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行为准则 
推动负责任的增长



行为准则： 
我们推动负责任的增长
的核心要素 
各位团队成员：

我们每一天都兢兢业业地工作，以推动负责任的增长——
这意味着增加和赢取市场份额、以客户为中心做好每一件
事、管理风险以及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

我们的《行为准则》指导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践行我
们的价值观以及实现改善财务状况的目标。

为了牢记相关指导，每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审阅、确认
和理解我们的《行为准则》。感谢大家严格遵守并在每一
天为顾客、客户、团队成员和社区提供服务时坚持我们的
道德标准，展现我们的价值观。

Brian Moynihan 
Bank of America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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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什么？®

在 Bank of America，我们每一天在为大家提供服务时都询问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如何践行我们的价值观、达成我们
的目标并实现负责任的增长的核心。

我们的价值观
共同努力
我们认为，将每个顾客、客户和团队成员视为个人加以
认真对待和将每时每刻视为重要时刻是非常重要的。我
们竭尽全力提供服务，坚持原则，充满热情。我们相信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为别人着想，体谅别人。我
们认为，我们为顾客、客户、团队成员和我们所服务的
社区所做的一切事务，都建立在为实现股东利益的坚固
业务基础之上。

负责任地行事
我们认为，诚信和训练有素的风险管理奠定了我们企业
的基础。我们知道，我们的决策和行为影响着人们的日
常生活。我们崇尚按照共享成功、负责公民和社区建设
的原则做出明确、公平和有理有据的决策。

发挥员工的能力
我们努力帮助所有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认
为，多元化的背景和经验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我们尊重
每一个人，尊重我们在思想、风格、文化、种族和经历
方面的差异。

信任团队
我们相信我们全公司通力合作，就能够取得最佳的成
果。我们认为，伟大的团队建立在相互信任、共享所有
权和责任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凝聚成一个公司，并且深
信，当我们齐心协力时，能够最出色地满足顾客和客户
的全部需求。

我们的价值观 

• 共同努力
• 负责任地行事
• 发挥员工的 

能力
• 信任团队

我们的目标 

通过每次团结合作，改善
客户财务状况。

负责任的增长 

• 我们必须发展壮大并在市
场中获胜——没有借口

• 我们必须发展以客户为中
心的策略

•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风险框
架下取得发展

• 我们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
发展

八大业务线 

通过我们的八大业务线，
解决个人、公司和机构投
资者的核心财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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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我们以我们的目标为指导，通过每次团结合作改善客
户的财务状况。我们通过专注于负责任的增长来实现
我们的目标。通过投资促进员工的成功、帮助创造就
业机会、发展社区、促进经济流动并解决社会重大挑
战——同时有效管理风险并为我们的客户和企业带来回
报——我们推动增长并确保长期成功。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源自我们每天如何经营公司，通过负责任地
行事和有效管理风险，包括我们对诚实和道德行为、诚
信行事以及遵守适用法律、规则、法规和政策的承诺。
我们认识到，培养强大的文化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以
及日复一日的坚持，无论是以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方
式。建立统一的文化需要全面周到、有目的的行动，为
此，我们需要确保（来自所有业务线、我们运营所在各
个国家/地区和地点的）所有员工的行为符合我们通过
团结合作来改善客户财务状况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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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负责任的增长
我们通过专注于负责任的增长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通过
投资促进员工的成功、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发展社区、
促进经济流动并解决社会重大挑战——同时有效管理风
险并为我们的客户和企业带来回报——我们推动增长并
确保长期成功。

人权
在 Bank of America，我们致力于尊重人权，并在整
个企业以及我们开展业务的所有地区的负责任工作
场所实践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旨在推行符合国际
标准的公司政策与实践。当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员
工、客户、供应商和社区互动时，我们对公平、道
德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承诺体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和
行为准则中。有关其他信息，请阅读我们的人权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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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重负责任的增长
环境、社会和治理
在 Bank of America，我们推动负责任的增长，着力专注
于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领导。这使我们能够服务客
户，通过可持续的成果为股东提供长期的价值，并且应
对社会的一些巨大挑战。另外，我们对 ESG 的聚焦有
助于我们在公司创造机会和管理风险，有助于我们明确
如何调动我们的资本和资源，为我们的商业行为提供信
息并且让我们了解如何以及何时发表意见以支持我们价
值观。通过对 ESG 原则的承诺，我们努力建立信任和信
誉，并成为人们愿意为之工作、向其投资和与之开展业
务的公司。

我们的 ESG 整合了我们的八大业务线，其侧重点反映
了我们的价值观，确保我们肩负起责任，把握巨大的商
机，藉此我们可与客户和社会一起共享成功。

我们鼓励员工通过志愿服务、捐款赠与成为更好的
环境管理者在社区保持活跃。访问 Flagscape 上的 HR 

Connect和环境、社会和治理进一步了解机会和准则，
包括志愿者休假（适用于符合资格的员工）、如何记录
志愿者服务时长、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可持续的小贴士
以及如何参与我的环境 (My Environment®) 计划。

更多信息请访问：

• 环境和社会风险政策框架
• 投资者关系——产生影响
• 投资者关系——年报和股东代理委托书
• 环境、社会和治理 Flagscape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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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为准则》
Bank of America 秉持最高道德和职业行为标准。《行
为准则》（“《行为准则》”或“《准则》”）规定
了我们期望 Bank of America 员工采纳并坚持的业务实
践、职业和个人行为的基本指南。《行为准则》涵盖
与我们价值观一致的以下关键主题：

我们重视我们的《准则》�����������������������������������������������������������������������������������������������������10

我们有效管理风险���������������������������������������������������������������������������������������������������������������16

我们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事�������������������������������������������������������������������������������������������������17

我们公平、诚实地沟通��������������������������������������������������������������������������������������������������������24

我们保护信息���������������������������������������������������������������������������������������������������������������������26

我们杜绝滥用信息���������������������������������������������������������������������������������������������������������������28

我们保护 Bank of America 资产�������������������������������������������������������������������������������������������30

我们遵守法律和法规�����������������������������������������������������������������������������������������������������������31

我们负责任地开展金融事务�������������������������������������������������������������������������������������������������34

我们重视每一名员工和团队成员�������������������������������������������������������������������������������������������35

资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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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America”、“银行”、“公司”、“企业”和“公司”均指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及其各自的直接和间接子公司。为了方便，
我们使用这些词语，因为 Bank of America 内部众多公司均会使用本文件。本文件或其他刊物中使用这些词语，并不意味着您是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的员工。使用这些词语或发行本文件不会改变您目前的自由雇佣员工身份。员工保留自由雇佣状态，并且只能由获得授权的公司代表
以书面方式更改自由雇佣关系。同样，使用这些词语或要求阅读和遵守本《准则》不会更改公司的第三方或承包商（合同工）的员工的雇佣状
态。“同事”、“员工”、“团队成员”或“您”均指 Bank of America 董事、高级职员和员工。《2023 年行为准则》取代及替换任何先前限制
性较低或相反的书面或口头通讯、政策、规则、实践、标准和／或指南。若与美国和制定《员工手册》的国家的《员工手册》存在任何冲突，
本《准则》的内容取代美国和制定《员工手册》的国家的《员工手册》。若本《准则》的任何条文与您所在当地法律冲突，则以当地法律条文
为准。

员工须知
本《准则》中的任何内容未禁止或限制任何员工或 
他们的法律顾问，针对有关涉嫌违法行为的任何报告、
调查或诉讼，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司法部、
金融业监管局、任何其他自律组织或任何其他政府、执
法机构或管理机构，直接进行沟通，回应其任何质询，
自愿向其提供信息或提供证词，并且员工参与任何该等
活动之前无需获得公司建议或请求公司的许可。参与上
述得到许可的任何活动时，员工应识别任何机密信息，
并要求政府机构对该等信息进行保密处理。尽管有前述
规定，员工不允许向任何第三方（包括任何政府、执法
机构或管理机构）透露员工受雇于公司期间获悉的被任
何适用特权禁止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当事
人特权、律师工作成果原则和／或其他适用的法律特

权。公司不放弃任何适用的特权或继续保护其享有保密
特权的律师-当事人信息、律师工作成果和其他享有保
密特权的信息的权利。此外，员工认识到员工披露信
息的能力可能受到适用法律的限制或禁止，并且公司不
同意违反适用法律的披露。该等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
于）限制披露机密监管信息或受银行保密法 (31 U.S.C. 

§§ 5311-5330) 约束的披露（包括揭示存在或计划编写
涉嫌活动报告的信息）的法律和法规。

机密监管信息包括与适用银行监管机构检查和监督公司
有关的任何信息或材料，回应或引用与银行监管机构的
检查或监督有关的非公开信息，以及与适用银行业监管
机构之间的通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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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为准则》
我们的《准则》适用于 Bank of America 的所有员工。除
员工外，本《准则》还规定了我们对代表我们行事的每
个人的期望，包括但不限于顾问、第三方和承包商。所
有代表我们行事的人都应该秉持本文件的精神，并以最
高的诚信等级行事。

您的经理或合规与操作风险官将向您提供与您具体工作
相关的任何手册、政策、程序和培训的访问权限。您应
参阅美国的《员工手册》和其他国家制定的《员工手
册》，了解有关员工行为的更多信息。公司可能在认为
必要或适当时颁布更多政策。您需遵守本《准则》、 
《准则》中所提及其他政策、适用于您具体工作的其他
政策，以及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的精神与条文。违反 
《行为准则》或其他政策、程序、法律和法规将被迅速
处理并可能导致纪律处分，包括解雇和可能发生的法律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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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视我们的《准则》
做出正确、负责任的决策 
我们作为机构和员工做出的每一个决策，不仅可能影响
公司和我们的团队成员，还可能给顾客、客户、股东和
社会带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力做出正确、负责
任的决策并妥当行事。但有时做决策并不容易。请谨记
以下事项，以便做出明智、周全的决策：

• 确保掌握相关情况。

• 考虑相关法律、规则、法规和政策。

• 考虑利益冲突。

• 确定潜在方案及其后果。

• 坚持 Bank of America 价值观。

遵守《行为准则》和年度培训
作为 Bank of America 员工或承包商，您必须同意遵守
《行为准则》，并每年参与《行为准则》培训，培训包
括一份确认书。

更多信息请访问：

• 行为准则 Flagscape 网站
• 合规培训政策
• 《员工手册》

道德决策树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请联系法务部 
寻求指导。

是

查看全球政策来源
或联系您的合规与

操作风险官。

查看《行为准则》中的 
Bank of America 价值观

以获得指导。

向您的经理或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寻求指导。

向您的经理或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寻求指导。

不确定

是

是

否

它是否对我们的客户
或股东产生不利影响？

不确定 否

它是否反映 Bank of America 的核心价值观？

如果该决策出现在新闻或
社交媒体中，它是否会引起担心？

它是否合法？

它是否符合 Bank of America 的政策？

向前发展的决策似乎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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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和员工责任
在 Bank of America，我们必须与员工、客户、供应商、
竞争对手和第三方展开公平交易：

• 您不得通过操纵、隐藏、滥用专有和／或机密信
息，故意歪曲事实或任何其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
在与任何员工、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或其他
第三方的竞争过程中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

• 您不得提供或接受贿赂、回扣、未经授权的承诺或
优惠信贷延期。

• 您必须依据客观商业标准批准或给予订单、合同和
承诺，避免偏袒或被感知到偏袒。

• 您不得以任何方式与竞争对手串谋或勾结。

• 若没有适当的商业目的，您不得访问客户的账户。

如果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本《行为准则》各章节 
提及的政策和资源以及第 38 页开始的资源整合所包含
的内容。



12 | 2023 年行为准则 | 我们重视我们的《准则》

经理的主要义务
作为经理，您对帮助创建一个积极讨论行为问题的工作
环境负有重要责任。这些义务包括：

• 以身作则：“确定管理基调”，积极做出合乎道德
的行为，根据公司风险框架和行为风险管理计划管
理风险，并遵从我们的《准则》和价值观的标准。

• 让其他人务必遵照我们的价值观、《准则》和风险
框架以及行为风险管理计划行事。

• 确保您监管的人士知悉我们的《准则》和相关政策
与程序。

• 维持一个鼓励针对道德问题进行坦诚讨论，而不用
担心遭报复的工作场所环境。

• 避免被视作滥用您的职权或影响力的行为（例如，
为个人利益，给团队成员施加不适当的压力）。

• 保密且始终如一地处理所有上报和投诉事项，遵从
公司关于处理上报和投诉的政策和程序。

• 向道德与合规热线或员工关系部报告和／或上报有
关不当行为的疑虑。

更多信息请访问：

• 行为准则 Flagscape 网站

问：�作为一名经理，我如何宣扬道德行为？ 

答：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以身作则。在团队会议中
加入对工作场所道德的讨论。让团队成员能够自在
地就他们的疑虑提出问题。提醒员工，他们不会因
根据本《准则》善意地举报信息而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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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管理 
Bank of America 认识到遵守业务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要求
的重要性，以及不当和不道德行为的风险。行为风险管
理计划文件概述 Bank of America 的行为风险管理方法。

道德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 Bank of America《行为准则》。
这包括审查和协助解决问题，包括制定防止违规行为和
特定例外情形的策略，并审查来自道德与合规热线的信
息。委员会成员包括公司的首席审计官、全球总法律顾
问、首席风险官、全球合规与运营风险主管 
以及首席人力资源官。

更多信息请访问：

• 行为准则 Flagscape 网站
• Bank of America 计划、政策和程序
• 《员工手册》

报告行为投诉和潜在违规行为
根据适用法律和本《准则》的员工须知，若公司任何人
的行为让您合理认为属于以下情况，您必须立即报告任
何相关情况或信息：

• 犯罪或非法行为。

• 违反法律、法规或政策，包括本《准则》。

• 不诚实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包括侵吞 Bank of 
America 资金或任何有价物品，或不当记录公司资
产或负债。

您还必须报告可能与《行为准则》冲突的任何其他情况
或活动。若您对《行为准则》有任何疑问或疑虑：

• 请咨询您的经理或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 请参阅 Flagscape 上的风险管理，以了解更多信息
及联系人。

• 联系员工关系部。

报告有关道德事宜或其他不适当活动的投诉或潜在违规
行为，请立即致电道德与合规热线（号码如下），或通
过 bankofamerica.ethicspoint.com 在线提交报告：

•  美国、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员工可拨打免
费电话 888.411.1744。

• 对于其他国际员工，免费电话拨打说明将因地区而
异。请参阅国际道德与合规热线拨打说明了解详
情。

请注意，投诉或潜在违规行为可以匿名及完全保密的方
式提交。

如果报告涉嫌金融犯罪行为，必须通过信息查询系统报
告。这可以替代向道德与合规热线报告或作为向道德与
合规热线报告的补充。

美国境外的个人应点击此链接，了解与报告他们的疑虑
有关的更多信息。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RM_OpenAccessSite/ECOR/Code%20of%20Conduct%20Policy%20Mgt/Ethics%20and%20Compliance%20Hotline%20Dialing%20Instructions.pdf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RM_OpenAccessSite/ECOR/Code%20of%20Conduct%20Policy%20Mgt/Reporting%20concerns%20outside%20of%20the%20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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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报复
Bank of America 重视清楚、坦率的沟通，尊重所有员工
的贡献。

您不会因根据本《准则》善意举报您认为与可能的不当
行为、不道德行为和／或违反法律、规则、法规和本准
则的行为有关的信息而遭到报复。

报复行为包括因为参与与此类报告有关的任何合法活动
而遭到解雇、降级、停职、威胁、骚扰，以及雇佣条款
和条件中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

Bank of America 严禁对报告不当行为的员工采取报复行
动，并严肃对待此类投诉。我们将调查诉称遭到报复的
情形，如发现任何个人对向道德与合规热线或任何其他
渠道举报不当行为的任何个人进行报复，将处以纪律处
分，甚至包括解雇和可能提起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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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拘捕状况的职责
根据当地的适用法律和指南，作为雇用条件，所有 

Bank of America 求职者必须通过犯罪背景调查。仅在
求职者收到有条件聘用意向书后才会进行背景调查。
作为联邦监管的金融机构，Bank of America 被禁止
雇用犯罪记录不符合适用法律和金融行业规则的人
士。Bank of America 还对犯罪记录进行个别化审查，
其目的是保持公司的安全稳健。为确保持续遵守这些
法律和标准，Bank of America 可能在员工任职期间随
时进行额外的犯罪背景调查。除遵守任何业务线具
体准则或行业要求外，除非法律禁止，您必须通过向 

codeofconduct@bofa.com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公司因轻微
交通违规（比如，超速、闯红灯、未给车辆让行或者未
服从交通管制）以外的任何违法行为使您在受雇期间遭
到逮捕或刑事调查的情况。公司仅在适用法律要求或允
许的情况下考虑您遭受的逮捕和指控，并且披露未决逮
捕或指控或定罪并不一定会使您失去工作资格。如果您
对遵守此要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员工关系部。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全球背景调查政策
• 行为风险管理计划
• 《员工手册》
• HR Connect 上的员工关系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 适用的当地和业务线具体指南

配合职责
您必须充分并诚实地配合任何内部或外部调查或审计，
或任何监管检查或受法律保护的信息的索取。您需要了
解和遵守有关联系监管机构的任何适用业务具体政策和
程序，其中可能要求您向经理和／或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和／或全球监管关系部报告相关联系。此外，若您遭受
外部调查，您必须立即通知您的经理，除非法律、法规
或调查机构禁止您这样做。

更多信息请访问：

• 行为准则 Flagscape 网站
• 《员工手册》
• HR Connect 上的员工关系
• 风险管理 Flagscape 网站
• 全球监管关系 Flagscape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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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效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在组织
的哪个部门工作，有效管理风险均是实现我们的目标和
价值观的基础——包括实现负责任的增长。

通过风险框架，我们可以了解风险管理方法以及每位员
工的风险管理责任。有效管理风险的文化：

• 要求我们在所有活动中注重风险
• 鼓励采取必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以进行有效的风险

管理
• 在我们的风险偏好范围内促进合理承担风险。

践行我们有效管理风险的文化：

发挥主动性

  让自己和彼此主动承担责任，践行我们的价
值观、负责任地行事以及主动发现和解决问
题。在作出决策时假设自己的声誉处于危险
中。

提出您的意见

  大胆直言并营造让其他人自在地分享他们的
疑虑的环境。鼓励并表彰发现和报告潜在风
险的员工。

在理智上保持好奇

  定期与员工进行有关风险的坦诚对话。互相
挑战、客观思考并共同努力以作出明智的决
策。

当所有员工都能够对风险管理承担个人责任时，有助于
公司产生优势和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并支持我们为服务
顾客、客户、社会、股东和员工所做的工作。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风险框架。

风险框架的组成部分

流程

风险
偏好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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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告

 
 

 

 
  

 
         

     

主要风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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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事
在全公司保持我们管理风险的文化，对我们的成功和我
们为推动负责任的增长所付出的努力至关重要。我们承
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支持负责任的增长，这意味着，
当我们帮助顾客和客户改善财务状况时，我们必须始终
以公平、诚实和正直的态度行事。

利益冲突
在正常业务过程中，Bank of America 的员工经常面临实
际存在、潜在和被视为存在的利益冲突。当您的个人利
益或您代表公司开展的活动影响或看似影响公司、股东
或客户的最大利益时，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当您采取
的行动或拥有的权益使得您难于客观地执行公司工作
时，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来
识别、减轻、披露或限制可能导致冲突的业务活动或做
法。您必须注意的一些潜在利益冲突包括：

• 员工间的私人关系
• 员工之间互赠礼品
• 企业机会
• 慈善捐款和招揽
• 外部商业活动
• 工作之外的活动
• 贿赂和腐败
• 礼品和招待
• 美国政治捐赠和活动
• 与政府工作人员 

（联邦、州和市政府）的联系
• 与第三方的联系

确定潜在利益冲突的考虑事项有：

您有责任根据适用的法规要求和 Bank of America 政策 
（包括本《准则》），识别、管理并上报（向您的经理
或合规与操作风险官）实际存在、潜在或被视为存在的
冲突。确定潜在利益冲突的部分常见考虑事项有：

• 感知：他人是否会察觉活动或交易存在潜在冲突？

• 意图：提议或要求是否意图影响接受人或您的
判断？

• 影响：若您参与活动，公司、其员工、其股东或其
客户是否处于劣势或受到不利影响？

• 客观性：您参与活动是否会影响客户或您的判断或
您客观做出任何业务决策的能力？

• 时间考虑事项：外部商业活动所需时间或外部利益
是否会影响您有效履行对公司、其股东或其客户承
担的工作职责的能力？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利益冲突 ——企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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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间的私人关系
虽然您可以与也在 Bank of America 工作的人士存在私人
关系，但必须确保雇佣决定、报告关系以及其他雇佣条
款和条件（例如给予休假、调整工作时间表或其他可能
有利的工作安排）不会引起任何利益冲突，或出现利益
冲突。

如果您与另一名员工存在私人关系，且其中一方对另一
方的雇佣、薪酬、审批权限、监管链或工作条件有直接
或间接影响力或权力，则可能产生实际存在或被视为存
在的利益冲突。私人关系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家人、1 

密友、亲密或恋爱伴侣、室友、保姆和／或房客／房
东。此外，您必须避免会造成利益冲突的工作场所关
系。例如，禁止经理与下属或其指挥链中的任何人约会
或发生性关系。如果您的私人关系可能导致此类冲突，
或者您不确定特定私人关系是否会导致冲突，请上报给
您的经理、人力资源部或员工关系部。

注：美林证券财富管理遵守关于雇佣亲属的业务线具体
指南。请联系您的经理、员工关系部或在线咨询，获取
更多信息。

员工之间互赠礼品
当您向其他员工提供礼品或接受其提供的礼品时，尤其
当相同汇报关系内或影响职权内的员工之间互赠礼品
时，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员工必须运用良好的判断力，
确保任何礼品对特定场合是合理的，并未过度或频繁，
不会形成任何表面上的利益冲突，并且不会被视为报酬
或业绩奖励。

请注意，您可以提供与生活事件或节假日（例如婚礼、
生日、出生）有关的礼品，但情况应表明这是生活事
件——而非 Bank of America 的雇佣关系——并且是提供
礼品的激发因素。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利益冲突——企业政策
• 反贿赂反腐败——企业政策
• ABAC 礼品和招待——企业政策
• 礼品和招待常见问题
• ABAC 美国政治活动——企业政策
• 美国政治活动常见问题
• 外部商业活动——企业政策
• 《员工手册》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 适用的业务线具体指南

1 就本《准则》而言，“家庭成员”包括员工的配偶或家庭伴侣、子女
（包括收养子女）、父母、祖父母、孙子女、堂／表兄弟姐妹、姑婶
姨、叔伯舅、侄/甥女、侄子/外甥、兄弟姐妹、配偶父母、配偶兄弟
或配偶姐妹，或员工配偶或家庭伴侣、上述人士的重组家庭关系， 
或住在员工家中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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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机会
有机会时，您还有责任帮助公司促进其合法利益。因
此，您不得通过以下行为剥夺公司机会：

• 与公司竞争或利用企业财产、信息或您的职位谋取
个人利益。

• 自己利用通过使用公司财产发现的机会或属于公司
的机会，或帮助有意转移企业机会谋取自身利益的
其他人士这样做。

慈善捐款和招揽
在客户或供应商的请求下向慈善机构捐款以作为保留或
招揽业务的方法，或当员工要求客户或供应商向慈善机
构捐款以换取手续费减免、优惠条款、产品或服务时，
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当员工向作为直接客户的慈善机构
和／或作为员工的直接客户的慈善委员会成员或与政府
工作人员有关的慈善机构捐款时，也可能被视为存在
冲突。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利益冲突 Flagscape 页面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 适用的业务线具体指南
• ABAC 企业政策

问：�过去 5 年里，我每年向我最喜欢的慈善机构的地
方分会捐款。我刚知道我的一名客户被邀请加入该
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我可以继续向该慈善机构捐款
吗？

答： 可以。您有一条在客户加入董事会之前向该慈善机
构捐款的历史记录；不过，您将来在作出大量增加
捐款金额的决定之前，应与您的经理及/或合规和
经营风险官进行审核。

问：�我的女儿目前正在研修金融学学士学位。我能否将
她的简历发送给招聘人员以获得我们团队开放的实
习机会？

答： 不能，您不可以利用您在银行的影响力和职位为您
自己或家庭成员谋取私利。但是，我们欢迎您的女
儿按照正常的标准招聘流程成为公司的实习生。如
果基于她的优点选择了她担任某个职务，也不允许
将家庭成员安排在同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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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商业活动
您在 Bank of America 的职责之外进行的活动，建立的雇
佣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或其他风险。您不
得在承担 Bank of America 职责和责任以外，代表公司或
表现出代表公司进行任何业务交易。对于参加需要获得
批准的活动，在参与外部商业活动之前，您必须在员工
投资监控 (AIM) 系统内披露该活动。

您被允许有限地使用 Bank of America 资源（包括但不限
于实体空间、物品、通讯方法或时间）促成上述外部商
业活动和关系。但是，您不得允许任何外部商业活动、
社会活动或慈善活动影响您的工作表现，不得使用 Bank 

of America 的资源开发与外部商业活动相关的发明，并
且不得存储任何与在银行大楼举行的外部商业活动相关
的重大非公开信息 (MNPI) 或其他敏感数据。除少数例外
情况外，Bank of America 一般不鼓励员工以个人身份服
务盈利组织董事会，特别是上市公司董事会，这需要另
外批准。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外部商业活动——企业政策
• 主要工作之外的商业利益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 适用的业务线具体指南

工作之外的活动
所有员工应以符合高标准职业行为并有利于赢得公众信
任和信心的方式行事。

您必须了解，您的工作之外的行动有可能影响 

Bank of America 的声誉／品牌、客户关系、同事关系或
您的职责。如果您工作之外的行动与 Bank of America 相
关联，即使这种关联是非预期的，也可能产生实际存在
或被视为存在的利益冲突或行为问题，特别是当行动与
我们的价值观或本《行为准则》相冲突时。

工作之外造成实际存在或被视为存在的利益冲突的行动
（不包括涉及雇佣条款及条件的受保护发言）可能导致
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将被解雇。

问：�我被邀请担任当地非盈利组织的委员会成员。我是
否需要获得批准？

答： 您在担任组织（无论是盈利或非盈利实体）的委员
会成员之前，必须获得批准。如欲获得额外指引，
请访问 Flagscape 上的外部商业活动。

问：�我如何披露外部商业活动？

答： 需要获得批准的所有活动必须通过 AIM 系统披露。
该等披露将方便您获得主管的批准以及该活动可
能需要的其他批准。如欲获得额外指引，请访问 

Flagscape 上的主要工作之外的商业利益。

问：�如果一项外部商业活动在之前已经获得批准，是否
还需要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答： 是，如果之前披露的外部商业活动的详情发生变
更，您必须在 AIM 系统内更新您的披露信息。Bank 

of America 可能随时拒绝或撤销批准，并且您必须
在公司确定的约定时间内停止参加该外部商业活
动。如欲获得额外指引，请访问 Flagscape 上的主
要工作之外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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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和腐败
您不得出于不当影响决策、获取优势或获取或保留业务
的目的，向任何客户、政府工作人员或任何其他人士
提供、承诺或提议金钱或任何有价物品。若您有上述行
为，您可能因为违反法规而给自己和公司带来民事和／
或刑事责任及重大名誉伤害，并破坏顾客、股东和社会
的信任。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反贿赂和反腐败 Flagscape 网站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礼品和招待
在金融服务业，提供礼品和招待（包括宣传物品）是
习惯性做法；但许多国家／地区设有管理这些活动的
规则。您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以避免可能给 Bank of 

America 造成民事或刑事责任，或有损公众对 Bank of 

America 信任的不当行为或看似不当行为。

接受客户、潜在顾客或第三方提供的礼品或招待或向其
提供礼品或招待时，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您必须确保互
赠礼品或招待是合理的，出于合法商业目的（除非是个
人性质），并且符合我们的企业和当地政策。

您不得提供或接受铺张、频繁或过多的礼品或招待，以
免它们被视为不当行为。您的礼品和招待活动可能限制
在具体款项限额内（或本地货币等价物），和／或受事
先批准的特定标准规限。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利益冲突——企业政策
• 员工之间的私人关系（《员工手册》）
• ABAC 礼品和招待——企业政策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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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捐赠和活动
一般而言，您可在适用法律限制内向候选人、政党和委
员会提供个人政治献金。根据行业法规和联邦、州或当
地法律，特定业务范围的员工或承担特定保险责任的
员工可能被限制提供部分政治献金，或参与特定政治
活动。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强迫或迫使其他员工提供政治
献金。员工不得在公司场所利用任何公司资产或人员 
参与政治筹款活动或征集活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反贿赂和反腐败 Flagscape 网站
• ABAC 美国政治活动——企业政策
• 美国政治活动常见问题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联系
若被视为利益冲突或交换条件，您不得向任何政府、机
构、国家拥有或控制企业的任何工作人员、政党或政治
职位候选人提议、提供或承诺提供款项或任何有价物
品。与政府实体及其工作人员联系可能给公司及其员工
带来各种公共政策、法律及合规风险。您必须获得经理
和合规与操作风险官的事先批准，才能向政府官员提供
任何礼品和招待。

请查看 ABAC 礼品和招待 —企业政策以获取更多信息，
包括该政策涵盖的政府实体／工作人员的类型。与政府
工作人员联系时应当特别警惕，且不得做出看似有意不
当影响 Bank of America 业务关系的行为。

本条的任何内容不应禁止员工向政府机构提起申诉，例
如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金融业监管局、全国劳资关
系委员会、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以及类似的监管
实体。

更多信息请访问：

• ABAC 礼品和招待——企业政策
• ABAC 美国政治活动——企业政策
• 美国政治活动常见问题
• 员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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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方的联系 
Bank of America 在许多流程、运营和产品方面都使用
第三方，确保这些外包的活动安全稳健地开展并且符合
所有适用政策、法律和法规。我们在整个供应链引入
第三方旨在为我们在全球开展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工作提供支持。我们致力于让公司使用更加多元化的
第三方，并且促使整个供应链进行具有影响力的环境和
社会变革，以完善我们开展业务的社区。请参见我们的
《供应商行为准则》，了解关于我们对第三方的 ESG 期
望的更多信息。

第三方在帮助我们的八条业务线和管控职能部门发挥能
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第三方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关
系可能产生利益冲突。若您获授权向提供商品或服务的
第三方批准或给予订单、合同、承诺或雇用，您必须依
据客观业务标准行事，以避免任何实际存在或被视为
存在的偏袒。Bank of America 员工与第三方（也可能是 

Bank of America 客户）之间的联系必须依据所有适用的 

Bank of America 政策和公平交易原则进行。

全球采购部是 Bank of America 负责制定第三方风险管理
框架的组织。该计划包括业务和风险管理活动的要求，
支持公司以在管理第三方参与和生命周期方面保持一
贯、持续和有效的基于风险的流程为目标。全球采购部
必须参与所有第三方互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

• 第三方——企业政策
• 第三方管理 Flagscape 网站
• 供应商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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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平和诚实地沟通
回应媒体询问
我们通过在较大的营销、通讯、公共政策和公司事务活
动中与新闻媒体接触，努力促进和保护 Bank of America 

品牌。若媒体记者或成员联系您或与您接触，并要求您
代表公司发言，您应指引他们联系 Bank of America 新闻
编辑部的记者资源组。唯有 Bank of America 媒体关系部
人员指定的员工方可获授权作为发言人为公司以及代表
公司与媒体交谈。

如果您即将代表公司与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进行对话
或沟通，您必须获得媒体关系团队成员的批准，并遵守
适用的业务线具体政策和程序。包括请求代表公司就公
司业务、计划或策略、组织或行政事宜、营运业绩提供
信息或评论，或者请求有关公司绩效的信息。还包括请
求代表公司就“公开发布”、“不公开发布”或“背景
基础”提供评论或信息。未经媒体关系部和法务部的事
先参与和批准，禁止员工代表公司向媒体成员提供公司
机密或专有信息概要，例如内部会议电话、网络广播、
内部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资料或演示文稿。

该等政策无意侵犯或违反您受适用的雇佣、证券或其他
适用法律、规则及法规保护的权利。但是，除非公司政
策明确规定或如本《准则》中的员工须知所述，您不得
披露在公司工作过程中获得的重大非公开信息 (MNPI)、
专有、机密或私密信息或任何机密的客户或顾客信息。
若媒体就与公司无关的事宜联系您，但具体情形可能对
您受雇的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或者引发高度的媒体关注，
您必须提醒您的经理和媒体关系部。尽管具体情形并未
直接涉及公司，但媒体可能会关注您与公司的隶属关
系，因而向您和媒体关系部提出问题，给公司带来声誉
上的风险。

更多信息请访问：

• Bank of America 新闻编辑部
• 媒体关系部
• 员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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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通讯和社交媒体
电子通讯帮助我们提高整体业务效率，并且是 Bank of 

America 业务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守所有适用的电
子通讯政策，维护顾客信任，保护我们的品牌，并使风
险最小化。

所有员工有责任利用公司批准的通讯设备、批准的应用
程序和批准的连接服务共享公司信息，包括重大、非公
开、专有、保密或私密信息。

使用内部和外部系统、设备、工具和应用程序的所有
电子通讯活动均在法律许可的最大范围内接受 Bank of 

America 或其代表的监控和保留。3 通讯活动可能包括但
不限于电子邮件、短信文本、即时消息、聊天、语音、
视频、协作工具和网络流媒体和视频电话，包括社交媒
体聊天和协作功能。

遵守我们的书面通信原则意味着员工不得使用未经公司
批准的应用程序或设备进行与业务相关的书面电子通

信。未经批准的应用程序包括手提电脑、平板和个人
手机等个人设备上通常具备的个人通信功能。该等个人
通信功能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电子邮件、数字和短
信文本、即时消息、聊天、iMessage，以及音频/视频协
作工具。公司无法监控、保护、生成或保留来源于未经
批准的应用程序或个人设备的业务相关通讯。

允许您个人有限地使用公司管理的设备和应用程序、互
联网和电子邮件进行个人通信。公司将对资源的使用进
行监督和检查，以确保不会对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
样做时，您必须维护系统的完整性（例如监控恶意软件
侵入或不当数据传输），并避免可能使公司承担责任或
风险的活动（例如非法骚扰或行为的索赔）。

所有电子通讯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内部和外部）必须符
合本《准则》及美国的《员工手册》和其他国家/地区制
定的《员工手册》中的标准（如适用）。与有关公司的
任何通讯一样，您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以符合道德的方
式行事。您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不仅会影响您的个人和
职业形象，还会影响公司的品牌。包含歧视性言论、骚
扰和暴力威胁或类似不当或非法行为的社交媒体文章或
其他内容是不可容忍的，并且可能导致员工受到纪律处
分，甚至被解雇。此外，您应了解任何业务线具体社交
媒体政策，以及由于法规要求而可能受到的其他限制。

更多信息请访问：

• 电子通讯保留——企业政策
• 电子通讯指引
• 《员工手册》
• Bank of America 的社交媒体 Flagscape 网站
• 业务线具体社交媒体政策和其他限制

2  在美国以及允许的其他国家/地区，并基于当地法律和法规（如适用），对于通过公司控制的或可公开获得的系统、平台、硬件或软件（包括任何可公开获得的
社交媒体，无论是否由公司控制）发送或储存的电子通讯，员工不应抱有任何隐私期望。如对本地法律和限制存有疑问，员工应联系其所在地的合规与操作风
险官或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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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护信息
客户信息
我们致力于遵守客户的隐私权，通过负责任、合法的信
息收集、处理和使用办法，保护他们的个人和财务信
息。除非出于适当业务目的，否则您不得查阅或使用客
户信息，且您必须保护客户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我们
的内部隐私和信息安全企业政策及标准提供有关保护客
户信息义务的更多详细信息，支持我们关于负责任地处
理个人数据的承诺，即尊重个人的隐私权并适当地使用
个人数据。您还应熟悉所有机密信息的“需要了解”原
则，包括与公司客户有关的 MNPI。

从监管机构收到的监督信息
从我们的监管机构收到的监督信息3必须视为机密信
息。根据机构，该等材料可能被视为未经明确书面同
意，Bank of America 无权分享或传播的政府财产。从监
管机构收到的信息应受到保护且未经适当的授权不得在 

Bank of America 之外传播。这些信息只应与公司内部 
“需要了解”该等信息的其他员工分享。如需了解更多
信息，请咨询全球监管关系部。

Bank of America 信息
您必须保持信息安全并且不披露与 Bank of America 有关
的机密或专有信息，例如可能被竞争对手利用的商业计
划、市场状况，或披露后可能对公司或其客户不利的信
息，以及第三方信息。这些信息只应与公司内部“需要
了解”信息以履行其职责的其他员工分享。对于基于 
“需要了解”分享 Bank of America 的相关信息，如果您
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经理。

员工信息
您不得访问其他员工的信息或使用其他员工的信息，除
非出于适当的业务目的，并且您必须保护该等信息的
机密性和安全。承诺保护员工信息——企业政策列明了
关于员工、经理和第三方处理美国员工信息方式的要
求。在美国境外，各个国家/地区均制定了数据保护须
知 (Data Protection Notices, DPN)，请向当地人力资源合
伙人或合规与操作风险官索要。

第三方信息
您必须保密并保护有关 Bank of America 购买产品或服
务的任何信息或 Bank of America 从第三方获得的其他
信息。分享此类信息可能会对 Bank of America 和该
第三方造成竞争伤害，为 Bank of America 或该第三方的
竞争对手提供不当优势，并违反 Bank of America 与该
第三方签订的协议。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违反适用
于 MNPI 的“需要知道”原则。

更多信息请访问：

• 隐私和跨境数据传输——企业政策
• 信息安全——企业政策 

• 信息墙——企业政策
• 安全和隐私 Flagscape 网站
• 企业数据管理——企业政策
• 第三方——企业政策 

• 第三方管理 Flagscape 网站

3  监管信息包括与适用银行监管机构检查和监督公司有关的任何信息或材料、回应或提及与银行监管机构的检查或监督有关的非公开信息的公司
材料，以及与适用银行业监管机构的通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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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America 的知识产权
根据《专有权利和信息协议》，您为 Bank of America 创
建或在使用 Bank of America 资源时创建的任何及所有资
产均为公司财产，即使您从 Bank of America 离职，该等
资产仍为公司财产。

我们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权利。您不得以违反保密义务
或知识产权法的方式获取、使用、出售或分发他人的知
识产权。

更多信息请访问：

• 知识资本和财产 Flagscape 网站 

• 专有权利和信息协议

问：�在 Bank of America，我能否利用从前雇主处获得
的材料？

答： 在 Bank of America，您不可使用、参考或分发从前
雇主处获得的任何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操作手册、
手册、软件代码、分析模型以及任何其他非公开的
信息。同样，在您未来的雇主那里，您也不得利用
从 Bank of America 获得的材料。欲了解更多信息和
指引，请访问《专有权利和信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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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杜绝滥用信息
有关交易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限制
如果您拥有任何公司（包括 Bank of America）的 

MNPI，无论是个人还是间接通过他人，均不得买入、
卖出、推荐或交易该公司的证券或金融工具。根据证券
法，该等活动可能构成内幕交易，因为其通过非法允许
个人或公司从信息中获利，而该信息乃大众无法获得的
信息，因此涉及到证券市场欺诈。

此外，您不得向可能滥用此类信息的其他人（包括家庭
成员）传达或披露此类信息。1若如此，不仅会违反您
的信托或保密责任，还可能违反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以
及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

您必须熟悉、理解和遵守信息墙——企业政策以及与您
的职责领域有关的所有其他政策和程序，并注意有关
限制证券交易和其他活动的特定指导，包括在获得到 

MNPI 后。

作为员工，您在买卖 Bank of America 证券方面还有其他
限制，包括：

• 如果您是 Bank of America 的一名董事或高管，或已
被公司指定为一名内幕人士（指定内幕人士），则
您在交易 Bank of America 证券之前必须获得批准。

• Bank of America 的董事、高管或指定内幕人士不得
参与 Bank of America 证券相关的对冲交易、投资交
易或证券衍生产品交易。禁止卖空和交易有关 Bank 

of America 证券的卖权、买权、预付可变远期合同、
股权互换、上下限期权或外汇基金以及其他期权或
衍生产品。

• 其他 Bank of America 员工不得参与 Bank of America 

证券的投机交易。禁止卖空和交易有关该等证券的
卖权、买权和其他期权或衍生产品，除非此类交易
出于善意对冲 Bank of America 证券现存的多头（例
如，出售看涨期权或认购看跌期权）。

对于交易是否可能具有投机性，若您存在任何疑问， 
请咨询您的经理、合规与操作风险官或法务部。

更多信息请访问：

• Bank of America 证券交易的额外指引
• 信息墙——企业政策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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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MNPI 或重要非公开信息？
MNPI 的定义很宽泛。如果理性投资者认为信息在做出
投资决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则您应将该信息视为重要
信息（例如，如果公开，可能影响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市
场价值的任何信息）。在评估重要性方面，没有明确标
准。相反，重要性以对所有事实和情形的评估为依据。
这可能包括并购信息、领导层或董事会变更、重大网络
安全漏洞和盈利相关的信息以及其他重要财务信息。您
应将未广泛传播或未被投资公众广泛知晓的信息视为非
公开信息。

在其他司法管辖区，MNPI 经常指“内部信息”或“价
格敏感信息”。虽然 MNPI 与“内部信息”或“价格敏
感信息”相似，但它们并非完全相同。您应该熟悉适用
于特定业务或特定管辖区的政策和程序，如有疑问，请
咨询您的合规和经营风险官。

更多信息请访问：

• 信息安全——企业政策
• 信息墙——企业政策
• 国家/地区的具体政策和政策
• 适用的业务线具体指南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问：�使用个人设备进行语音通信是否有任何限制？

答： 允许使用个人设备进行语音通信，前提是员工不受
任何录音要求或义务的约束。受任何录音要求约束
的员工必须使用公司管理的设备，并且应参考其特
定的业务线要求。但是，需要提醒员工的是，不
允许通过个人设备发送或接收与业务相关的书面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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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护 Bank of America 资产
我们必须妥善保管和保护 Bank of America 的财产和资产
免遭盗窃、丢失、疏忽、浪费和网络安全威胁。您应有
效使用银行的财产和资产，并仅用于合法商业目的。

您不得：

• 盗窃、挪用或侵占 Bank of America 款项、资金或任
何有价物品。根据法律和 Bank of America 政策，您
这样做可能导致法律诉讼和/或纪律处分。

• 将 Bank of America 资产用于谋取个人利益或好处。
这包括将您通过工作获得的机密或专有信息用于个
人用途。

• 将 Bank of America 资产带出其场所，除非您有权这
样做或经过经理批准。

• 将 Bank of America 官方信纸、企业品牌、文件、名
称、商标或标识用于获取商业利益。

• 滥用您的互联网、电话或电子邮件特权。请参阅本
《准则》的电子通信和社交媒体部分以了解详细信
息。

您应保护公司配发的硬件、软件和设备，防止被盗、丢
失或未经授权使用。您必须保护您的登录凭据，并在打
开电子邮件附件或点击链接时格外小心，以免给公司带
来严重的恶意软件风险。您应立即向 Infosafe 报告任何
以下可疑或实际存在的事件：

• 数据泄露、错发电子邮件或丢失文件 

• 未经授权试图访问我们的网络或工作区
• 电子设备或胸卡丢失或被盗，包括用于开展业务的

许可个人设备（例如智能手机） 

• 社会工程学，例如冒充客户或员工
• 未经授权访问或上传机密或专有数据
• 不寻常的数据库或系统日志异常现象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员工手册》
• 企业欺诈风险管理标准
• 信息安全——企业政策 

• 信息墙——企业政策 

• 专有权利和信息协议
• 适用的业务线具体指南

Bank of America 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创新
• 客户名单或信息
• 知识产权
• 数据处理系统
• 款项和资金

• 数据库
• 记录
• 设备
• 参考资料
• 家具
• 报告
• 文件

• 物品
• 创意
• 技术
• 关于 Bank of America 的

业务（包括公司或客户
交易）的信息 

• 公司的信息系统和私有
电脑系统，包括您的电
子邮件和互联网访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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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遵守法律和法规
无论是个人还是代表 Bank of America，您均不得做出
违反任何法律、规则、法规或公司内部政策或程序的
行为。

信息查询系统 (TRMS) 用于报告潜在的可疑或欺
诈活动。请参阅 Flagscape 上的风险管理项下的金
融犯罪网站了解有关金融犯罪的详细信息，以及
如何通过信息查询系统 (TRMS) 报告潜在的可疑
活动。

反洗钱和经济制裁
洗钱是犯罪分子企图将（来自违法活动的）“脏”钱通
过金融机构转移，以让“脏”钱看起来“干净”（令其
看上去具有合法来源）的过程。

经济制裁是对各种活动（包括提供金融服务或进行交
易）施加严格限制的外交政策工具。由政府或国际机构
施加，以试图就某些特定目的隔离或阻止特定的个人、
实体或司法管辖区。

这些规定针对的是诸如犯罪分子等从事危害我们和我们
社区的活动（例如，人口贩运、腐败、毒品贩运、欺
诈、野生动植物贩运和恐怖主义融资）以及威胁国家安
全的人。

我们均有职责帮助防止犯罪分子和制裁目标使用 Bank 

of America 的产品和服务。这包括了解我们的客户、识
别和上报可疑活动，及上报与受制裁国家、个人或企业
进行交易的不法事件的义务。请浏览 Flagscape 的风险
与合规下的金融犯罪，了解如何履行您的职责。

我们必须遵守反洗钱规则和经济制裁，因为我们在帮助
调查人员追踪资金并防止犯罪分子和制裁目标使用其资
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因为未能履行这些规则所规定的义务
而被全球监管机构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

更多信息请访问：

• 金融犯罪企业政策
• 金融犯罪全球标准
• 金融犯罪 Flagscape 网站



32 | 2023 年行为准则 | 我们遵守法律和法规

协助逃税
如果相关人员（例如员工、代理人、服务提供商和供应
商）在代表公司工作时提供服务以协助逃税，Bank of 

America 的声誉可能受到损害，或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
责任4。

逃税是不诚实、违反税则的行为（例如，故意不报告或
因为粗心大意而未报告收入或资本收益，或未缴纳应交
税金）。此类行为应与未涉及不诚实行为并且未违规
的“纳税筹划”区分开来。

当您发现客户（企业实体或个人）有逃避支付正确数目
的税金的不诚实意图时，无论通过您自己的行为（例如
您提供建议）或故意忽视不诚实行为，均意味着您在明
知的情况下协助逃税，并构成助长逃税的行为。有一些
行为会导致出现该情况，例如：您在履行指导交易或建
立账户的职责时，协助某人逃缴税款；或您被要求以异
常的方式划拨款项以逃避必要的纳税义务。

您应了解并警惕此问题，确保您不会在明知的情况下协
助逃税。在得知或怀疑发生任何逃税行为后，必须向全
球金融犯罪部报告。

更多信息请访问：

• 金融犯罪企业政策
• 金融犯罪 Flagscape 网站
• 信息查询系统 (TRMS)

• 全球金融犯罪官
• 合规与操作风险官

4 例如，英国政府新设立了针对企业实体（例如银行及其子公司）的罪
名，如果某人代表实体协助逃税（无论应在何处缴税），实体将承担
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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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与记录
准确的记账和报告体现了我们的声誉、正直性和公信
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均能促进我们的股东利益。您必
须根据法律、监管和运营要求准确登记账簿和记录，包
括但不限于客户交易的任何记录系统、银行财务记录
等。

所有负责编制公司财务报表的员工，或作为该流程一部
分而提供信息的员工，必须维持和遵守内部会计和运营
控制措施与程序，以使所有相关交易（无论是 Bank of 

America 内部还是与第三方的交易）均得以妥当记载、
记录和报告。

此外，对于 Bank of America 向监管机构或其他大众传播
机构存档或提交的报告和文件中的披露，我们均有责任
促进其完整性、公平性、准确性、及时性和易懂性。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全球记录管理——企业政策
• 全球记录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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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负责任地开展金融事务
您应负责地开展个人金融事务，并保持业务开支井井有
条。您负责以下方面的金融活动：

个人借款和贷款
为避免潜在利益冲突，您不能以个人名义从客户或供应
商借入或向其借出资金，除非借贷通过机构的正常借贷
业务进行，并且以非优惠条件获得。

另外，不允许从其他员工借入或向其借出资金（除非他
们是家庭成员）。允许偶尔进行价值微不足道的借贷 
（例如午餐、晚餐或即时报销的社交活动），前提是不
收取利息。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利益冲突——企业政策 

• 《员工手册》

业务开支 
为了尽可能降低金融和监管风险，您必须按照企业政策
的要求，准确、及时报告您的业务开支。您也不得将商
务信用卡用于适当业务开支以外的任何用途。

您不得直接从第三方进行企业采购，或（除非得到特别
授权）代表公司与第三方签订合同，因为公司已针对高
效与合规采购、签约以及为购自第三方的产品和服务付
款制定要求。您必须及时提交和批准供应商的付款发
票，避免因延迟付款导致金融、监管或声誉风险。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员工发起的开支——企业政策
• 企业支出标准
• 第三方——企业政策

个人账户和费用 
如《员工手册》所述，禁止滥用 Bank of America 个人
账户和银行服务（例如，银行发行的个人借记卡或信
用卡）。此外，在现有政策不允许您进行交易的情况
下，您不得处理交易（例如退款）。并且，您不得就代
表 Bank of America 所开展的任何交易接受私人费用或佣
金，除非您经特别授权可以这样做。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利益冲突——企业政策 

• ABAC 礼品和招待——企业政策
• 《员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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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视每一名员工和团队成员
多元化和包容性
我们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承诺有助于使我们的公司成
为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员工的多元化——在思想、风
格、年龄、性取向、性别、性别认同和表达、民族血
统、种族、族裔、文化、残疾、宗教、退役状况和经历
方面——让公司更强大，并且是我们能够服务客户、实
现目标和推动负责任的增长的基础。

多元化还使我们能够拥有新颖的观点与视角，再加上包
容性，有助于营造创新环境，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可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建立事业以及为我们公司负责的增
长做出贡献。

因为我们具有代表性的、先进的工作场所实践和促进包
容性的举措，我们被公认为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的领导
者，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平等雇佣机会和平权行动——企业政策
• 对残疾员工的承诺 

• 《员工手册》
• 多元化和包容性 Flagscape 网站

骚扰、歧视和报复
在 Bank of America，我们致力于营造一个包容和尊重的
工作环境。

歧视、骚扰和报复是不可接受的，并且与公司的价值观
背道而驰。银行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非法歧视或骚扰，
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防止骚扰、歧视和报复——企业政
策中列明的口头、身体、视觉、性行为和虐待行为 
（欺凌）。

这些期望适用于工作场所，包括公司赞助的活动或当 
您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或进行与雇佣或工作相关的其他外
部活动时（例如与同事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或表彰活
动），无论是在正常工作时间或工作之余。不得在提供
色情或其他不当娱乐活动的场所进行此类活动（包括款
待）。

您不应容忍歧视或骚扰，并且应向您的经理、人力资源
部／员工关系部和／或道德与合规热线报告您遭遇或发
现的任何此类行为。

公司将调查被举报的受禁止行为和／或报复事件。公司
将根据情况尽可能彻底地进行调查。如果公司发现违反
本政策的行为，或发生性、歧视或报复性质的其他不当
行为，公司将对其进行纪律处分，甚至包括解雇。

更多信息请访问：
• 防止骚扰、歧视和报复——企业政策



工作场所暴力
Bank of America 努力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让员工可以
礼貌和尊敬地对待彼此，并以专业、不具侮辱性和威胁
性的方式解决任何差异。

严禁工作场所暴力，这不仅包括身体暴力的行动或威
胁，还包括攻击性的举止或行为，例如骚扰和欺凌。

禁止在工作场所或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时持有武器，无论
是否获得许可。我们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了解我
们在工作场所内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我们
都有责任报告不当行为，防止其发展成工作场所的暴
力——我们有责任如实报告我们发现的问题。如果需要
帮助，请联系人力资源部。

更多信息请访问：

• 无暴力工作场所——企业政策
• 无暴力工作场所 Flagscape 网站 

• 《员工手册》
• 人力资源
• 安全运营分析指挥中心 (SOACC)

家庭暴力
Bank of America 致力于支持因家庭暴力而遇到困难的
员工。

家庭暴力是伴侣为获得或者维持针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
权利及控制权而采取的一种虐待行为。鼓励需要帮助应
对家庭暴力影响的员工联系人力资源部，包括生活事件
服务家庭暴力支持团队或公司安全部。公司还禁止滥用
公司财物、机动车、电话、电脑或协助其他员工进行
家庭暴力行为，包括跟踪、骚扰或威胁。员工可通过 

lifeeventsupport@bankofamerica.com 联系美国生活事件
服务家庭暴力支持小组。

更多信息请访问：

• 无暴力工作场所——企业政策
• 无暴力工作场所 Flagscape 网站 

• 《员工手册》
• HR Connect 上的生活事件服务
• 安全运营分析指挥中心 (SOACC)

工作场所安全
我们致力确保全球各地团队成员的安全与保障。为避免
对您自身或周围人员造成风险，您必须遵循所有适用的
安全与保障程序，以及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法规。您应
将不安全的工作状况报告给您的经理或合规与操作风险
官。

更多信息请访问：

• 安全和安保 Flagscape 网站
• 安全运营分析指挥中心 (SOACC)

36 | 2023 年行为准则 | 我们重视每一名员工和团队成员



业务连续性
我们的业务连续性计划侧重于优先考虑客户和员工的人
身安全，同时针对设备和技术损失提前做好准备。计划
的目标是通过恢复关键业务功能和应用程序，为客户和
顾客提供不间断的服务。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Flagscape 上的业务连续性。

安全和业务连续性是每个员工的职责。您必须：
• 了解您所在建筑物的应急反应程序。
• 在 Workday 中更新您的个人联系信息。
• 发生业务中断之前与您的经理沟通，确保您了解您

在恢复工作中的职责。在灾难事件发生期间和之后
与您的经理保持联系。

• 对可能影响您所在地区的灾难事件保持警惕并做好
准备。在灾难事件发生时，遵循地方当局的指示。

• 时刻准备着关键联系信息。
• 将紧急通知和关联通信工具 (ENACT) 保存为您手机

上的联系人，并对 ENACT 消息做出适当响应（可能
要求您提供人员编号）。

• 请拨打每天 24 小时安全热线 (SOACC) 报告生命安
全和安保事件、抢劫、建筑物安保问题或任何可疑
活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

• 业务持续性管理——企业政策
• 业务持续性 Flagscape 网站 

• 安全运营分析指挥中心 (SOACC)

• Work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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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请参阅本《准则》中引用的以下按字母顺序列出的政策和资源（访问记录）

全球政策来源（内部）
反贿赂反腐败 (ABAC)——企业政策
ABAC 礼品和招待——企业政策
ABAC 美国政治活动——企业政策
业务持续性管理——企业政策
对残疾员工的承诺——企业政策 

保护员工信息的承诺——企业政策
薪酬治理——企业政策
投诉——企业政策 

合规培训政策
利益冲突——企业政策

国家/地区举报政策：
澳大利亚举报政策
法国举报政策
印度举报政策
爱尔兰举报政策
MLIQ 举报政策
英国举报政策

数据管理——企业政策
无毒品工作场所和酒精——企业政策
电子通讯保留——企业政策

员工发生的开支——企业政策
企业支出标准 

企业欺诈风险管理标准
平等雇佣机会和平权行动——企业政策
金融犯罪企业政策
全球背景调查——企业政策
全球合规——企业政策
全球记录管理——企业政策
全球记录管理标准
防止骚扰、歧视和报复——企业政策
信息安全——企业政策
信息墙——企业政策 

问题、风险、企业子问题和增强控制——企业政策
外部商业活动——企业政策
隐私和跨境数据传输——企业政策
注册和许可——企业政策
第三方——企业政策
防止不公平、欺骗性或侮辱性的行为或做法》(UDAAP) 

无暴力工作场所——企业政策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670816f0db885510VgnVCM200000efc8ab9e&pol=350d114c452a5510VgnVCM200000efc8ab9e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6f38b7669bc1a610VgnVCM100000eec8ab9e&pol=6e38402c3572a6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9218539dbcf1a610VgnVCM200000efc8ab9e&pol=b38829e451c2a6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9c4e5af6a7b5c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07097b156656c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b0a6aac3b0e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903b771c50e10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d1089bfc20814410VgnVCM2000003cccc5ab&pol=bbf29421f5d203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d1e8313fbd5fd310VgnVCM2000003cccc5ab&pol=a9fdb3a94d4fd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ab18de137025e510VgnVCM200000efc8ab9e&pol=d0f4e6d38675e510VgnVCM200000efc8ab9e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77184364f37be510VgnVCM100000eec8ab9e&pol=d7f3bfbe463ce5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94389271d490a610VgnVCM100000eec8ab9e&pol=f5df77706621a6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11110087/?ch=ac18f81fdedb9710VgnVCM100000ac06c9ab&pol=3269c53845dc97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tn=98b98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11110087/?ch=5d18f81fdedb9710VgnVCM100000ac06c9ab&pol=aa9ed359d9dc97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tn=98b98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11110087/?ch=cd18f81fdedb9710VgnVCM100000ac06c9ab&pol=b4ad52b3aadc97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tn=98b98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11110087/?ch=d228f81fdedb9710VgnVCM100000ac06c9ab&pol=bcb181d59cdc97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tn=98b98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11110087/?ch=dc18f81fdedb9710VgnVCM100000ac06c9ab&pol=9acb08ef87dc97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tn=98b98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11110087/?ch=2d18f81fdedb9710VgnVCM100000ac06c9ab&pol=20fe111cb8dc97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tn=98b98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9c560d5180ec0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2b19b9c845ec0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1dc6aac3b0e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fbb8e95d27f903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49ac5f6f0cd472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pol=81edd518d4e472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a62f7f6185af92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pol=f7017f6185af92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01080992528eb510VgnVCM100000eec8ab9e&pol=32286856ba3fb5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e43885e10a86f510VgnVCM200000efc8ab9e&pol=503cae97c7d925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c5b7aac3b0e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10c8771c50e10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fe04b51b54ada1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52419d119507b1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fce0b31894c3d310VgnVCM2000003cccc5ab&pol=81de65c7a263d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0608a8bc3480b410VgnVCM2000003cccc5ab&pol=48afb6a1f980b4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521b9669f2ea3310VgnVCM10000036ccc5abRCRD&pol=1b083cb52ce82310VgnVCM10000036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f10804f344944510VgnVCM200000efc8ab9e&pol=a960afc383954510VgnVCM200000efc8ab9eRCRD&tn=c7b1d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32480c0922e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757ce95d27f903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52f4e703f655b1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pol=2290534ea9a5b1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5e05e703f655b1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pol=91c187911165b1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7662cfa8a2d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69aab082e8d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2c1c77420b55b1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pol=ac2e77420b55b110VgnVCM10000038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5f93a17ec655b1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6d0ca7c89465b1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4a0c0be0f5405310VgnVCM10000036ccc5abRCRD&pol=df7da111e5405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cb53959853663310VgnVCM10000036ccc5abRCRD&pol=09e181cc7cb33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625e8ca93e615310VgnVCM10000036ccc5abRCRD&pol=cb6e8ca93e615310VgnVCM10000036ccc5abRCRD&tn=c7b1d
http://policy.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pmt08040002/?ch=88d80c0922eee2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pol=811f341b452e0310VgnVCM2000003cccc5abR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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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指引（内部）：
Bank of America 证券交易的额外指引
具有合规保留解决方案的应用程序
行为风险管理计划
数据保护须知 (DPN)

电子通讯指引
2022 年 Bank of America 手册
2022 年风险框架

Flagscape 网站（内部）：
反贿赂反腐败 

业务连续性
主要工作之外的商业利益
利益冲突
多元化和包容性
环境、社会和治理
金融犯罪
全球记录管理
全球监管关系部
信息安全团队
知识资本和财产、无形资产 

新闻编辑部 

隐私和跨境数据传输 

风险管理
安全和安保
Bank of America 的社交媒体
供应商行为准则
另外，请注意，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本可通过我们的
主页 BAC.COM 供应商管理页面获取。
第三方计划

联系人和系统：
Bank of America 媒体联系人 

行为准则邮箱
员工关系部
HR Connect

InfoSafe

生命事件服务
信息查询系统 (TRMS) 

Workday

外部网站：
年度报告和股东代理委托书 

Bank of America 新闻编辑部 

爱尔兰中央银行 (CBI) 

道德与合规热线 

欧洲中央银行 (ECB) 

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审慎监管局 (PRA) 

人权声明 

美国境外举报（欧盟指令披露） 

环境和社会风险政策框架 

投资者关系——产生影响 

须知 

《准则》豁免声明 

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和任何执行
人员或董事的任何《行为准则》豁免情况，必须
由董事会批准。公司将在网站上的投资者关系部
分或通过新闻会或适用法律、规则或法规要求的
其他公开呈报，即时披露任何此类豁免情况。

更多信息请访问：
• 投资者关系——行为准则

© 2023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 BRO-01-22-2822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RM_OpenAccessSite/_layouts/15/DocIdRedir.aspx?ID=3SPNP7HH3NMP-1876883286-152
https://mytechnology.bankofamerica.com/ux/rest/share/OJSXG33VOJRWKSLEHVAUOR2BIE2VMMCHLI4TIMCBKBCDKWCDHFIEGOJUHBLE6UCVLITHEZLTN52XEY3FKR4XAZJ5KJFU2JTUMVXGC3TUJFSD2MBQGAYDAMBQGAYDAMBQGAYDCJTQOJXXM2LEMVZFG33VOJRWKTTBNVST24TLNU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RM_OpenAccessSite/ECOR/Conduct Risk/Conduct Risk Management Program.pdf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employeedpns/Shared Documents/Employee_DPN_Launch_Page.pdf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ISPolicyPublicationDocuments/Shared%20Documents/02%20Supporting%20Standards/END%20Electronic%20Communications%20Guide.pdf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ECComms/ECComms/Employee%20Relations/Employee%20Handbook.PDF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RM_OpenAccessSite/COO%20and%20RR/Risk%20Framework/Risk%20Framework.pdf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51607d73ffa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fecbe9e94fb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80095556ba2f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3d5d7d73ffa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flagscape/menuitem.c4eacad8c194fea0f1e1a0e343e3abba/?vgnextoid=e430682097047510VgnVCM200000efc8ab9eRCRD&vgnextchannel=e430682097047510VgnVCM200000efc8ab9eRCRD&vgnextfmt=default&channel=yes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9239a4ab0dac9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b9b98bee1fe7e610VgnVCM100000ac06c9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38e6233b3cb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8c3f625c42b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fa87219eb2738710VgnVCM200000ad06c9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21c22d6353c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s://newsroom.bankofamerica.com/journalistresources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flagscape/menuitem.fae9b47594eab28f211649ede3cc5cba/?vgnextoid=f3231f76a7a76510VgnVCM100000eec8ab9e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6b6b7d73ffa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4a8447cc9eb78610VgnVCM100000178f96abRCRD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48f5c4108eb2d610VgnVCM100000628f96abRCRD
https://about.bankofamerica.com/content/dam/about/pdfs/Bank_of_America_Code_of_Conduct.pdf
https://about.bankofamerica.com/en/our-company/supplier-management
http://flagscape.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enterprise/menuitem.0c8dd6d3244595ef5bafd7216793525a/?vgnextoid=ba867caa9064e710VgnVCM200000ad06c9abRCRD&vgnextchannel=ba867caa9064e710VgnVCM200000ad06c9abRCRD&channel=yes
https://newsroom.bankofamerica.com/journalistresources
mailto:mailto:codeofconduct%2540bofa.com%3Fsubject%3D?subject=
https://hrconnect.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hrc15010092/menuitem.6d6e06fef3a2b6b71a46b3d521e3abba/?vgnextoid=4597ae487555e410VgnVCM100000773925a5RCRD
https://hrconnect.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hrc15010092/
http://infosafe.bankofamerica.com/
https://hrconnect.bankofamerica.com/portal/site/hrc15010092/menuitem.6d6e06fef3a2b6b71a46b3d521e3abba/?vgnextoid=1e5388d30895e410VgnVCM100000773925a5RCRD
https://trm.bankofamerica.com/
https://www.myworkday.com/ghr/login.flex
https://investor.bankofamerica.com/annual-reports-and-proxy-statements
https://newsroom.bankofamerica.com/journalistresources
https://www.centralbank.ie/regulation/protected-disclosures-whistleblowing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57597/index.html
https://www.ecb.europa.eu/home/html/index.en.html
https://www.fca.org.uk/firms/whistleblowing?field_fcasf_sector=unset&amp;field_fcasf_page_category=171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
https://about.bankofamerica.com/assets/pdf/human-rights-statement.pdf
http://sharepoint4.bankofamerica.com/sites/GRM_OpenAccessSite/_layouts/15/DocIdRedir.aspx?ID=3SPNP7HH3NMP-375601365-177
https://about.bankofamerica.com/en/our-company/environmental-social-risk-policy-framework?cm_mmc=EBZ-EnterpriseBrand-_-vanity-_-EB01VN00HY_esrpf-_-N/A
https://about.bankofamerica.com/en/making-an-impact
https://investor.bankofamerica.com/corporate-governance/governance-library/code-of-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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