1995-LIII號環境保護法一般規定
第1995-LVII號水務管理法
1996年法案 — 關於自然保護的LIII
第1998-XXVII號生物科技活動法
第2000-XXV號化學品安全法
第2007-LX號關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協定實施框架的法案
第2009-XXXVII號森林、森林保護及森林管理法
第2012-CLXXXV號廢棄物法
第306/2010號關於空氣保護的政府法令
第14/2015號關於進行與氟化溫室氣體及臭氧層破壞物質相關活動的條件的政府法令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第2020-CXXXV號關於促進就業及監督就業之服務及援助的法案
第2019-CXXII號關於應享社會保障福利並為有關服務撥款的法案
第2019-LXXX號職業培訓法
第2012-I號勞動守則法
第2011-LXXIX號公共教育法
第2011-CCIV號高等教育法
2003年法案 — 關於平等待遇和促進平等機會的CXXV
2008年法案 — XCIX關於表演藝術組織的支持和特殊就業規則
第1997-LXXXIII號關於強制性健康保險制度服務的法案
第1995-CXVII號個人入息稅法
第12/2020號關於實施職業培訓法的政府法令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1997年法案 — 關於健康的CLIV（匈牙利）
第1993-XCIII號勞工安全法
第4/2009(III.27.)號關於醫療器械的法令
第3/2002號關於保護工作場所工人之最低要求的聯合SzCsM-EüM法令
第5/2020(II.6.)號關於保護接觸化學劑工人之健康及安全的ITM法令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2012年刑法典C法
第2017-LIII號預防及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份子融資法
第2021-XLIII號建立及運行與金融及其他服務提供者之識別工作相關的報告框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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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自然環境保護法，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
一般環境規定法(Wet algemene bepalingen omgevingsrecht)
環境管理法(Wet Milieubeheer)
水法案(Waterwet)
土壤保護法(Wet Bodembescherming)
土壤質素法令(Besluit bodemkwaliteit)
2013年土壤修復通告(土壤保護法的補充)
廢棄物收集法令(Besluit inzamelen afvalstoffen)
電池管理法令(Besluit beheer batterijen en accu’s 2008)
廢棄電氣及電子設備條例(Regeling afgedankte elektrische en elektronische apparatuur)
活動法令（活動法令環境管理）
1999年鎘法令 — 製造和銷售含鎘產品的規則
1997年動物實驗法

水務法(Waterwet 2018)
Invoeringswet Waterwet Earth removal Act
(Ontgrondingenwet)
Wet beheer rijkswaterstaatswerken
降低噪音法 (Wet Geluidhinder)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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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7冊特別協議
特別勞動關係法令
破產法
失業法
殘疾保險法
集體裁員（通知）法案
集體協議法案
集體協議（具普遍約束力及不具約束力地位的宣言）法案
工作委員會法案
歐洲工作委員會法案
僱員參與（歐洲公司）法案
2015年社會經濟委員會合併法典
彈性工作法
工作和護理法
平等待遇法
殘疾人士及慢性病患者平等待遇法
就業平等待遇（年齡歧視）法
男女平等待遇法
工作及收入（工作能力）法
疾病津貼法
中介機構人員安排法
最低工資及最低假期津貼法
外籍人士（就業）法
一般資料保障條例
一般資料保障條例（實施）法
商業秘密法
歐盟派遣員工（工作條件）法
適用於合同義務的法案公約
因商業理由而作出解僱（實施規則）的法令
因長期喪失工作能力而作出解僱的法令
獲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福利（限制）資格法案
獲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福利（限制）資格法案中提及的評估框架政策規則
規管患病首兩年程序的規例
把關人績效評估政策
有薪育兒假期法
性別平衡法
關於退休年齡後繼續工作的法案
一次性支付、提早退休及假期儲蓄計劃法案
1999年3月18日“工作條件法”，其中載有改善工作條件的條款（“工作條件法”）
工作條件法令
工作條件規定
1995年11月23日的法案，載有關於工作和休息時間的規定
1995年12月4日的決定，制定了有關工作和休息時間的詳細規則
重大事故立法
荷蘭刑法典。第177條懲罰主動賄賂
第363條對被動賄賂進行處罰
荷蘭刑法典(Wetboek van Strafrecht)特別針對非官員賄賂罪行的第177,178,363和364條DPC
第136,328ter和328季度DPC
第162條DPC規定公共機構和公職人員有義務報告公共犯罪
歐洲和國際公約包括：
(i)歐盟反腐敗條約(41997A0625(01)官方公報C 195,25/06/1997. P. 0002 — 0011)及附加議定書；(ii)理事會關於打擊私營部門腐敗的第2003/568/JHA號
決定框架決定（32003F0568官方公報L 192,31/07/2003 P. 0054 – 0056）；(iii)1997年12月17日的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iv)歐洲委員會腐敗問題刑法公約
（ETS第173號）；(vi)“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第42146號）。
2021年關於進一步打擊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建議。
清洗黑錢及恐怖份子融資（預防）法
舉報者監管局法案

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挪威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1981年污染控制法（1981年3月13日第6號法案），內容關於污染及廢棄物相關保障。
1976年產品管制法
1988年產品責任法
2004年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法
2000年輻射防護及輻射使用法
2009年動物福利法
1978年文化遺產法
2003年“環境信息法”
2005年芬馬克法案
2005年森林法案
2009年自然環境多樣化法
污染管制相關條例（2004年污染條例）
限制使用危害健康及環境的化學品及其他產品相關條例（2004年產品條例）
2001年斯瓦爾巴特環境保護法
2004年廢棄物條例
2000年水資源法
1917年水道管理法
1981年野生動植物法
2006年水務框架條例
2008年海洋資源法
可持續金融信息法（執行歐盟可持續報告指令和分類指令，生效時間未知）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2005年工作環境法/Arbeidsmiljøloven
1996年工作環境法的條例，特別是內部監控條例 / Forskrift om systematisk helse-, miljø- og sikkerhetsarbeid i virksomheter (Internkontrollforskriften)、
2013年工作場所條例 / Forskrift om utforming og innretning av arbeidsplasser og arbeidslokaler及2013年關於組織、管理及員工參與的條例 / Forskrift om
organisering, ledelse og medvirkning（與行業相關之其他條例適用）
1947年關於5月1日及17日假期的法案/Lov om 1. og 17. mai som høgtidsdager
1988年關於假期的法案/Ferieloven
2002年關於在家工作的條例/Forskrift om arbeid i arbeidstakers hjem
2017年平等及歧視法/Likestillings- og diskrimineringsloven
2004年勞工市場法/Arbeidsmarkedsloven
1997年國家保險法/Folketrygdloven
1973年工資保障法/Lønnsgarantiloven
1988年暫時解僱法/Permitteringslønnsloven
1989年工傷福利法/Yrkesskadetrygdloven
2009年營銷法/Markedsføringsloven
2018年個人資料法/Personopplysningsloven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2005年工作環境法/Arbeidsmiljøloven
1996年內部監控條例/Forskrift om systematisk helse-, miljø- og sikkerhetsarbeid i virksomheter (Internkontrollforskriften)
2013年工作場所條例/Forskrift om utforming og innretning av arbeidsplasser og arbeidslokaler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2005年挪威刑法典第30章第387條、第388條及第389條（於2015年10月制定）
2017年挪威公務員法第6章第39條
2005年工作環境法
2004年會計法
2016年公共採購法
2009年營銷法
2018年關於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份子融資措施的法案（反洗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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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2001年4月27日環境保護法(Ustawa z dnia 27 kwietnia 2001 r.Prawo ochrony środowiska)
2012年12月14日廢棄物法(Ustawa z dnia 14 grudnia 2012 r. o odpadach)
2020年1月2日的氣候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廢棄物目錄(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Klimatu z dnia 2 stycznia 2020 r. w sprawie katalogu odpadów)
1991年7月20 日環境保護檢查法(Ustawa z dnia 20 lipca 1991 r. o Inspekcji Ochrony Środowiska)
1997年8月21日動物保護法(Ustawa z dnia 21 sierpnia 1997 r. o ochronie zwierząt)
2008年10月3日環境及環保資訊獲取、公眾參與環保及環境影響評估法(Ustawa z dnia 3 października 2008 r. o udostępnianiu informacji o środowisku i
jego ochronie, udziale społeczeństwa w ochronie środowiska oraz o ocenach oddziaływania na środowisko)
2007年4月13日防止環境破壞及修復環境破壞法(Ustawa z dnia 13 kwietnia 2007 r. o zapobieganiu szkodom w środowisku i ich naprawie)
2004年4月16日自然保護法(Ustawa z dnia 16 kwietnia 2004 r. o ochronie przyrody)。
2009年7月17日溫室氣體及其他物質排放管理制度法(Ustawa z dnia 17 lipca 2009 r. o systemie zarządzania emisjami gazów cieplarnianych i innych
substancji)。
2015年5月15日關於臭氧層破壞物質及若干氟化溫室氣體的法案(Ustawa z dnia 15 maja 2015 r. o substancjach zubożających warstwę ozonową oraz o
niektórych fluorowanych gazach cieplarnianych)。
2021年10月1日的法案，關於修訂環境保護法和溫室氣體及其他物質排放管理制度法法案(Ustawa z dnia 1 października 2021 r. o zmianie ustawy – Prawo
ochrony środowiska oraz ustawy o systemie zarządzania emisjami gazów cieplarnianych i innych substancji)。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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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26日勞工守則(Ustawa z dnia 26 czerwca 1974 r.Kodeks pracy)
2003年3月13日基於非僱員因素終止聘用的特別規定法案(Ustawa z dnia 13 marca 2003 r. o szczególnych zasadach rozwiązywania z pracownikami
stosunków pracy z przyczyn niedotyczących pracowników)
1997年8月27日殘疾人士職業及社會復康及就業法(Ustawa z dnia 27 sierpnia 1997 r. o rehabilitacji zawodowej i społecznej oraz zatrudnianiu osób
niepełnosprawnych)
2004年4月20日就業促進及勞動市場機構法(Ustawa z dnia 20 kwietnia 2004 r. o promocji zatrudnienia i instytucjach rynkupracy)
1983年7月14日國家檔案資源及國家檔案法(Ustawa z dnia 14 lipca 1983 r. o narodowym zasobie archiwalnym i archiwach)
2007年4月13日國家勞動監察局法(Ustawa z dnia 13 kwietnia 2007 r. o Państwowej Inspekcji Pracy)
1998年10月13日社會保險制度法(Ustawa z dnia 13 października 1998 r. o systemie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1998年12月17日社會保險基金退休金法(Ustawa z dnia 17 grudnia 1998 r. o emeryturach i rentach z Funduszu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1999年6月25日患病及懷孕人士的社會保險現金福利法(Ustawa z dnia 25 czerwca 1999 r. o świadczeniach pieniężnych z ubezpieczenia społecznego w
razie choroby i macierzyństwa)
2002年10月30日職場事故及職業病社會保險法(Ustawa z dnia 30 października 2002 r. o ubezpieczeniu społecznym z tytułu wypadków przy pracy i chorób
zawodowych)
1999年10月7日波蘭語言法(Ustawa z dnia 7 października 1999 r. o języku polskim)
2002年10月10日最低工資法(Ustawa z dnia 10 października 2002 r. o minimalnym wynagrodzeniu za pracę)
2021年9月14日的理事會條例，內容關於2022年的最低工資金額及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Rozporządzenie Rady Ministrów z dnia 14 września 2021 r. w
sprawie wysokości minimalnego wynagrodzenia za pracę oraz wysokości minimalnej stawki godzinowej w 2022r.)
2003年7月9日臨時員工聘用法(Ustawa z dnia 9 lipca 2003 r. o zatrudnianiu pracowników tymczasowych)。
2018年10月4日僱員資本養老金計劃法(Ustawa z dnia 4 października 2018 r. o pracowniczych planach kapitałowych)。
2004年4月20日僱員養老金計劃法(Ustawa z dnia 20 kwietnia 2004 r. o pracowniczych programach emerytalnych)。
2018年5月10日個人資料保障法(Ustawa z dnia 10 maja 2018 r. o ochronie danych osobowych)。
1994年3月4日公司社會福利基金法(Ustawa z dnia 4 marca 1994 r. o zakładowym funduszu świadczeń socjalnych)。
1951年1月18日公眾假期法(Ustawa z dnia 18 stycznia 1951 r. o dniach wolnych od pracy)。
1991年5月23日工會法(Ustawa z dnia 23 maja 1991 o związkach zawodowych)。
2006年4月7日通知及徵詢員工法(Ustawa z dnia 7 kwietnia 2006 r. o informowaniu pracowników I przeprowadzaniu z nimi konsultacji)。
2020年3月2日關於預防、應對和消除新型冠狀病毒病、其他傳染病以及由此引致之危機的具體解決方案法令(Ustawa z dnia 2 marca 2020 r. o
szczególnych rozwiązaniach związanych z zapobieganiem, przeciwdziałaniem i zwalczaniem COVID-19, innych chorób zakaźnych oraz wywołanych nimi
sytuacji kryzysowych)。
2014年8月7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按照就業市場需求分類專業人士及專家以及其應用範圍(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7 sierpnia 2014 r. w sprawie klasyfikacji zawodów i specjalności na potrzeby rynku pracy oraz zakresu jej stosowania)
2016年12月30日關於就業認證的家庭、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30 grudnia 2016 r. w
sprawie świadectwa pracy)
2018年12月10日關於就業文件記錄的家庭、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10 grudnia
2018 r. w sprawie dokumentacji pracowniczej)
2013年12月12日關於外籍人士的法案(Ustawa z dnia 12 grudnia 2013 r. o cudzoziemcach)
2015年4月21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批准委聘外籍人士於波蘭共和國境內工作，而毋須取得工作許可(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21 kwietnia 2015 r. w sprawie przypadków, w których powierzenie wykonywania pracy cudzoziemcowi na terytorium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jest dopuszczalne bez konieczności uzyskania zezwolenia na pracę)
2020年12月20日的家庭事務、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訂立社會保險及健康保險通知、個人每月報告及修正個人每月報告、付款者供款通
知、結算申報及修正結算申報、特別情況或特別人士工作資料通知、資料報告、有意提交資料報告申報及其他文件的範本(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20 grudnia 2020 r. w sprawie określenia wzorów zgłoszeń do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i ubezpieczenia
zdrowotnego, imiennych raportów miesięcznych i imiennych raportów miesięcznych korygujących, zgłoszeń płatnika składek, deklaracji rozliczeniowych i
deklaracji rozliczeniowych korygujących, zgłoszeń danych o pracy w szczególnych warunkach lub o szczególnym charakterze, raportów informacyjnych,
oświadczeń o zamiarze przekazania raportów informacyjnych oraz innych dokumentów)
1996年5月29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缺勤期間薪酬及按照勞工守則所規定補償、遣散費、補償津貼及其他應付金額計算基準而釐定
薪酬的方法(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29 maja 1996 r. w sprawie sposobu ustalania wynagrodzenia w okresie
niewykonywania pracy oraz wynagrodzenia stanowiącego podstawę obliczania odszkodowań, odpraw, dodatków wyrównawczych do wynagrodzenia oraz
innych należności przewidzianych w Kodeksie pracy)
2017年4月3日的部長會議條例，當中載有損害懷孕及哺乳期婦女健康的體力勞動、危險或有害工種(Rozporządzenie Rady Ministrów z dnia 3 kwietnia
2017 r. w sprawie wykazu prac uciążliwych, niebezpiecznych lub szkodliwych dla zdrowia kobiet w ciąży i kobiet karmiących dziecko piersią)
2018年9月27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當中界定殘疾人士就業、教育或活動的月度及年度資料模式(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27 września 2018 r. w sprawie określenia wzorów miesięcznych i rocznych informacji o zatrudnieniu, kształceniu lub o działalności na rzecz
osób niepełnosprawnych)
2013年1月29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預算範圍內國家或地方政府部門僱員有權取得的差旅費用應收款項(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29 stycznia 2013 r. w sprawie należności przysługujących pracownikowi zatrudnionemu w państwowej lub samorządowej
jednostce sfery budżetowej z tytułu podróży służbowej)
1996年5月15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僱員請假及獲得豁免的方式(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15 maja
1996 r. w sprawie sposobu usprawiedliwiania nieobecności w pracy oraz udzielania pracownikom zwolnień od pracy)
1996年5月30日的健康及社會福利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僱員健康檢查、僱員預防性醫療範圍及就勞動守則所規定用途發出健康證明(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Zdrowia i Opieki Społecznej z dnia 30 maja 1996 r. w sprawie przeprowadzania badań lekarskich pracowników, zakresu profilaktycznej opieki
zdrowotnej nad pracownikami oraz orzeczeń lekarskich wydawanych do celów przewidzianych w Kodeksie p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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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1983年6月24日社會勞動監察法(Ustawa z dnia 24 czerwca 1983 r. o społecznej inspekcji pracy)
1997年6月27日勞工醫藥服務法(Ustawa z dnia 27 czerwca 1997 r. o służbie medycyny pracy)
1991年8月24日防火法(Ustawa z dnia 24 sierpnia 1991 r. o ochronie przeciwpożarowej)
1997年9月26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一般職業安全及健康規定(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26 września
1997 r. w sprawie ogólnych przepisów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1998年12月1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使用顯示屏幕的僱員工作健康及安全(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1
grudnia 1998 r. w sprawie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na stanowiskach wyposażonych w monitory ekranowe)
2004年7月27日的經濟及勞工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職業安全及健康培訓(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Gospodarki i Pracy z dnia 27 lipca 2004 r. w sprawie
szkolenia w dziedzinie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2002年10月30日的經濟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僱員於工作時使用機械的最低安全及健康要求(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Gospodarki z dnia 30 października
2002 r. w sprawie minimalnych wymagań dotyczących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w zakresie użytkowania maszyn przez pracowników podczas pracy)
2009年1月7日的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工作場所事故統計卡(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7 stycznia 2009
r. w sprawie statystycznej karty wypadku przy pracy)
1996年5月28日的理事會條例，內容關於預防性膳食及飲料(Rozporządzenie Rady Ministrów z dnia 28 maja 1996 r. w sprawie profilaktycznych posiłków
i napojów)
2018年6月12日家庭、勞工及社會政策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工作環境中有害健康因素的濃度和強度的允許上限(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12 czerwca 2018 r. w sprawie najwyższych dopuszczalnych stężeń i natężeń czynników szkodliwych dla zdrowia w
środowisku pracy)
2011年2月2日衛生部部長條例，內容關於對工作環境中有害健康因素的測試及測量(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Zdrowia z dnia 2 lutego 2011 r. w sprawie
badań i pomiarów czynników szkodliwych dla zdrowia w środowisku pracy)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2003年12月12日的一般產品安全法(Ustawa z dnia 12 grudnia 2003 r. o ogólnym bezpieczeństwie produktów)
2014年5月30日的消費者權利法(Ustawa z dnia 30 maja 2014 r. o prawach konsumenta)
1964年4月23日的民法典(Ustawa z dnia 23 kwietnia 1964 r.Kodeks cywilny)
2007年2月16日消費者保障法(Ustawa z dnia 16 lutego 2007 r. o ochronie konkurencji)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2018年3月6日的法案 — 法案的導言條款 — 企業家法及其他關於業務活動的法案(Ustawa z dnia 6 marca 2018 r. – Przepisy wprowadzające ustawę
– Prawo Avprzedsiębiorców oraz inne ustawy dotyczące działalności gospodarczej)
2019年9月11日的公共採購法(Ustawa z dnia 11 września 2019 r.Prawo zamówień publicznych)
2001年9月6日的公眾資料獲取法(Ustawa z dnia 6 września 2001 r. o dostępie do informacji publicznej)
2018年3月1日的反洗錢及恐怖份子融資法(Ustawa z dnia 1 marca 2018 o przeciwdziałaniu praniu pieniędzy oraz finansowaniu terroryzmu)
1997年6月6日的刑法典(Ustawa z dnia 6 czerwca 1997 r. kodeks karny)
1999年9月10日的財政刑法典(Ustawa z dnia 10 września 1999 r. kodeks karny skarbo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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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27

關於羅馬尼亞內陸水域，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法律地位的第17/1990號法律（根據第90/2021號法律進一步修訂）
關於確立及制裁若干違反保護環境規範的行為的第127/1994號政府決定
關於水域的第107/1996號法律（根據第90/2021號法律進一步修訂）
關於核活動安全部署，管理，授權和控制的第111/1996號法律
關於保護植物新品種的第255/1998號法律
關於沿海地區綜合管理的第202/2002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森林保護的第289/2002號法律
關於飲用水質量的第458/2002號法律
關於廢物管理紀錄及批准包括危險廢物在內的廢物名單之第856/2002號政府決定
關於礦產的第85/2003號法律（根據關於財政部控制權領域的規管措施及對部分規範性法案作出補充的第222/2021號法律稍作修訂）
關於危險化學物質及製劑制度的第360/2003號法律。
關於預防、減少和控制石棉環境污染的第124/2003號政府決定
關於原油的第238/2004號法律（根據關於財政部控制權領域的規管措施及對部分規範性法案作出補充的第222/2021號法律稍作修訂）
關於保護環境的第195/2005號政府緊急條例（根據第90/2021號法律進一步修訂）
關於環保基金的第196/2005號政府緊急條例（根據第108/2021號政府條例（修訂及補充第196/2005號關於環境基金的政府緊急條例）及第136/2021號政府
條例（修訂第196/2005號關於環境基金的政府緊急條例附錄6）稍作修訂）
關於廢物貯存的第2/2021號政府條例（取代關於廢物貯存的第349/2005號政府決定）
關於建築物能源效能的第372/2005號法律
用於狩獵和狩獵基金保護的第407/2006號法律。（根據第81/2021號緊急條例進一步修訂）
關於批准即時採取干預措施以防止及制止棕熊於城市內攻擊人民及其財產，並對部分規範性法案作出修訂和補充的第81/2021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限制因在若干油漆、清漆及汽車表面修補產品中使用有機溶劑而產生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的第735/2006號政府決定
關於建立溫室氣體排放憑證交易計劃的第780/2006號政府決定
關於自然保護區、自然棲息地及野生動植物保護制度的第57/2007號政府緊急條例（根據第90/2021號法律進一步修訂）
關於地方綠地規管及管理的第24/2007號法律
關於預防及修復環境破壞的環境責任的第68/2007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廢物制度的第92/2021號政府條例（取代關於廢油管理的第235/2007號政府決定及關於廢物制度的第211/2011號法例）
關於森林法典的第46/2008號法律
關於在羅馬尼亞境內運輸危險及非危險廢物的第1061/2008號政府決定
關於電池及蓄電池以及廢電池及廢蓄電池制度的第1132/2008號政府決定
第220/2008號法律，建立促進以可再生能源生產能源的系統（根據第143/2021號政府緊急條例（關於修訂及補充第123/2012號電力及燃氣法律，以及修訂
若干法案）稍作修訂）
關於確立及制裁森林違法行為的第171/2010號法律（根據第119/2021號政府緊急條例進一步修訂）
關於修訂及補充的第119/2021號法律
關於確立及制裁森林違法行為的第171/2010號法律
關於在公共機構中有選擇地收集廢物的第132/2010號法律
關於制定海洋環境策略的第71/2010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空氣質素的第104/2011號法律
關於修訂及補充法律以納入歐盟在環境保護領域的法案的第90/2021號法律（廢除有關防止及制裁與環境退化相關之若干行為的第101/201號法律）
關於二氧化碳地質封存的第64/2011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國家環境保護局及其下屬公共機構之重組及運作的第1000/2012號政府決定
關於國家環境警衛隊之組織及運作的第1005/2012號政府決定
關於工業排放的第278/2013號法律
關於永久草地的組織、管理及開發，以及供修訂及補充第18/1991號土地基金法的第34/2013號政府緊急條例（根據有關財政措施、延長時限以及修訂和
補充若干法例的第130/2021號政府緊急條例稍作修訂）
關於批准民眾生活環境衛生及公共衛生規範的119/2014號令
關於廢棄電器及電子產品的第5/2015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包裝及包裝廢物管理的第249/2015號法律（根據第1/2021號政府條例進一步修訂）
關於修訂及補充第249/2015號包裝及包裝廢物管理法的第1/2021號政府條例
關於就飲用水中放射性物質制定規定以保障公衆健康的第301/2015號法律
關於批准淘汰優先危險物質的排放、釋放及流失的計劃及其他主要污染物的措施的第570/2016號政府決定
關於修訂及補充第220/2008號法律（建立促進以可再生能源生產能源的系統）及修訂若干規範性法規的第24/2017號政府緊急條例
山區法197/2018
關於限制中型燃燒廠向空氣排放若干污染物的第188/2018號法律
關於評估若干公營及私營項目對環境之影響的第292/2018號法律
關於減少國家若干空氣污染物排放的第293/2018號法律
第80/2018號政府緊急條例，以確立汽油和柴油推出市場的條件、引入溫室氣體排放監測和減排機制、確立溫室氣體減排量的計算及報告方法，並修訂及
補充有關建立促進以可再生能源生產能源的系統的第220/2008號法律
關於潛在受污染及受污染場地管理的第74/2019號法律
關於批准環境許可證及綜合環境許可證年度簽證申請程序的第1150/2020號令
由環境、水資源及森林部發佈，關於批准林業設施環境評估方法的第1946/2021號令
由環境、水資源及森林部發佈，關於批准2021-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許可發放程序的第820/2021號令
關於利用林地改善基金，對部分或完全與涉及社區利益的受保護自然區重疊的經翻修林業設施進行環境評估的第10/2022號條例
關於環境、水資源及森林部的組織及職能的第43/2020號政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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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勞動法典 – 第53/2003號法律
關於勞工及社會保障部的組織及運作的第81/2020號決定
關於修訂第1133/2020號政府決定（制定2021年勞動市場新接受外勞人數限制）的第836/2021號政府決定關於國家就業局組織及運作的第202/2006號法律
關於發放有價票證的第165/2018號法律
關於建立和組織勞動監察的第108/1999號法律
關於重新發布保護在國外工作的羅馬尼亞公民的第156/2000號法律
關於勞資衝突的第168/1999號法律
公務員章程/法律。第188/1999號法律
關於失業保險制度和促進就業的76/2002失業法
關於工傷事故和職業病保險的第346/2002號法律
關於促進中小企業建立和發展的第346/2004號法律
關於為羅馬尼亞的自僱活動的人仕確立賠償金的第109/2005號
關於工作學徒的第279/2005號法律
修訂並完成了2003年第53號法律 —“勞動法”的第40/2011號法律
關於日工的臨時活動的第52/2011號法
第62/2011號社會對話法
關於第250/2013的法律修改和完成失業保險制度和促就業的第76/2002號的法律修改預防和打擊社會邊緣化的第116/2002的法律
關於男女平等待遇的第202/2002號法律
關於 防止及制裁一切形式的歧視的第137/2000號政府條例
關於僱員紀錄普通登記處的第905/2017號政府決定
關於批准個人就業協議框架模式的第64/2003號令
關於工作場所生育保護的第96/2003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制定2021年全國最低工資的第4/2021號政府決定
關於在公共投資領域制定若干措施及若干財政預算措施、修訂及補充若干條例以及延伸若干條款的第114/2018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在企業或部分單位轉讓時保護僱員權利的第67/2006號法律
關於制定向僱員提供資訊及諮詢的整體框架的第467/2006號法律
關於羅馬尼亞境內外國人就業和借調，以及關於修訂及補充羅馬尼亞境內外國人制度的若干規範性法案的第25/2014號政府條例
關於統一公共養老金制度的第263/2010號法律
關於羅馬尼亞境內外國人制度的第194/2002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規管遙距工作活動的第81/2018號法律
關於在勞動關係領域使用電子簽名及修改和補充若干監管法令的第36/2021號政府緊急條例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關於工作安全與健康的第319/2006號法律
2002年關於精神健康和精神障礙患者的保護的第487號法律
2006年10月11日關於執行工作安全與健康規定（第319/2006號法律）之方法規範 關於防火的第307/2006號法律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2000年5月8日關於預防、偵查及制裁貪污行為的第78號法律
法律號135/2010，關於刑事訴訟法
法律號286，關於2009年7月17日“羅馬尼亞刑法”
法律號571，關於2004年12月14日保護公共當局，公共機構和其他報告違法行為的單位的人員
法律號62，關於2018年6月13日在內政部內組織和開展預防腐敗活動
關於防止及打擊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的第129/2019號法律
2021年12月28日的第315號法律，關於修訂和完成防止及打擊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以及修訂和完成若干規範性法案的第129/2019號法律
2021年3 月2日的規範，適用於由國家預防及打擊洗黑錢辦公室監督和控制的報告實體的第129/2019號法律規定，該法律規定防止和打擊洗黑錢和資助
恐怖主義行為，以及修訂和完成若干規範性法案。
2021年9月15日的第380號命令，內容為根據第129/2019號法律第19條第(71)段（關於預防和打擊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以及修訂和完成若干規範
性法案），由報告實體向國家預防和打擊洗黑錢辦公室提供有關實益所有權不一致的資料。
羅馬尼亞國家銀行關於防止及打擊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的第2/2019號規例
金融監管局有關為防止及打擊透過金融監管局監管的金融機構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而制定的措施的第13/2019號規例
關於防止及打擊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為的第129/2019號法律的適用規範
關於修訂第78/2000號法律第12條的第160/2019號法律，以預防、偵查和制裁貪污行為
關於修訂第78/2000號法律的第283/2020號法律，以預防、偵查和制裁貪污行為，並制定其他措施，轉換歐洲議會及歐洲理事會2017年7月5日有關透過
刑事制裁打擊欺詐歐盟財政利益的行為的2017/1.371號指令（歐盟）
2019年8月13日羅馬尼亞國家銀行關於簡化及額外「了解客戶」措施，以及信貸和金融機構在評估與個人業務關係和偶爾交易相關之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
義的風險時所須考慮的因素之指令
2019年8月13日羅馬尼亞國家銀行關於付款服務提供商就偵查與付款人或收款人有關之資料缺少或不完整而採取的措施，以及為管理缺少必要資料的資
金轉移而制定的程序之指示
金融監管局關於監督金融監管局及其監管之實體執行國際制裁的第25/2020號規例
第37/2019號政府緊急條例，以修訂及補充有關執行國際制裁的第202/2008號政府緊急條例
關於批准2021-2025年國家反貪污戰略及相關文件的第1269/2021號政府決定
2021年3月12日關於在國家預防和打擊洗黑錢辦公室的紀錄中登記報告實體的條例
2021年4月12日關於向國家預防和打擊洗黑錢辦公室傳遞資料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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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10月2日的第1514/2009號皇家法令，規定保護地下水免受污染和惡化
7月20日的皇家立法法令第1/2001號，批准了經過第4/2007號皇家法令修訂的水法修訂案文
3月10日的第258/1989號皇家法令，其中規定了從陸地到海洋排放有害物質的一般規定
8月12日指令ARM/2444/2008，用於國家防治荒漠化行動計劃
指令12月29日的ITC/3366/2010，用於編寫數據
3月9日的第1/2005號法律（經第13/2019號法律和第9/2020號法律修訂），以執行第2018/410號指令(UE)
2019年1月25日的第18/2019號皇家法令，制定了與2021-2030年期間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易計劃相關的範疇
2019年4月26日的第317/2019號皇家法令，界定了相當於2021-2025年期間參與排放交易計劃的緩解措施，以及規管與將低排放設施排除在溫室氣體排
放交易計劃之外的若干範疇
12月29日第40/2010號法律，該法與二氧化碳的地質封存相關。2009年4月23日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2009/31/EC法律因應西班牙的工業，地質和能源現
實作出調整
6月6日第413/2014號皇家法令，該法令規管可再生能源、熱電聯產和廢物的發電活動
7月20日的第1031/2007號皇家法令，關於參與《京都議定書》靈活機制的框架（BOE第174號，2007年7月21日）
2011年7月28日第22/2011號法律，關於廢物和受污染土壤
2005年1月14日第9/2005號皇家法令，該法令制定了潛在污染土壤的活動名單，以及受污染土壤的申報標準和準則
6月2日第553/2020號皇家法令，該法令規管國家領土內的廢物轉移
2007年11月15日關於空氣質素和大氣保護的第34/2007號法律
12月22日第1042/2017號皇家法令，關於限制中型燃燒設施向大氣排放若干污染物，並更新11月15日關於空氣質素及大氣保護的第34/2007號法律
附件四
1月28日第100/2011號皇家法令，該法令更新潛在污染大氣的活動目錄，並就其應用制定基本規定
12月9日第1089/2020號皇家法令，關於調整2021-2030年期間溫室氣體排放權免費分配的相關事宜
2月1日第106/2008號皇家法令，關於電池和蓄電池及其廢棄物的環境管理，經第27/2021號皇家法令修訂
2月20日第110/2015號皇家法令，關於電氣和電子設備的廢棄物，經第27/2021號皇家法令修訂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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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 西班牙憲法
10月23日第2/2015號皇家法令，頒佈《勞工法》(Estatuto de los trabajadores)的修訂文本，最新經12月28日第32/2021號皇家法令修訂
10月10日第36/2011號法案，關於勞工管轄權
10月30日第8/2015號皇家法令，頒佈《一般社會保障法》的修訂文本，最新經12月28日第21/2021號法律修訂
8月2日第11/1985號聯盟自由組織法
8月4日第5/2000號皇家法令，頒佈《違反社會秩序行為及制裁法案》的修訂文本，最新經12月28日第32/2021號法律修訂
10月13日第901/2020號皇家法令，規管平等計劃及其登記
10月13日第902/2020號皇家法令，關於男女同酬
適用的集體談判協議
歐洲社會憲章，經2021年4月29日之文書批准

勞動風險防範法(LPRL) — 11月8日關於勞動風險防範的第31/1995號法案
健康與安全服務 — 1月17日第39/1997號皇家法令，頒佈《健康與安全服務規例》
工作場所 — 4月14日的皇家法令486/1997，符合工作場所的最低安全和健康條件
安全和健康標誌 — 4月14日第485/1997號皇家法令，關於工作信號安全和健康的最低限度規定
嘈雜的環境 — 11月17日第37/2003號法令
3月10日第286/2006號皇家法令，關於保護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免受噪音暴露相關風險的影響
電風險 — 6月8日第614/2001號皇家法令，關於保護工人健康和安全免受電氣危險的最低限度規定
評估和預防電氣風險的技術指南
附註：此僅為國家工作健康及安全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Seguridad y Salud en el Trabajo)發佈之實用標準，而非規例
8月2日的第842/2002號皇家法令，批准了低壓電工法規
10月24日的第1627/1997號皇室法令，規定了建築工程的最低安全和健康規定
1月30日第171/2004號皇室法令，即11月8日關於預防職業風險的第31/1995號法律第24條，是在商業活動協調領域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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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動物福利條例(2019:66) (Sw.Djurskyddsförordning)
森林保護法案(1979:429) (Sw.Skogsvårdslag)
文化遺產保護法(1988:950) (Sw.Kulturmiljölag)
文物保護條例(1988:1188) (Sw.Kulturmiljöförordning)
有關危害環境活動及保障公眾健康的條例(1998:899)(Sw.Förordning om miljöfarlig verksamhet och hälsoskydd)
空氣質量條例(2010:477) (Sw.Luftkvalitetsförordning)
水土資源管理條例(1998:896) (Sw.Förordning om hushållning med mark- och vattenområden)
公共水域(邊界)法(1950:595) (Sw.Lag om gräns mot allmänt vattenområde)
輻射防護法(2018:396) (Sw.Strålskyddslag)
瑞典環境法典(1998:808) (Sw.Miljöbalken)
廢物條例(2020:614) (Sw.Avfallsförordning)
溫室氣體排放法案 (2020:1173) (Sw.Lag om vissa utsläpp av växthusgaser)
溫室氣體排放條例(2020:1180) (Sw.Förordning om vissa utsläpp av växthusgaser)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就業保護法(1982:80) (Sw.Anställningsskyddslagen)
工作場所共同決策法(1976:580) (Sw.Medbestämmandelagen)
僱主抵銷權法(1970:215) (Sw.Lag om arbetsgivares kvittningsrätt)
僱員教育假權利法(1974:981) (Sw.Lag om arbetstagares rätt till ledighet för utbildning)
公務假法(1997:1293) (Sw.Lag om rätt til ledighet för att bedriva näringsverksamhet)
緊急家事假法(1998:209) (Sw.Lag om rätt till ledighet av trängande familjeskäl)
因病請假從事新工作法 (2008:565) (Sw.Lag om rätt till ledighet för att på grund av sjukdom prova annat arbete)
工時法(1982:673) (Sw.Arbetstidslag)
工時條例(1982:901) (Sw.Arbetstidsförordningen)
工作環境法(1977:1160) (Sw.Arbetsmiljölag)
歧視法(2008:567) (Sw.Diskrimineringslag)
年假法(1977:480) (Sw.Semesterlag)
育兒假期法(1995:584) (Sw.Föräldreledighetslagen)
病假薪酬法(2002:293) (Sw.Lag om sjuklön)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社會保險法(2010:110) (Sw.Socialförsäkringsbalken)
預防事故法(2003:778) (Sw.Lag om skydd mot olyckor)
工作環境法(1977:1160) (Sw.Arbetsmiljölag)
工作環境條例(1977:1166) (Sw.Arbetsmiljöförordning)
關於加班、待命時間之說明條例(1982:17) (Sw. Föreskrift om anteckningar om jourtid, övertid och mertid)
關於使用防護裝備的條例(2006:4) (Sw. Föreskrift om användning av arbetsutrustning)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的條例(2001:3) (SW. Föreskrift om användning av personlig skyddsutrustning)
關於使用屏幕工作的條例(1998:5) (Sw. Föreskriftom om arbete vid bildskärm)
工作適應及復康條例(1994:1) (Sw.Förordining om arbetsanpassning)
工作空間條例(2020:1) (Sw. Föreskrift om arbetsplatsens utformning)
人體工效學條例(2012:2) (Sw. Föreskrift om belastningsergonomi)
高噪音條例(2005:16) (Sw. Föreskrift om buller)
單獨工作條例(1982:3) (Sw. Föreskrift om ensamarbete)
急救及危機管理條例(1999:7) (Sw. Föreskrift om första hjälpen och krisstöd)
化學工作環境風險條例(2011:19) (Sw. Föreskrift om kemiska arbetsmiljörisker)
未成年人士工作環境條例(2012:3) (Sw. Föreskrift om minderårigas arbetsmiljö)
組織及社會工作環境條例(2015:4) (Sw. Föreskrift om organisatorisk och social arbetsmiljö)
系統性工作環境工作條例(2001:1) (Sw. Föreskrift om systematiskt arbetsmiljöarbete)
工作場所健康檢查條例(2019:3) (Sw.Förordning om medicinska kontroller i arbetslivet)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瑞典刑法(1962:700)第10章第5節a-e (Sw.Brottsbalken 10 kap 5§ a-e)
營銷法(2008:486) (Sw.Marknadsföringslagen)
反洗黑錢法(2017:630) (Sw.Lag om åtgärder mot penningtvätt och finansiering av terrorism)
洗黑錢罪行法(2014:307) (Sw.Lag om straff för penningtvättsbrott)
舉報者保障法(2021:890) (Sw.Lag om skydd för personer som rapporterar om missförhållanden)
競爭法(2008:579) (Sw.Konkurrenslag)
公共採購法(2016:1145) (Sw.Lag om offentlig upphandling)
商業行為守則(2020年8月) (Sw.Kod mot korruption I näringsli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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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瑞士聯邦憲法（尤其第78條）
1983年聯邦環境保護法(EPA)
1991年聯邦水保護法(WPA)
1966年聯邦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法(NHG)
1991年聯邦森林法案(Waldgesetz, WaG)
1998年聯邦農業法案 (AgricA)
聯邦非人類基因技術法案 (GTA)
2015年廢物避免及處置條例（取代1990年廢物技術條例）
(VVEA)
2005年廢物運輸條例 (VeVA)
Verordnung des UVEK über Listen zum Verkehr mit Abfällen
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
瑞士1911年義務法(CO)
瑞士公民法典(CC)
放和廢水和污水中污染物轉移的登記冊的聯邦條例(PRTR-V)
Bundesgesetz vom 20. Juni 1986 über die Jagd und den Schutz
wildlebender
Säugetiere und Vögel (Jagdgesetz, JSG)
Verordnung vom 29. Februar 1988 über die Jagd und den Schutz
wildlebender
Säugetiere und Jagdverordnung (JSV)
Bundesgesetz vom 22. Dezember 1916 über die Nutzbarmachung der
Wasserkräfte (Wasserrechtsgesetz, WRG)
Verordnung vom 2. Februar 2000 über die Nutzbarmachung der
Wasserkräfte
(Wasserrechtsverordnung, WRV)
Bundesgesetz vom 22. Juni 1877 über die Wasserbaupolizei
Chemikaliengebührenverordnung (ChemGebV)
Chemikalienverordnung (ChemV)
CO2-Gesetz
聯邦鐵路噪聲消除法案
與非人類基因技術有關的聯邦法律
Gentechnikgesetz (GTG)
Gewässerschutzgesetz (GSchG)
Gewässerschutzverordnung (GSchV)

水利工程法
Luftreinhalte-Verordnung (LRV)
Lärmschutz-Verordnung (LSV)
Nationalparkgesetz
噪音消減條例
2007年11月7日關於國家重要公園的條例(公園條例，ParkO)
空氣污染條例
2000年7月5日飲品容器條例(VGV)
Verordnung über die Höhe der vorgezogenen Entsorgungsgebühr für
Getränkeverpackungen aus Glas
Verordnung über die Höhe der vorgezogenen Enstsorgungsgebühr
für Batterien
Verordnung über die Entsorgung von tierischen Nebenprodukten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水利工程條例(WBV)
植物保護產品條例(PSMV)
鐵路噪音消減條例
關於土壤影響條例(VBBo)
有關防止非電離輻射的條例(NISV)
Verordnung über die Rückgabe, die Rücknahme und die
Entsorgung elektrischer und elektronischer Geräte (VREG)
Ordonnance du 7 décembre 1998 concernant la sécurité des ouvrages
d’accumulation (Ordonnance sur les ouvrages d’accumulation, OSOA)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contre le bruit ((Lärmschutzverordnung) OPB)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t du paysage (OPN)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de l’air (OPair)
Ordonnance sur la taxe sur le CO2 (Ordonnance sur le CO2)
Ordonnance sur l’aménagement des cours d’eau (OACE)
Ordonnance sur les atteintes portées aux sols (OSol)
Ordonnance sur les emballages pour boissons (OEB)
Ordonnance sur les forêts (OFo)
Pflanzenschutzmittelverordnung (PSMV)
Safeguardsverordnung (SaV) vom 1. Juli 2021
Verordnung vom 12. Februar 1918 über die Berechnung des Wasserzinses
(Wasserzinsverordnung, WZV)
Verordnung vom 25. Oktober 1995 über die Abgeltung von Einbussen bei der
Wasserkraftnutzung (VAEW)
Bundesgesetz vom 16. Juni 2017 über den Schutz vor Gefährdungen durch
nichtionisierende Strahlung und Schall (NISSG)
Verordnung vom 23. Dezember 1999 über den Schutz vor nichtionisierender
Strahlung (NISV)
Verordnung vom 27. Februar 2019 zum Bundesgesetz über den Schutz vor
Gefährdungen durch nichtionisierende Strahlung und Schall (VNISSG)
Verordnung des EDI vom 26. Juni 2020 über die
Sachkundebestätigungen und Sachkundenachweise für Veranstaltungen
mit Laserstrahlung
Strahlenschutzgesetz vom 22. März 1991 (StSG)
Strahlenschutzverordnung vom 26. April 2017 (StSV)
Verordnung des UVEK vom 22. Mai 2007 über die Lärmemissionen von
Geräten und Maschinen, die im Freien verwendet werden
(Maschinenlärmverordnung, MaLV)
Verordnung vom 5. Juni 2020 über Erleichterungen im Umweltrecht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Coronavirus (Covid-19) (Covid-19-Verordnung
Umweltrecht)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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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憲法
瑞士義務法(OR)
瑞士公民法典(CC)
瑞士勞動法(ArG)及相應的條例，特別是關於保護青少年勞工的第5號條例(Jugendarbeitsschutzverordnung, ArGV 5)
Verordnung des WBF vom 4. Dezember 2007 über gefährliche Arbeiten für Jugendliche
Verordnung des WEBF vom 21. April 2011 über die Ausnahmen vom Verbot der Nacht- und Sonntagsarbeit während der berulichen Grundbildung
Bundesgesetz über die Gleichstellung von Frau und Mann (Gleichstellungsgesetz)
Verordnung vom 21. August 2019 über die Überprüfung der Lohngleichheitsanalyse
Verordnung vom 22. Mai 1996 über Finanzhilfe nach dem Gleichstellungsgesetz
Bundesgesetz über die Beseitigung von Benachteiligungen von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en vom 13. Dezember 2002 (Behindertengleichstellungsgesetz, BehiG)
Bundesgesetz über Massnahmen zur Bekämpfung der Schwarzabreit (Bundesgesetz gegen die Schwarzarbeit, BGSA)
Verordnung des WBF über die Unterstellung von Berufsarten unter die Stellenmeldepflicht im Jahr 2021
Verodnung vom 25. März 2020 über Massnahmen im Bereich der Stellenmeldepflicht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Coronavirus (COVID-19-Verordnung
Stellenmeldepflicht)
Verordnung vom 23. Juni 2021 über Massnahmen in der besonderen Lage zur Bekämpfung der Covid-19-Epidemie (Covid-19-Verordnung besondere Lage)
Bundesgesetz vom 6. Oktober 2000 über den Allgemeien Teil des Sozialversicherungsrechts (ATSG)
Verordnung vom 11. September 2002 über den Allgemeinen Teil des Sozialversicherungsrechts (AT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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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瑞士勞動法，包括條例，尤其第3條條例 (Gesundheitsschutz ArGV 3)
意外保險法(UVG)
意外保險條例(UVV)
Verordnung des WBF über gefährliche und beschwerliche Arbeiten bei Schwangerschaft und Mutterschaft
EKAS Directive 6508
Verordnung vom 19. Dezember 1983 über die Verhütung von Unfällen und Berufskrankheiten (Verordnung über die Unfallverhütung, VUV)
Verordnung vom 15. April 2015 über die Sicherheit und den Gesundheitsschutz der Arbeitnehmerinnen und Arbeitnehmer bei Arbeiten mit Überdruck
Verordnung vom 29. Juni 2005 über die Sicherheit und den Gesundheitsschutz der Arbeitnehmerinnen und Arbeitnehmer bei Bauarbeiten (Barbeiterverordnung, BauAV)
Verordnung vom 15. Juni 2007 über die Sicherheit und den Gesundheitsschutz der ARbeitnehmerinnen und Arbeitnehmer bei Verwendung von
Druckgeräten (Druckgeräteverwendungsverordnung)
Verordnung vom 5. April 1966 über die Verhütung von Unfällen und Berufskrankheiten bei der Erstellung und dem Betrieb von Lacktrocken- und Lackeinbrennöfen
Verordnung vom 5. April 1966 über die Verhütung von Unfällen und Berufskrankheiten beim Spritzen von Farben oder Lacken
Verordnung vom 25. August 1999 über den Schutz der Arbeitnehmerinnen und Arbeitnehmer vor Gefährdung durch Mikroorganismen (SAMV)
Verfügung des EDI vom 26. Dezember 1960 über die technischen Massnahmen zur Verhütung von Berufskrankheiten, die durch chemische Stoffe verursacht werden
Bundesbeschluss vom 9. Juni 1927 betreffend die Ratifikation des von der siebten Internationalen Arbeitskonferenz beschlossenen Übereinkommens über die
Gleichbehandlung einheimischer und ausländischer Arbeitnehmer bei Entschädigung aus Anlass von Betriebsunfällen
Verordnung vom 20. März 2020 über Massnahmen bei Erwerbsausfall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Coronavirus (Covid-19-Verordnung Erwerbsausfall)
Bundesgesetz vom 20. Dezember1946 über die Alters- und Hinterlassenenversicherung (AHVG)
Verordnung vom 31. Oktober 1947 über die Alters- und Hinterlassenenversicherung (AHVV)
Bundesgesetz vom 19. Juni 1959 über die Invalidenversicherung (IVG)
Verordnung vom 17. Januar 1962 über die Invalidenversicherung (IVV)
Bundesgesetz vom 25. Juni 1982 über die obligatorische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und die Insolvenzentschädigung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sgesetz, AVIG)
Verordnung über die obligatorische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und die Insolvenzentschädigung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sverordnung)
Verordnung vom 20. März 2020 über Massnahmen bei Erwerbsausfall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Coronavirus (Covid-19) (Covid-19-Verordnung Erwerbsausfall)
Verordnung vom 20. März 2020 über Massnahmen im Bereich der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Coronavirus (Covid-19)
(Covid-19-Verordnung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Bundesgesetz vom 6. Oktober 2006 über Ergänzungsleistungen zur Alters-, Hinterlassenen- und Invalidenversicherung (ELG)
Verordnung vom 15. Januar 1971 über die Ergänzungsleistungen zur Alters-, Hinterlassenen- und Invalidenversicherung (ELV)
Bundesgesetz vom 25. Juni 1982 über die berufliche Alters-, Hinterlassenen- und Invalidenvorsorge (BVG)
Verordnung vom 18. April 1984 über die berufliche Alters-, Hinterlassenen- und Invalidenvorsorge (BVV 2)
Bundesgesetz über den Erwerbsersatz für Dienstleistende, bei Mutterschaft und bei Vaterschaft (Erwerbsersatzgesetz, EOG)
Verordnung vom 24. November 2004 zum Erwerbsersatzgesetz (EOV)
Verordnung vom 11. November 2020 über die Verwendung von Arbeitgeberbeitragsreserven als Massnahme im Bereich der beruflichen Vorsorge zur
Bewältigung der Covid-19-Epidemie (Covid 19-Verordnung berufliche Vorsorge)
Verordnung vom 26. Mai 1961 über die freiwillige Alters-, Hinterlassenen und Invalidenversicherung (VFV)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瑞士刑法典，尤其第146, 156, 260ter, 260quinquies, 305bis, 305ter 322ter to 322novies條
1997年10月10日反洗黑錢法 (Geldwäschereigesetz, GwG)
2015年6月3日反洗黑錢條例FINMA (Geldwäschereiverodnung-FINMA, GwV-FINMA)
2004年8月25日瑞士反洗黑錢舉報辦公室 (Verordnung über die Meldestelle für Geldwäscherei, MGwV)條例
2009年9月24日聯合國反貪污公約
1999年歐洲委員會關於貪污的刑法公約
199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於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公約，於2000年5月31日獲批准
1990年歐洲委員會關於洗黑錢，搜查，扣押和2003年聯合國沒收犯罪收益的公約，於2009年9月24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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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2005年清潔社區和環境法案
2008年氣候變化法案
1974年污染控制法
2000年農村和權利法
2015年環境破壞（預防和修復）
（英格蘭）條例（ED條例）
2010年環境許可證（英格蘭和威爾士）條例
2016年環境許可證（英格蘭和威爾士）條例
1990年環境保護法
2006年自然環境與農村社區法
1999年污染預防和控制法
1985年野生動物和農村（修正案）法
1981年野生動物和農村法案
1974年法案“工作中的健康與安全”
2011年廢物（英格蘭和威爾士）條例
2006年放射性污染土地（監管修正案）
（英格蘭）法規
2006年受污染的土地（英格蘭）條例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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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殘疾歧視法
2010年附加的陪產假規定
2010年機構工人條例
2014年集體冗員和轉讓（僱員保護）
（修訂）條例
1999年僱傭關係法
1996年僱傭權利法
1996年僱傭法庭法
2010年平等法
1974年工作健康與安全等法案(HASAWA)
1998年人權法案
1983年精神衛生法
1998年國家最低工資法
2013年育兒假（歐盟指令）條例
2008年養老金法案
2014年養老金法
1976年種族關係法
2000年監管調查權力法
2016年調查權力法
2014年共同育兒假規定
1992年工會和勞資關係（合併）法
2006年轉讓承諾（就業保護）條例
2014年集體裁員及轉讓業務（就業保護）
（修訂）條例
1998年工作時間條例
現代奴隸制法案（2015年）
2016年移民法
1997年密閉空間條例
2012年控制石棉法規
2015年重大事故危害管制條例
2002年健康有害物質(coshh)法規
2004年危害健康物質管制（修訂）
(COSHH)條例
2005年控制工作振動管制條例
2005年工作噪音管制
1996年氣體安全（管理）條例
1992年健康與安全（顯示屏設備）條例
1981年健康及安全（急救）條例
1998年起重作業和起重設備條例
1999年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管理法規
2015年建築（設計及管理）條例
1992年手動操作規程法規
1992年工作中的個人防護裝備條例
1999年電離輻射條例
2017年電離輻射條例
2013年健康與安全（雜項廢除、撤銷及修訂）條例
1998年工作設備的提供和使用法規
2013年就受傷、疾病和危險事件作出匯報的法規
1977年安全代表和安全委員會條例（經修訂）
1998年工作時間條例
1992年工作場所（健康，安全和福利）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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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
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退出歐盟修訂法例
第2019/696號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
（退出歐盟）條例
第2020/676號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市場的範圍和含義）
（退出歐盟）條例
2021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條例，合稱「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05年一般產品安全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08年機器供應（安全）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6年電磁相容性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6年電氣設備（安全）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7年無線電設備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6年測量儀器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6年壓力設備（安全）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6年簡單壓力容器（安全）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01年戶外使用設備環境噪音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6年潛在爆炸性環境使用的設備及保護系統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12年電氣及電子設備使用特定有害物質限制條例（經修訂），包括產品安全及計量條例。
2020年廢物（循環經濟）
（修訂）條例
2020年廢物及環境許可等（立法職能和修訂等）
（退出歐盟）法規
2012年廢棄物（英格蘭及威爾士）條例（經修訂）
2013年廢棄電氣及電子設備條例（經修訂）
2008年電池及蓄電池（上市）條例（經修訂）
2009年廢棄電池及蓄電池條例（經修訂）
2015年包裝（基本要求）條例（經修訂）
2007年製造商責任（包裝廢棄物）條例（經修訂）
能源標籤條例（第2017/1369號（歐盟）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
2010年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條例（經修訂）
2019年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及能源資訊（修訂）
（退出歐盟）條例
2021年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及能源資訊（修訂）條例個人保護設備條例（第2016/425
（歐盟）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
2002年醫療器械條例（經修訂）
2012年紡織產品（標籤及纖維成分）條例（經修訂）非道路移動機械條例（第2016/1628號（歐盟）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
2018年非道路移動機械（類型審批及氣體和顆粒物污染物的排放）條例（經修訂）
環境及野生動植物（雜項修訂等）
（退出歐盟）條例第2020/1395號
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簡稱“REACH”）條例，（第1907/2006號(EC)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
物質和混合物的分類、標籤和包裝條例（第1272/2008號(EC)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
2019年化學品（健康及安全）及基因改造生物（圍封使用）
（修訂等）
（退出歐盟）條例（經修訂）
2020年化學品（健康及安全）及基因改造生物（圍封使用）
（修訂等）
（退出歐盟）條例
2007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條例（經修訂）
生物殺滅劑條例（第528/2012號（歐盟）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洗滌劑條例（第648/2004號(EC)條例）
（保留的歐盟法例）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國內外賄賂法
2010年“反賄賂法”
（2010年法案）
根據1889年“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第1(1)和1(2)條，對公共機構的成員，官員或僕人進行主動或被動賄賂。
根據1906年預防腐敗法”第1(1)條與公共或私營部門的代理人進行腐敗交易（英國當局在起訴2011年7月之前的違法行為時，最常使用該法案）。
根據1925年榮譽（防止濫用）法令第1條授予榮譽的腐敗交易。
2001年反恐怖主義，犯罪和安全法（2001年法案）
2002年犯罪收益法
2007年嚴重罪行法
2013年犯罪與法院法
2014年移民法
2020年量刑法
1986年公司董事取消資格法
2015年小型業務、企業及僱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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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

阿聯酋1999年關於保護和發展環境的第24號聯邦法
2001年第37號內閣決議，關於1999年第24號有關環境保護及發展的聯邦法的行政規例；
關於綜合廢物管理的2018年第12號阿聯酋聯邦法；
關於空氣污染保護的2006年第12號內閣決定；
關於廢油流通的2018年第33號阿聯酋內閣決議；
關於和平利用核能的2009年第6號聯邦法令；
關於電離輻射防護基本條例的2004年第55號部長命令；
關於放射性廢物管理條例的2004年第57號部長命令；
1990年第52號聯邦法令，該法令批准有關控制危險垃圾運輸及跨境處置的巴塞爾公約；
關於控制危險廢物及其他廢物的海洋越境轉移及處置議定書的2005年第77號聯邦法令；
2013年第88號聯邦法令，該法令批准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修訂；
關於國家加入乏燃料管理安全及放射性廢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的2009年第48號聯邦法令

B. 社會
僱傭 —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
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童工或
強制勞工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安全工
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勞動法（2021年第33號聯邦法令）
第766號部長法令於2015年9月27日頒布有關於向新雇主僱用工人許可證的規則和條件，澄清並擴大了工人在阿聯酋不能面臨勞工禁令的情況。
2020年第(279)號部長決議，該決議關於在採取預防措施控制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私營機構的就業穩定性。該法令針對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採取的
措施，旨在減輕裁員的風險。
2018年第(31)號部長命令，該法令關於引入兼職僱傭合約。
第765號部長法令於2015年9月27日頒布有關於終止僱傭關係的規則和條件，澄清了無限和有限合同的終止條款。
2015年的第(764)號部長命令於2015年9月27日頒佈，該命令與勞工部批准之標準僱傭合約有關，制定了標準僱傭合約以及通過人力資源部修改合約
的條件。
2015年第1號聯邦法修訂了2015年1月28日簽署的“關於打擊人口販運犯罪的2006年第51號聯邦法”的一些條款，將使用欺騙，欺詐，脅迫或甚至驅逐等
威脅定為犯罪行為，以便將控制易受傷害的人列為入剝削性的勞動行為。
2009年的第(788)號部長命令於2009年7月20日頒佈，建立薪酬保障制度(WPS)，以解決拖延支付或欠薪問題。
1980年第48/1號部長命令於1980年通過有關於籌組解決集體爭端的調解委員會。
1982年第11號部長理事會命令於1982年通過有關如何規範相關程序和其他規則，於調解委員會和最高仲裁委員會解決集體糾紛前，取得良好進展。
2003年第307號部長決議於2003年5月31日有關於集體勞資糾紛。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系統
1981年第4/1號部長決議於1981年1月6日關於界定危險工作或允許減少法定工作時間。
1981年第27/1號部長決議於1981年4月19日確定1980年第8號法律規則工作關係中提到的偏遠地區。
1982年第37/2號部長決議於1982年7月17日有關於雇主有義務向其工人提供醫療照顧的水平。
1982年第32號部長決議於1982年有關於確定保護工人免受工作危害的預防手段和措施。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根據2006年第8號聯邦法令批准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聯邦刑法 — 阿聯酋刑法第234至239條
1987年第3號聯邦法
2008年第11號聯邦法令（也稱為《聯邦人力資源》）以及最近的《關於追回非法獲得公共和私人資金的程序（金融欺詐法）的2009年第37號迪拜法》
《聯邦刑法典》第234至239條經過修訂，將賄賂條款擴大到包括賄賂外國公職人員2015年第2號聯邦商法公司法
《打擊腐敗的阿拉伯公約》
關於反洗黑錢、打擊資助恐怖主義及資助非法組織的2018年第20號聯邦法令
2019年第10號內閣決議，關於2018年有關打擊洗黑錢罪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及非法組織的第20號聯邦法令之行政規例

國際反貪污公約
B. 社會
反貪污 — 有關防止賄賂、
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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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污公約（2003年12月9日簽署，2006年2月9日批准）；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0年12月14日簽署，2006年2月9日批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
“打擊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
（1997年12月17日簽署，1998年12月14日批准）
（經合組織公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