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准则 

1. 前言 

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于1999年制订一套行业准则，作为珠宝同业经营业务的指导原则，旨为珠宝零售业注

入信心和保护本会会员及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的珠宝商多年以来一直在国内和国际享有良好口碑，本会认识到行业须持续不断提升以维护珠宝业信

誉卓越的重要。 

 

自从二手商法令（现改称为“旧货商法”）经过修订並于2006年第一季推行后，本会与新加坡警察部队执照

处紧密合作，加强该法令条规和运作，从而协助警方追查赃物和阻止赃物非法转手。 

2007年，本会将一些国际所推崇的相关建议纳入行业准则和商业条规，协助打击洗黑钱和恐怖融资。 

新的行业准则和商业条规制订完成。2008年，本会特别成立纪律小组委员会，专门监督行业准则和商业条

规的运作。 

 

随着于2012年9月1日与2013年1月22日推出的“柠檬法”与“新加坡标准 SS 581：2012年纯度和贵金属印

记”，本会为了捍卫我国的珠宝品质，将“柠檬法”和“新加坡标准”结合，纳入行业准则和商业条规，并且改

称为“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 

 

为了尽其作为良好企业社会责任的本分，本会与新加坡警察部队紧密合作，将警方的警惕讯息，如赃物描

述，盗窃惯用手法等，传达给会员。 



2.  宗旨 

2.1 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的制订旨在维持一个可信赖和有效的自行管 制系统。这个系统鼓励会员之间的

公平竞争，为顾客提供可靠服务和产品正确资料，让顾客购买金饰珠宝时更具信心，从而提升行业

的形象。 

2.2 与政府机构，金饰验证机构以及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紧密合作，为珠宝金饰行业制订卓越的基制，让这

个代表卓越标志/品牌与会员相互联系/挂钩。 

2.3 与新加坡警察部队紧密合作，将犯罪率维持在其最低水平。  

 

3. 会员的责任 

3.1 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的会员必须采纳和遵守“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並且以它作为依据。 

3.2 商会会员将竭力承诺维护这个行业在诚实，公平，专业和优质服务各方面达致最高水平。 

3.3 倘若会员不遵循“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本会有权吊销或撤消其会籍。  

 

4. 定义 

4.1 “商会”指的是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 

4.2 “会员商号”指的是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会员。 

4.3 “委员会” 指的是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纪律小组委员会。 

4.4 “CEBP” 指的是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 

4.5 “广告”指的是所有通过媒体的传达方式，包括文字、印刷、视听、电子及电信。 

4.6 “补救行动”是指解决纠纷的方法，如更正或撤消有关广告、补偿顾客等。 



4.7 “宝石”指的是： 

4.7.1   用来作工艺品的天然矿物质 

4.7.2   用来作首饰的天然矿物质 

4.7.3   用来供观赏的天然矿物质 

    （譬如：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玉器/翡翠等）。 

4.8  “贵重金属”指的是含有金及/或铂的金属： 

 所有纯度916及以上的金饰都应具有商号和纯度印记。商号印记是指售卖该件贵重金属的商家字印。

纯度是指金属重量包含千分之几的纯金或白金。 

4.9  “人造石”指的是经实验室制造，而非天然开采之石，不论该石是由天然成分所组成与否。 

 如果出售人造石，收据必需填写“人造”或“仿制”字迹。 

4.10 “经特别加工处理的天然宝石、碧玉/翡翠”指的是： 

4.10.1 一般行业所认同的处理方法将无须透露，如刚石（红宝石和蓝宝石）之强热处理；以无色油处

理绿宝石；蜡化处理碧玉/翡翠。 

4.10.2必须透露的处理方法：注入玻璃纤维；辐射改变色素；扩散；经化学药物或其他颜色的催化剂；

激光注射；高压高温处理；以及其他不属于一般行业所接受的处理方法。 

 

5. 行业运作惯例 （公平交易） 

 5.1 供应条件 

5.1.1 收据 

收据应清楚列明出售首饰的资料。 



a) 所有售卖916或以上金饰（根据“新加坡标准SS581 ：2012”），收据应列明金饰的特征以

及其他事项，如净重、纯度和单位零售价。若有收取工钱，则应在工银栏填写“包括工钱”

的字眼，也须注明其他细节如消费税及总价格。 

 下述金饰项目，则不包括在上述条例内： 

 i) 金饰摆设品。 

 ii) 镶上其他原料而形成金饰设计的一部分。 

b) 其他贵重金属的收据应注明纯度。 

c)  镶有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玉器，珍珠，半宝石等首饰，收据应清楚注明饰物

的正确名称和重量。 

d) 若售卖不被行业接受经人工处理的宝石，收据应注明“加工处理”字眼。 

e)   若出售人造石，收据必需填写“人造”或“仿制”的字迹。 

f)    若有任何消费税必须清楚列在收据。 

5.1.2 保证 /退款 /兑换 

a)    新加坡的“柠檬法”于2012年9月1日生效。根据“柠檬法”，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在6个月

内发现瑕疵，有权要求零售商修补或更换商品。 

b)  如果零售商不能在合理时限内修补或更换商品，或无法修补或更换商品或成本不成比例，

消费者可能要求减价或退还商品而要求退款。 

c)    但是在以下情况，消费者不具备任何形式的追索权：  

i)    商品瑕疵是由消费者所造成的；或 

ii)   消费者滥用/误用商品而造成瑕疵；或 

iii) 消费者擅自修补商品或经他人之手尝试修补而损坏商品；或 



iv)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就已经知道商品有瑕疵；或 

v) 消费者轻易的改变主意不想拥有商品；或 

vi) 商品的瑕疵是经消费者使用过而造成磨损，并非是固有的瑕疵。 

d)   在以下情况，会员商号不对商品的瑕疵或局限性负责： 

i) 商品成交之前，会员已经特别向消费者说明有关商品的瑕疵或其局限性。为了讯息

明确，会员商号可将商品的瑕疵或其局限性纳入在销售合同，发票或包装；或 

ii)   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前，会员有给于消费者机会观看和检查商品；而商品的瑕疵或其局

限性非常明显，容易被消费者发现/查觉。 

5.1.3  金饰回收： 

a) 买卖双方自愿的基础下，会员可回购已经出售的金饰。此金饰必须附有收据以资证明。 

b)  当新旧金饰兑换/回收以现金为交易，会员必须记录卖方的个人资料。 

 

5.1.4  定金 

   a) 现货 

 顾客所付的定金以及有关定金的条款，必须清楚列在收据。若顾客未在规定期限前来领取

所订购的饰物，其所付的定金一概被没收，同时商家有权出售该订购的饰物。 

b) 订做的饰物 

 若顾客定做的饰物没有在收据所规定的期限/日期内领取，定金及饰物将被没收。 

                  c)   定金之消费税 

根据新加坡国内税务局的条款，当会员商号向顾客收取不会退还的定金，就必须征收消费

税。  



 5.1.5 修补/镶嵌/订做 

a)   顾客交来修补或镶嵌的饰物，会员商号必须清楚告诉顾客有关修补或镶嵌的费用以及所需

时间，并将之与所交来饰物的特征都清楚列入收据/交货单。 

b)  顾客必须在收据签名以确认上述(a)的资料无误。收据副本必须交给顾客。 

c)   若有任何改变，会员商号必须让顾客知晓修补的进展。 

d)   在修补或镶嵌的过程中造成饰物任何损失或破坏，会员商号须根据店规或合同赔偿顾客。

若因战争或暴动而造成破损或遗失，一概无赔偿。 

 5.1.6 金饰重量 

a) 采用经标新局批准贴上有效准确标签/印记的适当称仪，除此之外，每年将称仪交由合格

供应商验证。 

b) 顾客确定购买金饰之后，在顾客要求下称金饰重量。 

c) 系在金饰的价格标签不应该加算在金饰重量之内。基于安全考量，价格标签若连同金饰一

起称，会员商号必须在顾客面前称另一个相同价格标签的重量，并将之从总重量中扣除。 

5.1.7  金饰纯度 

确保金饰的实际纯度符合刻在首饰的印记标准。 

5.1.8  “火耗” 

“火耗”是金饰打造过程中所蒸发/耗损的重量以及/或金饰打造过程中工匠的例常收费，应该被

纳入工钱内，而不属于该金饰净重的组成部份。 

5.1.9  礼劵 

   礼劵必须清楚列明兑换/ 赎回礼品的附带条件。 

 



5.2 产品和服务 

5.2.1 根据“商品买卖法令”第S14(2)条款以及附属于“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法令”的“柠檬法”，提

供满足顾客需求的商品和服务。 

5.3 定价及付款 

5.3.1 清楚列明方便顾客可使用的付款方式和渠道。 

5.3.2 清楚展示打折价格以及其附带条件。 

5.3.3 清楚列明额外服务的附加收费，例如修改，修补以及快递服务。 

 5.4 促销与广告 

5.4.1  广告所述价格必须明确，不得含糊；销售如广告所述的促销商品。 

5.4.2  广告内容必须确实，并不带任何误导性；并且确保其市场营销宣传涵盖价格，品质，存货和

销售条件或业务操作等方面的详细资料。 

5.4.3  促销期间，会员商号必须确保有关的促销商品有足够存货；当有需要时，会员商号可以当场

出示文件以证明确实有足够存货。 

5.4.4  清楚列明促销的有效期限。 

5.4.5   清楚列明任何幸运抽奖或促销的详细制度。 

5.4.6  会员商号必须得到本会的书面批准，方得在广告内容印上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的标志。 

5.5 反洗黑钱与反恐融资法令(PSPM Act) : 

5.5.1  根据《宝石和贵金属（反洗黑钱与反恐融资）法令》，所有受监管的经销商都必须向受监管经

销商注册局注册，才能从事宝石、贵金属或贵重产品，除非已被豁免。 

受监管的经销商必须执行并遵守以下《反洗黑钱与反恐融资法令》以及《 2019年宝石和贵金

属（防止洗黑钱和防恐怖主义融资）条例》监管的要求： 



a)  执行客户尽职调查（CDD）和/或执行增强客户尽职调查（ECDD）措施，对于超过

S$20,000的现金交易，必须执行此项措施; 

b)  现金交易报告（CTR）—— 必须在现金交易超过S$20,000或现金等值交易完成后的15个

工作日内，通过SONAR向可疑交易局（STRO）提交报告; 

c)  可疑交易报告（STR）,如果怀疑有关交易存在洗黑钱/恐怖主义融资(ML/TF);活动，则通

过SONAR向可疑交易局（STRO）提交报告。 

d)  从交易日当天算起五年内必须保存相关文件和信息; 

e)  持续监控交易并通过定期查看信息和执行客户尽职调查措施获得的文件。 

欲知更多以上相关交易规定，请浏览https://acd.mlaw.gov.sg 

5.6 店规 

5.6.1  会员商号应清楚列出有关的店规，以让顾客知悉其营业准    则。 

5.6.2  会员商号应将其店规在店铺显眼之处展示。 

5.7 客户机密资料 

5.7.1  客户资料 

会员商号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对客户的个人资料加以保密，并且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5.7.2  会员商号必须维持保密机制，不得向第三者泄漏客户的资料。 

5.8 对外信息交流 

5.8.1 会员商号必须对其公司/组织的拥有权，管理层代表，开设新分行，业务联系更动等任何的变

动，即刻以书面通知本会。 

 

 



6. 道德和专业操守 

6.1 会员商号在进行商业交易时必须保持最高水平的道德操守，以维护珠宝业的信誉和尊严。 

6.2 每间会员商号都要维护本会的道德标准，原则和习作，以及认定遵循本会道德和专业操守是行业及本

会迈向成功的途径。 

6.3 即使有某些条规没有明文列入“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商会也希望会员商号随时保持最高水准。  

6.4 会员商号意识到珠宝行业的成功因素取决于诚信。会员商号必须通过为顾客争取最高权益，并且以诚

实的态度展现商品和服务，以维护顾客的福利。会员商号将秉承至高的专业水平为顾客提供所有相关

资料及作业方式。 

6.5 “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旨在教育，激励和团结会员，这些准则及条规建立在会员商号共识的基础上： 

6.5.1 当制定商业团体政策和管理决策时，力争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和继续对其营业的社区作出贡献 

6.5.2 在任何时候，作为个人和机构代表，力争提升专业技能和水平 

6.5.3 在任何时候，以诚实，诚恳和正直手法营业 

6.5.4 了解向各方组织坚守承诺和履行尽责的重要性 

6.5.5 力争保护行业，并且通报一些有关欺骗，误导和不道德的商业习作给顾客 

6.5.6   应遵循沿用于珠宝行业的本地法律 

6.5.7  不应向竞争对手或其他会员，或竞争对手或其他会员的声誉，商品或营业习作，发出所谓错误，

误导，诋毁或诽谤的言论 

6.5.8 不应发表纯属含有敌意或不负责任的言论，无论此言论是否错误，误导，诋毁或诽谤。会员或

许可以确实不误的表达他或她的意见，但必须言之有物 

6.5.9 不应刻意歪曲商品的天然特性，真实性和/或来源 



6.5.10 不应走法律漏洞，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从事一些非法，不道德，造假，误导或欺骗的商业习作

而影响到顾客和买家 

6.5.11  采用广告与销售的习作，应遵守本会所制订的条规和指导原则 

6.5.12 会员商号在促销广告内所述的相对价格或节省费用，必须清楚而且是有依据的，並且能随时经

得起任何中立机构的考证 

6.5.13 必须履行对顾客许下的承诺或服务政策 

6.5.14 竭尽所能确保不涉及血腥钻石的买卖，也通知供应商不曾涉及血腥钻石的买卖，並且已培训有

关员工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7. 售货员的服务准则 

7.1 会员商号应在顾客购买首饰之前，以高素质的服务标准，向顾客提供精确，应时和全面的首饰以及服

务资料。以下是所须列出的首饰资料： 

7.1.1   商品是否天然，人造或仿造 

7.1.2   重量 

7.1.3  金属纯度 

7.1.4   宝石的商业名称 

7.2 会员商号应提供顾客有关产品价格资料： 

7.2.1    价格政策 

7.2.2   折扣政策 

7.2.3  其他额外收费 



7.3 当新旧首饰兑换/回收以现金为交易，会员商号必须记录卖方的个人资料。会员商号必须查阅居民证

内的资料，以确定卖者的身份。 

7.4 会员商号应为售货员提供有关商品资料，顾客服务和行政程序包括新旧首饰兑换/回收的培训。 

7.5 会员商号应培训售货员严格遵守对顾客尽责服务，尤其是进行任何高现金额的交易；确认可疑交易，

以及如何向商业事务局举报。 

 

8. 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的行政管理  

8.1  纪律小组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8.1.1  纪律小组委员会由下列人士组成： 

  • 会长 

  • 第一副会长 

  • 第二副会长 

  • 总务和副总务 

  • 财政和副财政 

  • 2 位会员事务主任 

召开纪律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会长 + 至少5位其他成员。 

8.1.2 若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投诉事件，牵涉上述的有关委员会委员（例如会长、第一副会长、第

二副会长、总务、财政等），有关委员将不得出席会议。 

8.1.3  委员会的职责在于评估有关投诉违规事件的严重性。 

8.1.4 出席会议委员将以普通多数票的投票方式，表决是否通过议决案。当正反票数均等时，主席有

权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8.2 监管措施 

8.2.1  本会有权利对会员商号进行突击检查。会员商号如不遵守“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将依据条

例8.3.3受惩罚。 

8.3  投诉/纠纷/惩罚之处理 

8.3.1  投诉处理 

一旦接到顾客的投诉，本会秘书处职员会先与有关会员商号联络。倘若有关争端无法于28天

内解决，则交由纪律小组委员会处理。 

8.3.2  纪律小组委员会将以书面通知有关被投诉的会员商号以取得更多有关详情及寻求意见。假设

在14天之内有关会员商号无法提供满意的解释，或不愿解决有关争端，委员会应将认定有必要

召开会议讨论有关顾客投诉事件的性质和程度。一旦裁定有关会员商号违反“最佳行业及道德

操守”，委员会将致函要求有关会员商号于30天内作出补救行径，否则委员会将向对方采取有

关纪律行动。 

8.3.3  惩罚 

若委员会认为该会员商号触犯“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的条规，它将受以下惩罚： 

a)  初次违规者将受到书面警告。 

b)  会员在十二个月内违规超过二次，其会籍将被吊销或撤消 。 

c) 如果违规事态甚为严重，並且伤害到整个行业，委员会有权立刻终止该会员的会籍。 

8.4 “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之检讨 

8.4.1 委员会将定期检讨有关“最佳行业及道德操守”条款，必要时向执委会提出修订建议。 

8.4.2  所有欲修改的条文必须获得执委会的正式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