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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咨询
办公室
年度报告

伊顿申诉咨询专员计划是
一种非正式渠道，来解决
伊顿内部的冲突。因此，有
别于与正式渠道联系，如
通过管理层或道德与合规
办公室，与申诉咨询办公室
联系均不会视作向伊顿发
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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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咨询办公室
总监致辞
从申诉咨询办公室上次报告以来，伊

顿度过了繁忙的18个月。经过几次并

购活动，伊顿增加了30,000多名新员

工。并购后，我们将申诉咨询专员计

划介绍推广到世界各地九十多个工作

地点的许多新员工之中。申诉咨询专

员计划欢迎大家！ 

本报告涉及内容从2013年1月至 

2014年6月，  汇总了在这18个月期间

与我们联系接触过的2,700多名员工

个案活动的数据。本报告也将简要

概述已推广申诉咨询专员计划的六

个新国家的情况，重点介绍我们的主

要活动，详细描述申诉咨询办公室的

作用和职责，并举例说明了典型个案

的情况。感谢世界各地自愿提供案例

引言的所有员工。本报告封面艺术来

自于申诉咨询的新宣传海报之一，这

些新的宣传海报即将张贴在伊顿世

界各地工厂及办公室。

2002年以来，申诉咨询办公室确保

伊顿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整个企业中

得以贯彻和应用提供着一种独特的

资源。如果您有任何工作相关的问

题，申诉咨询办公室便是一个保密咨

询的资源，您可以找到对我们企业文

化，价值观和运作有经验的申诉咨询

专员，倾听并帮助解决您的实际问

题。我们的服务配合伊顿的各种正式

渠道，如您的直属经理、公司全球道

德与合规办公室或人力资源部，但并

不取代任何正式渠道，也不会与这些

正式渠道竞争。

2014年5月，埃文·阿罗史密斯（Evan 

Arrowsmith），北美地区申诉咨询专

员，退休了。埃文对申诉咨询办公室

的贡献会被牢记在心。我们祝他一切

顺利，并感谢他多年来的服务。

本报告不仅使我们有机会向员工提

供信息，而且使我们能深入到员工之

中。重申我们及时回应、易于联系的

承诺，作为一个具有保密性、非正式

性和中立性的安全沟通渠道，让员工

们可以讨论任何工作场所相关问题

或疑虑。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12多年前我们创建了申诉咨询办公室，旨在为员工

提供一个可以无顾虑倾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或疑

虑的场所。当工作中出现困境或问题时，大部分员

工会使用正规渠道，如找直属经理或人力资源

部。但是，我们认识到有时需要一个像申诉咨询办

公室这样保密、公正、不留记录的机构，让员工就

原本难以提出来的问题进行咨询或寻求指导。

自2002年成立以来，申诉咨询办公室已接待了

16,000多名员工，为他们的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 这说明员工来申诉咨询办公室是对这种解决问

题方式的信任。我鼓励大家在需要之时考虑使用

这一重要的服务。 

申诉咨询办公室为员工提供以保密的方式提出问

题的机会，在展示伊顿致力于正当经营这一方面正

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伊莲·布腾斯基
(Ilene Butensky)
申诉咨询办公室总监

认证的组织内监察员

桑迪·库特勒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申诉咨询办公室： 
一种独立、保密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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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
在过去18个月中，申诉咨询专员团队先后在韩国，马来
西亚，南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日本等的伊顿员工
宣传推广了申诉咨询专员计划。该团队还向14个国家
的19,000多名前库珀公司（Cooper）员工、以及来自
于韩国杰尔公司（Jeil）、智利罗勒克公司（Rolec）和
土耳其坡利玛卡库克公司（PolimerKaucuk）的员
工，介绍推广了该计划。总之，申诉咨询专员在全球各
地172处工作地点的40,000多名伊顿员工提供了现场
培训。

前库珀公司工作地点

谁曾使用过申诉咨询办公室

自从2012年收购库珀公司，
申诉咨询办公室已在14个国
家93个工作地点为19,000多
名前库珀员工提供了申诉咨
询专业计划初级培训。

2013年1月以来，所有个案中
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来自前库
珀员工。

申诉咨询办公室遵循
严格的保密政策，只
保留高层的数据记
录，并不保留个别员
工的详细记录。

技术或专业人员

20%
30%

经理或主管

16%
11%

办公室员工

5%
5%

外界联系或未
知人员

8%

退休人员/前员工
2%

合同工或临时员
工

1%

46%
53%
工厂员工

30%
亚太地区

4%*
欧洲、中东和非
洲地区

北美地区
43%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

23%

个案的地区分布

*还没有向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介绍申诉咨询专员计划。

至今已向30个国家推
出申诉咨询专业计划，
覆盖伊顿公司80%的
员工。

申诉咨询办公室咨询者 伊顿公司员工统计数据

高级领导层

2%
.05%

共计

2,710
个个案6
个新国家

考察和培训过

172
个工作地点



6 7

日本
2014年6月，在日本大阪、京
都和东京的四个办公地点（
包括前库珀公司的几个地
点），向近300名员工推出了
申诉咨询员工计划。

土耳其
2014年3月，申诉咨询专员队
伍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电气和
液压办事处和切克兹可瑞
（Cerkezkoy）百万平方英
尺的液压工业软管厂为
2,000多名员工提供申诉咨
询专员计划培训。

韩国
2013年5月，伊莲·布腾斯基
（Ilene Butensky）和乔维双
（Sophia Qiao）访问了韩
国，为来自电气、车辆和液压
事业部的 500 多名员工和前
库珀公司员工，举办了20多场
申诉咨询专员计划培训。培训
地点为釜山、首尔、平泽和华
城。

南非
2013年6月，申诉咨询专员队
伍走访了南非的韦德维尔、
肯普敦帕克、维特班克、范
德拜爾帕克、开普敦、德班
和理查德湾，为来自电气、
液压和车辆事业部的近500
名员工举行了23场的培训。.

沙特阿拉伯
2014年4月，在沙特阿拉伯
达曼（Damamm）伊顿工厂
的80多名员工参加了申诉咨
询专员团队提供的培训。

六个新国家

马来西亚
2013年5月，向马来西亚吉
隆坡和槟城的电气和液压事
业部的员工介绍了申诉咨询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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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监察员 
协会和专业活动
伊顿申诉咨询专员队伍通过参与外部社区活动和参
加国际监察员协会（IOA）来支持申诉咨询专业。

2013年4月
伊莲·布腾斯基（Ilene 
Butensky）被任命为国际监
察员协会董事会董事，并担
任该董事会的财务主管。

2014年4月
伊莲·布腾斯基（Ilene 
Butensky）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迈阿密举行的美国律师协
会春季大会上作题为“申诉
咨询专员实践介绍”的发
言。发言集中阐述了申诉咨
询专员在企业环境中的未
来。

2014年6月
乔维双（Sophia Qiao）和伊
莲·布腾斯基（Ilene 
Butensky）在东京美国俱乐部
为美国商会做专题演讲。题
为“组织内申诉咨询专员计划 
– 其作用、价值和影响力”。

2013年12月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申诉
咨询专员吉内特•萃普瑞
（Gennette Tripari）在巴西
累西腓举行的巴西监察员协
会第十六届巴西监察员大会
上做主题发言。吉内特
（Gennette）介绍了伊顿申诉
咨询办公室管理层的情况，如
申诉咨询办公室的实施、趋
势、统计数据和沟通策略等。
来自巴西各地的360多名申诉
咨询专业人士参加了这次大
会。

个案分类

其他
2%

同行与同事关系
4%

工作与职业
16%

6%
安全与健康

4%
控制与合规

8%
领导力辅导

11%
薪酬

11%
福利

10%
绩效管理

23%
主管与员工关系

对外联系
5%

辅导
49%

促进

49%
拒绝
2%

协助类别

辅导
即申诉咨询专员帮助员工澄清问题情况，或
帮助他们了解各种选择和寻求最佳解决方
法。辅导有三分之一的结果是转交给正式渠
道，如人力资源部或道德与合规办公室。

促进
即员工授权申诉咨询专员将其个案转交督促
至正式渠道。

拒绝
即问题已经在通过正式渠道解决，如法律顾
问或正式申诉程序。如申诉咨询专员不能与
有关员工重新取得联系时也只得拒绝。

*在所有联系过程中，申诉咨询专员都是中立的，始终保
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并积极提倡一个公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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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个案情况
自成立以来，伊顿申诉咨询办公室以电话或面谈的方
式接待了16,000多名员工，并听取了来自世界各地工

APEX评分情况
弗兰克（Frank）是伊顿一名设计工程
师。去年，卡尔（Carl）成了他的新上司。
弗兰克说卡尔与他以前上司的期望值不
同，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紧张。今年，
弗兰克APEX表现评分得了P2，这使他
非常气恼，因为他从前的APEX评分一直
是P3或更好。他认为这次评分毫无根
据，是不公平的，他向卡尔表示了强烈的
反对意见。结果只是加剧了他俩之间的
紧张关系。为了得到一个公正和知情的
意见，他联系了申诉咨询专员，并询问是
否有可能就他的APEX表现评分提出疑
议。申诉咨询专员和弗兰克讨论了P2评
分的意义，申诉咨询专员问弗兰克是否
清楚直属经理为什么给他的能力评了一
个“2”分。他说不清楚。

至于是否可以对评分提出上诉，申诉咨
询专员解释说，不会有上诉的程序，因为
最终的APEX表现评分需要与其他经理
核对再由二级经理签名批准。申诉咨询
专员劝弗兰克着眼于未来，并和他一起
讨论用一些积极肯定的方式来处理他与
卡尔今后的关系。申诉咨询专员问弗兰
克是否愿意与卡尔约定开一次进度检查
会，看看卡尔对他的表现感觉如何。弗
兰克同意尝试这种方法。几个星期后，
当申诉咨询专员回头找他了解进展情况
时，他说他与卡尔的工作关系，虽然不是
很理想，但有明显的改善。弗兰克表示，
他明白了为什么卡尔给他的能力评了个2
分，以及他应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才能提
高评分。

员工关系情况
申诉咨询办公室收到了卡门（Carmen）
的一个电话，她是一名有着12年工龄的
工人。她声称，其小组长不尊重她和她
的同事 - 口头威胁他们会失去工作，并
使用不专业的语言。卡门已向其主管反
映了这个问题，情况一度得到好转，但现
在她声称这些不良行为又一如既往了。卡
门不愿意再次向其主管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她决定打电话给申诉咨询专员。

申诉咨询专员倾听了卡门提出的问题，讨
论了几种行动方案，以及每个方案的利
弊。由于她担心遭到报复，卡门要求申诉
咨询专员以匿名的方式向人力资源部转
达她提出的问题。申诉咨询专员先是提
醒卡门打击报复是违反伊顿职业道德的
行为，然后同意代表她与人力资源部经
理联系。其结果是，人力资源部经理调
查后，证实卡门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在此之后，人力资源部找该小组长和部
门主管一起谈了话 – 重申了小组长的职
责，其权限范围，以及应有的行为准
则。该主管被责令对小组长进行辅导，
每月向人力资源部汇报他的进步情况，
并让他到伊顿大学接受适当的能力培
训。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被告知是
卡门上报了这个问题。

厂及办公室的各种情况。每次接待都情况各异，然而有些问题甚
为常见。以下是代表申诉咨询办公室典型个案的四种虚构情况。

•  不知向何方求助或如何
提出问题 

•  寻求与明白公司政策和
做法的人进行保密的、
不留记录的谈话

•  需要一个听取意见的中
立机构，以帮助确定和
评估各种选择方案 

•  需要资讯或解释

•  已经使用过正式渠道

"申诉咨询专员是一种提
供帮助的资源 - 是我们
企业文化中一个非常有
意义的安全网。"
- 伊顿员工

"申诉咨询专员有效地促
进了及时解决与工作相
关的问题。"
- 伊顿员工

"申诉咨询办公室是员工
们优良、公正的资源。它
有助于我们的福利，并提
高了我们的信任度。"
- 伊顿员工

申诉咨询专员将聆听您的情况，
与您探讨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
然后您和申诉咨询专员制定一
个合理行动选项表。你们然后在
一起讨论每种行动的利弊。可供
选择的行动包括：从申诉咨询专
员处获得如何寻找其他资源的
辅导，获取可帮助您解决问题的
信息，请申诉咨询专员向正式渠
道的人反映情况，或采取其他类
似的行动。是您，而不是申诉咨
询专员，来决定选择哪个行动对
您最适合。

我与申诉咨询专员联系能
期望得到什么帮助？

员工们为什么与申诉
咨询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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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合规困境 情况
莎拉（Sarah）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伊
顿一位新工厂经理米歇尔（Michelle）的
行政助理。在其短暂的任期内，米歇尔
业绩非凡，深受同事和高层管理人员的
尊重。

米歇尔给了萨拉一些收据来编写每月费
用报告。莎拉以前从来没有为别人做过
费用报告，但她认为其中一张收据是公
司不允许报销的费用。莎拉感到不合
适，但也不想去问米歇尔，因为这样做可
能会危及他们的工作关系，特别是万一
该费用是可以报销的话。

莎拉决定要与申诉咨询专员进行一次保
密的谈话。他们一起讨论了该情况、公司
开支政策，以及各种行动方案的利弊，
包括与公司全球道德与合规办公室联
系。申诉咨询专员向她保证，如果她不愿
意，道德与合规办公室不会要求透露她
的姓名。跟申诉咨询专员谈话之后，莎拉
觉得该费用问题不很明确， 为了使自己
安心，她打电话给道德与合规帮助热
线，以获得他们的解释。莎拉打电话
后，道德与合规办公室联系了调查她费
用报告的分部管理员，并得出结论说，
该费用的确是合法的，符合伊顿开支规
定。当莎拉打电话跟进此事时，他们如
实告诉了她。她向道德与合规官员道
谢，感谢帮忙解决了这一难题，使她又重
新安心工作。

加班压力情况
谭雅（Tanya）打电话给申诉咨询办公
室，反映有关她所在工厂要求其频繁加
班的情况。她告诉申诉咨询专员，许多员
工已经连续数月每周工作七天。她的许
多同事也都抱怨很累，没有时间跟家人
在一起。谭雅说很多次他们周一没有足
够的活干，因为材料尚未按时采购或周
末已用完。谭雅多次对其主管提出这些
问题，但每次都被告知问题已得到处
理，工厂正在处理积压的订单，而且人手
不够。谭雅决定打电话给申诉咨询专
员，看是否有什么其他办法。

在讨论过她可以采取的各种行动之后，
谭雅要求申诉咨询专员同工厂的人力资
源部经理谈谈，但不要透露她的姓名。
申诉咨询专员与人力资源部经理进行了
交谈，后者解释工厂有订单积压需要加
班，但他承认他也关心员工需要时间休
息，将再次请领导层考虑一下情况。人力
资源部门也提到，许多员工想要尽可能
多加班。该工厂的员工决定成立一个小
组监督材料流动情况，以确保周一的生
产工作可以按时进行。该小组还集思广
益，想办法让员工得到一些休息时间。

"我第一次找申诉咨询办
公室，他们倾听了我所
关心的问题，指导我找
到正确的人来解决我的
问题。"
- 伊顿员工

"通过与申诉咨询专员沟通时所
得到的指导、耐心和辅导技巧，
我体会到了公正感，见证了支持
诚信的体系。"
- 伊顿员工

"通过申诉咨询办公室，可以讨论
我的问题，且不必担心打击报
复。申诉咨询专员很平易近人，帮
助我进步。"
- 伊顿员工

如果申诉咨询专员是
公司付薪的雇员，我
们怎么知道他们会保
持中立和保密呢？

12多年前创建申诉咨询
办公室时，它是专为员工
提供一个保密和安全的
场所，以便提出和解决他
们的问题。如果申诉咨
询办公室不能恪守其保
密的承诺，那么伊顿及
其员工就不会需要它
了。我们是中立的，因为
我们不是管理层，也不附
属于任何业务部门，因
而没有任何既得利益，
而只是为了公平公正。

谁可以使用申诉咨询
办公室？

所有现任和前任员工、退
休人员、合同工、临时工、
应急和兼职员工以及实习
生，皆可使用申诉咨询办
公室，讨论任何与工作相
关的担忧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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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
申诉咨询专员严格保密与求助者之间
的所有交流信息，未经许可不会对外透
露任何机密信息。唯一的例外情况
是，在可能出现严重危害的紧迫风险
时，则不适用此保密原则。

独立性
申诉咨询专员的结构、职能和表现，在
企业组织内拥有最高程度的独立性。

中立性
申诉咨询专员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申
诉咨询专员不涉足任何可能导致利益
冲突的情况。

非正式性
作为非正式渠道，申诉咨询专员不参与
任何与其关注问题相关的正式裁决或
行政程序。与申诉咨询员联系不被视为
是向公司发出正式通告。

欲了解有关IOA道德准则和操作标准
更多详情，请浏览其网站
www.ombudsassociation.org

申诉咨询专员团队
从左起，乔维双（Sophia Qiao）亚太地区申诉咨询专员；特里•布德罗（Terry 
Boudreau），北美地区申诉咨询专员；吉内特•萃普瑞（Gennette Tripari），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地区申诉咨询专员；伊莲·布腾斯基（Ilene Butensky）,申诉咨询办公室总监；克里斯
托•巴尔（Crystal Bahr），助理申诉咨询专员；德维亚尼•辛格（Devyani Singh），印度、
东南亚、中东、非洲及土耳其地区申诉咨询专员。

国际监察员协会操作标准
伊顿是国际监察员协会（以下简称为IOA）的积极成
员。作为伊顿员工一种独立的资源，我们遵循IOA组
织监察员的行为标准。



获得职场 
问题的协助。
通过四种方式获取建议、报告问题并解决工作相关疑虑。

免费保密电话号码
安全可靠，而且与伊顿公司的电话线路分开。与我们联系， 
请拨打免费电话号码，或输入AT&T电话公司接入码 + 免费电话号码。

阿根廷
0-800-288-5288 + 866-296-6283
阿根廷
1800-755-056
加拿大
1-866-296-6283
巴西
0800-8888-288 + 866-296-6283
智利
800-360-312 + 866-296-6283
哥伦比亚
01-800-911+0010 + 866-296-6283
哥斯达黎加
0-800-011-4114 + 866-296-6283
中国大陆
8008-2008-91 (固话用户)   
4008-2008-91 (手机用户)

多米尼亚共和国
1-866-296-6283
香港 
800-968-331

印度
1800-200-3866
爱尔兰
1800-946-348 
印度尼西亚
007-803-321-8017
日本
0034-800-10-0485  
马来西亚
1800-81-6205
墨西哥
01-800-112-2020 + 866-296-6283
新西兰
0800-990-074
菲律宾
1800-1110-1846 
波多黎各
1-866-296-6283
沙特阿拉伯
800-814-2820 
(STC 固定和移动网络)
800-850-0205 
(MOBILITY 移动， ZAIN 移动，ATHEEB网络) 

新加坡
800-321-1121
南非
0800-99-9983 
韩国
080-520-0786 
瑞士
0800-835575
台湾
0800-088-658
泰国
001- 800-32-029
土耳其
00-800-1420-78374 (固话用户) 
+90 212 331 4650 (本地用户)   

阿联酋
8000-3570-2896 
英国
0808-234-5918
美国
866-296-6283
委内瑞拉 
0-800-552-6288 + 866-296-6283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eaton.com/ombuds 或发电子
邮件至ombuds@eaton.com

www.eaton.com/ombuds

与申诉咨询办公室联系不会被视为对
伊顿的通告。

与直属经理
讨论

咨询人力资
源部

联系道德与
合规办公室

联系申诉咨
询办公室

直属经理最了解
你、你的工作职责以
及你的日常相关问
题，如安全问题、绩
效考核、薪酬状态或
骚扰事件等。

若经理无法为你提
供帮助，或者你遇到
工作机会、晋升、福
利等方面的问题，请
联系人力资源部。

报告或讨论法律、道
德问题，如贿赂、偷
窃或利益冲突等问
题。

拨打本国电话号码
可以在JOE全球道
德与合规的网页上
查找到

与保持中立的申诉
咨询专员进行保密
谈话，了解如何应
对工作相关问题或
解决有关问题。

此线路独立于伊
顿公司的其他电话
线路，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