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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業私隱政策 

最後更新日期：2020 年 01 月 01 日 

本政策關於什麼？ 

S&P Global Inc.及其聯營公司（統稱或各稱為「S&P Global」、「本公司」、「我們」、「我們

的」）尊重閣下的隱私權。 本全球企業私隱政策解釋我們是誰、我們如何收集、分享和使用閣下的

個人資料以及閣下可以如何行使隱私權。 本政策適用於我們透過我們的網站、應用程式及其他產品

和服務與閣下進行的互動，以及當我們在其他情況下顯示或連結到本政策。根據適用的資料保護法

律，閣下亦可能對閣下的個人資料擁有若干權利。我們已將某些司法管轄區的增補資料列入本政策

中。經由我們的網站、應用程式及其他產品和服務連結或與之連結的第三方，或我們向其收集個人

資料的第三方，均可能有其本身制定的私隱政策及守則。請查閱有關政策以了解他們的守則詳情。 

S&P Global 經營什麼業務？ 

S&P Global 是向全球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提供透明和獨立評級、基準、分析和資料的領先提供商。

S&P Global 的分部包括 S&P Global Ratings、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S&P Dow Jones Indices 和 

S&P Global Platts。有關 S&P Global 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網站上的「我們是誰」章節。 

S&P Global 收集哪些個人資料，為什麼收集？ 

我們向閣下收集、或與閣下有關的資料（其中一些為適用的資料保護法律下的個人資料），大致分

為以下幾類： 

1. 閣下向我們提供的資料 

我們要求閣下向我們提供某些資訊，例如閣下的聯絡方式，使用者憑證和僱傭資訊。 

例如，當閣下註冊使用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或註冊參加活動，向我們提供閣下的名片資訊或向我們索

取資訊時，閣下所填寫的線上表格。我們要求閣下提供的資料以及我們要求閣下提供資料的原因包

括： 

個人資料的類型 我們收集該等資料的原因 

賬單資訊 維持閣下的賬戶。 

https://www.spglobal.com/en/who-we-are/


                   

 
 

2 
 

聯絡方式，如姓名、電話號碼、電子郵件

地址和郵遞地址。 

  

回覆閣下向我們發送的信件和查詢，例如當

閣下想了解更多有關我們的會議和網上研討

會的資訊時。 

收集必需資訊以便提供閣下或閣下僱主要求

的產品和服務。  

獲取閣下對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或對閣下所

參加的活動的反饋，例如我們或我們的代理

商向閣下發送客戶滿意度調查。 

使用者憑證，包括閣下在創建使用者檔案

時向我們提供的姓名、電子郵件地址和任

何個人資料。 

設置和維持閣下的使用者賬戶。   

監控並確保我們的合約條款的履行。 

僱主和僱傭資訊，例如職位、職能、資

歷、部門及辦公地點。 

管理閣下的個人使用者賬戶，當該個人賬戶

由 S&P Global 其中的企業客戶的賬戶覆蓋，

例如閣下僱主的企業賬戶。 

閣下的偏好和興趣，例如閣下希望收取的

電子郵件和通訊，或閣下感興趣的市場、

行業和會議。 

使我們能夠向閣下發送閣下可能感興趣的各

分部產品和服務的定制資訊。   

社保號碼、信用卡號碼和個人財務資料

（例如具體的工資、按揭詳情、淨值或個

人投資組合資訊）。我們將此類個人資料

稱為「客戶財務資料」。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企業客戶，例如結構

融資發行人或閣下，可能會向我們提供客戶

財務資料，以便我們開展統計分析或向閣下

提供產品或服務。除此之外，客戶財務資料

不會用於其他目的，也不會出租或提供給第

三方以公開發佈。 

 

2. 我們自動向閣下收集的資訊 

我們可能從閣下的設備中自動收集資訊，包括有關閣下如何使用我們的網站、應用程式以及其他產

品和服務的資訊。  

我們自動收集的資訊包括閣下的登入活動、IP 或 MAC 地址、設備製造商、型號和操作系統、流動

網絡資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唯一設備標識號、廣告 ID、瀏覽器類型和語言、地理位置（例如所

在國家或城市的位置或時區）和其他技術資訊。我們收集「點擊串流」資料，這有關閣下的設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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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我們的網站、應用程式以及其他產品和服務互動的資訊，例如曾瀏覽的網頁、畫面和產品，以

及曾點擊的連結。  

該等資訊有助於我們了解我們網站的訪客、應用程式及其他產品和服務的用戶，瀏覽前後的網頁以

及他們感興趣的內容。 我們使用該等自動收集所得的資料： 

- 用於分析目的； 

- 改善網站、應用程式、其他產品和服務的質素及與使用者的相關性； 

- 開發和更新我們的網站、應用程式、其他產品和服務； 

- 用於客戶服務，例如評估客戶對我們產品的培訓需求； 

- 滿足 S&P Global 的企業客戶要求，以便其企業賬戶下的個人使用者使用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此

資訊可能以匯總形式提供給客戶，且法律可能要求客戶索取該等資訊）； 

- 發送閣下可能感興趣或對閣下重要的有關我們產品和服務的定制資訊，以及營銷和推廣電子郵件

（在適用法律有此要求時會徵求閣下的同意）； 

- 有時用於識別我們產品和服務未經授權的使用或分發的、與安全問題有關或無關的情況； 

- 若相關，審查或更新與我們客戶協定的定價；及 

- 用於收款目的，以便我們或其他人（例如我們的內容供應商）可以就所提供的服務出具賬單。 

某些資訊使用 Cookies 和類似追蹤技術收集，請參閱「Cookies 和類似追蹤技術」。 

3. 我們從其他渠道獲得的資訊 

我們可能從其他渠道（倘若閣下使用的 S&P Global 產品或服務受訂購涵蓋，則包括閣下的僱主或業

務合作夥伴）收取閣下的個人資料。在閣下註冊為用戶的情況下，我們將會盡力查核該等第三方是

否獲得閣下的同意，或者法律准許或要求其向我們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 

我們向閣下的僱主收集的資訊（倘若閣下使用的 S&P Global 產品或服務由僱主的企業訂購所涵蓋）

包括閣下的聯絡詳情和僱傭相關資訊。 

我們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向其他第三方收集個人資料，例如營銷供應商、調查服務、社交媒

體、會議、我們或他人舉辦的其他活動以及其他渠道。我們使用該等資訊向閣下推銷我們的產品和

服務、維護和更正我們的記錄、添加資料欄位，以及提升我們向閣下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和市場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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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為某些產品收集內容的過程中收集個人資料。我們從各種渠道取得該等資料，包括第三方內

容供應商、公開檔案和網站，以在我們的某些產品中展示。 更多詳情請見「S&P Global 如何在產品

中使用個人資料？」。 

我們也可能將閣下的個人資料用於我們在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時向閣下解釋的其他目的上，或在適

用資料保護法律准許的情況下，與我們向閣下披露的目的相若之目的（例如，出於公共利益的存檔

目的，科學或歷史研究目的或統計目的）。 

4. 經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集的其他個人資料 

當閣下下載、存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我們其中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時，我們所收集的資料取決於閣下

的設備、程式內權限和操作系統權限。為向閣下提供我們其中一個應用程式的功能，該應用程式必

須存取閣下的移動設備上的各種功能和資料。 

如果閣下同意，我們的某些應用程式會收集閣下的移動設備所在的精確地理位置。我們的某些應用

程式亦會從以下方面收集資料，而該等資料可能是關於閣下或其他人的個人資料： 

閣下的行事曆 

閣下的聯繫人和通話訊息 

閣下的移動設備上的賬戶和其他應用程式 

照片（包括日期、時間、位置和內容） 

媒體檔案、元數據及其他儲存資料 

 

我們亦會自動收集應用程式日誌和使用統計數據。例如，我們記錄閣下何時開啓應用程式，以便我

們可以監視哪個應用程式被使用、何時及如何使用，以及如果該應用程式停止運作，我們會記錄

「失事數據」，例如閣下是否擁有移動接收功能，以幫助我們找出原因並予以解决。 

欲了解有關我們任何移動應用程式所收集的特定資訊詳情，請檢閱閣下的設備設定或查看下載應用

程式平台，例如 Google Play。如欲停止我們透過任何一個應用程式收集所有資訊，請卸載該應用程

式。 

當閣下從 Apple 的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各稱為「應用程式平台」）下載我們其中一款手機應

用程式時，即表示閣下了解並同意： 

● 在 S&P Global 和應用程式平台之間，S&P Global 對該應用程式全權負責。 

● 應用程式平台概無義務為應用程式提供任何維護和支援服務。 

● 倘若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未能符合任何適用的保證條款：(i)閣下可以通知應用程式平台，

平台可退還購買應用程序的款項予閣下（如適用），(ii)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應

用程式平台將不對應用程式承擔任何其他保證義務，以及(iii)就 S&P Global 和應用程式平

台而言，承擔因未能符合任何保證條款而引起的任何其他索賠、損失、責任、損害、成本

或費用均屬 S&P Global 的責任 。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answer/6270602?hl=en-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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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式平台概不負責處理閣下對應用程序，或閣下對擁有和使用應用程式所引起的任何

索賠。 

● 如果第三方聲稱某應用程式侵犯另一方的知識產權，就 S&P Global 和應用程式平台而言，

S&P Global 將負責在我們的使用條款要求的範圍內調查、辯護、解決和解除任何此類知識

產權侵權的索賠。 

● 應用程式平台及其附屬公司為我們使用條款的第三方受益人，因其與閣下使用該等應用程

式的許可有關。在閣下接受我們使用條款的條款及細則後，應用程式平台作為第三方受益

人，將有權（並被視為已接納該權利）強制執行與閣下的應用程式許可相關的使用條款。 

● 閣下使用應用程式時亦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第三方條款。 

 

S&P Global 如何使用和共享我的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會向以下類別的接收人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  

我們的集團公司、服務供應商、產品內容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 

我們會在我們的集團公司、S&P Global 分部、服務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於處理個人資料的目的與

本政策所述目的一致時，或根據閣下的個人資料被收集時告知閣下的目的, 向他們提供個人資料。例

如，我們可能會在我們的 S&P Global 分部以及網上研討會和會議合作夥伴之間分享閣下的聯繫資訊

和與會者名單。我們目前的集團公司名單載於此處，我們的服務供應商、產品內容供應商和業務合

作夥伴名單載於此處。  

閣下的僱主 

我們出於多個目的向閣下的僱主提供個人資料，例如履行及執行我們與閣下的僱主訂立的合約，向

他們通報潛在的集體培訓需求，向他們通報某些類別使用者的產品／服務使用情況及定價目的。 

合資格執法機構、監管機構、政府機構、法庭或其他第三方 

倘若我們認為，(i)根據適用法律或法規，(ii)為了行使、確立或維護我們的法定權利，或(iii)為了保護

閣下或其他人的重要利益而必須作出披露，我們會向合資格執法機構、監管機構、政府機構、法庭

或其他第三方提供個人資料。 

潛在買家 

我們向擬購買、合併或收購我們業務任何部分的潛在買家（及其或我們的代理商和顧問）提供個人

資料。我們告知買方，其必須僅按照本政策所規定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任何其他個人或實體 

https://www.spglobal.com/_media/documents/SP-Global-Incs-Group-Companies.pdf
https://www.spglobal.com/_media/documents/Third-Party-Services-and-Content-Provider-Categor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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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在留言板、聊天區、我們的社交媒體頁面上或在直接傳達給其他用戶的訊息中披露的個人資

料，可能會在我們不知情或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被第三方收集和使用。我們建議閣下在公開披露自己

的個人資料時保持謹慎。 

我們處理個人資料時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我們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法律依據將取決於相關個人資料、收集背景以及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一般而言，我們在以下情況下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我們得到閣下的同意 ；我們需要個人資料以履

行與閣下訂立的合約（例如閣下訂購我們的產品）；或在某些司法管轄區（例如歐洲經濟區）中，

個人資料處理符合我們的合法利益，而且閣下的資料保護權益或基本權利和自由並未凌駕於我們的

合法利益之上，或該個人資料處理符合適用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因應法律要求向閣下收

集個人資料。 

倘若我們要求閣下提供個人資料以便遵守法律要求或履行與閣下簽立的合約，我們將告知閣下是否

強制要求閣下提供個人資料，以及閣下不提供個人資料可能導致的後果。  

一般而言，倘若我們根據我們（或該等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收集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該利益是

為維護我們合法的商業利益，向閣下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例如回答閣下的查詢，改進我們的產

品和服務，向閣下通報產品特色或新版本，向閣下通報產品維護情況或開展營銷活動）。   

如果我們向閣下發送與我們的分部和聯營公司產品或服務相關的營銷和推廣電子郵件，而且適用法

律有此要求，我們將會徵求閣下的同意。 

S&P Global 如何使用 Cookies 和類似追蹤技術？ 

我們使用 Cookies 和類似追蹤技術（統稱「Cookies」）收集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以及推送基於

興趣的廣告。詳情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 通知。 

我們使用 Google Analytics（分析）深入了解訪客如何使用我們的網站。欲詳細了解有關 Google 如何

使用其透過我們的網站所收集的資料，請瀏覽 https://policies.google.com/technologies/partner-sites 。有

關目前 Google Analytics（分析）提供的不透露資訊方式，請參閱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S&P Global 如何保證我的個人資料安全？ 

我們利用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來保護我們處理的個人資料，以提供與個人資料處理風險相稱的安

全保障級別。  

S&P Global 如何處理國際資料傳輸？ 

https://www.spglobal.com/en/privacy/cookie-notice-chinese-traditional
https://www.spglobal.com/en/privacy/cookie-notice-chinese-traditional
https://policies.google.com/technologies/partner-sites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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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傳輸至閣下居住國以外的國家處理。該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資料保護法律可

能異於閣下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在某些情況下，該等法律並不具有相同保護作用）。 

我們的伺服器可能位於並非我們收集資料所在的司法管轄區，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

德國、荷蘭和新加坡。當我們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時，我們可能會將其傳輸至我們經營業務的任何

國家或在該等國家處理。 

我們可能共享個人資料的集團公司、服務供應商、產品內容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位於世界各地的

不同司法管轄區，而他們可將個人資料傳輸至各個司法管轄區。 

我們會採取適當保護措施，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受本政策保護。該等保護措施包括實施適用於在集

團公司之間傳輸個人資料的歐盟委員會標準合約條款，該等條款要求所有集團公司根據歐盟資料保

護法律保護他們處理來自歐洲經濟區的個人資料。閣下可聯絡我們以索取我們的標準合約條款副

本。 

S&P Global 會將個人資料保留多久？ 

只要我們擁有持續的合法業務需求（例如，按照我們的資訊治理程序要求提供閣下所請求的產品或

服務，或遵守適用的法律、稅務或會計要求），我們會保留向閣下收集的個人資料。  

當我們不再有處理閣下個人資料的持續合法業務需求時，我們會遵循我們的資訊治理程序，刪除閣

下的個人資料或進行匿名化處理；或倘若無法刪除或匿名化，我們則將會安全地保存閣下的個人資

料及將其隔離，盡量避免在刪除之前作出進一步處理。 

閣下可聯絡我們以詳細了解我們處理閣下個人資料的期限。 

閣下有哪些資料保護權利？ 

閣下的權利包括存取、更正、更新或請求刪除閣下個人資料的權利，及根據適用的資料保護法律，

撤回閣下向我們提供的同意書。 

閣下可能擁有以下資料保護權利： 

- 存取、更正、更新或請求刪除閣下個人資料的權利，且要求以可攜式文件格式複制閣下的個人資

料。 

- 若我們存在以下情況，則可反對我們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使用合法利益證明該個人資料處理的

正當性、將個人資料用於直接營銷，或將資料用於科學研究或歷史研究或統計用途 

-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閣下就我們有關閣下記錄的準確性提出質疑或異議時），限制我們處理閣下

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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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取消訂閱我們向閣下發送的營銷和推廣電子郵件。欲行使這項權利，閣下可以點擊我們向閣

下發送的營銷電子郵件中的「退訂」或「取消訂閱」連結，使用 S&P Global 分部載於下文的聯絡詳

情或點擊此處以瀏覽各分部的首選項中心： 

*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首選中心的連結 

* S&P Dow Jones Indices 首選中心的連結 

* S&P Global Ratings 首選中心的連結   

* S&P Global Platts 首選中心的連結   

- 倘若我們在徵得閣下同意的情況下收集及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閣下可隨時撤回閣下的同意。撤

回同意不會影響我們在撤回同意之前進行資料處理的合法性，也不會影響我們根據合法處理程序

（而非閣下的同意）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 

- 向資料保護機構投訴我們收集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聯絡閣下當地的資料

保護機構。（歐洲經濟區和瑞士資料保護機構的聯絡詳情載於此處。） 

我們會根據適用資料保護法律，並在任何情況下於 30 天內，回應有意行使資料保護權利的個人發出

的所有請求或表達任何關注。 

S&P Global 如何在產品中使用個人資料？ 

我們的某些產品載有個人資料，而且該等個人資料與公司的董事、高級職員、管理人員、信託人或

大股東相關。S&P Global 從公開來源或其他渠道獲得該等資料。 

我們的產品包括商業聯絡方式、過去職業詳情、工作資料、薪酬詳情、教育資料、持股和同一控股

資料以及照片（若閣下有公開提供照片）。 

我們產品中的資料僅供參考，例如為了識別特定機構的高級職員或股東，或沒有明顯關聯的公司實

體的同一控股股東或高級管理人員，並且以此為目的提供給我們的客戶。合約要求客戶遵守適用的

資料保護法律，並且須根據與 S&P Global 訂立的合約使用個人資料。S&P Global 的客戶位於世界各

地，其中某些國家的資料保護法律提供的保護可能差於閣下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 

S&P Global 可能會在其企業集團內以及向 S&P Global 提供內容的各方之間分享其產品中的個人資

料。除了符合 S&P Global 向客戶提供 S&P Global 產品和服務之合法商業利益的上述目的外，S&P 

Global 不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用於任何其他目的。 

S&P Global 定期更新產品資訊以確保準確性。當資料過期或不準確時，S&P Global 會從系統中刪除

該等資料，S&P Global 亦為收集、使用和保留個人資料採用資料治理標準。   

https://pages.marketintelligence.spglobal.com/SPGMI-Email-Subscription-Center.html
https://pages.marketintelligence.spglobal.com/SPGMI-Email-Subscription-Center.html
https://go.spdji.com/SignUp.html
https://go.spdji.com/SignUp.html
https://www.spratings.com/en_US/preferences
https://www.spratings.com/en_US/preferences
https://www.spglobal.com/platts/en#login
https://www.spglobal.com/en/global-dpa-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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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華達州居民有權選擇要求不將其某些資料出售予第三方，而該等第三方將出售或許可將其資料給

予他人。如果閣下為內華達州居民並想提出有關要求，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privacy@spglobal.com。 

若本企業私隱政策有所更新會怎樣？ 

我們將不時檢討和更新本政策。完成後，我們會在政策中註明更新日期，並發佈更新版本。 

閣下可以如何聯絡我們？ 

倘若閣下對我們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透過電子郵件 privacy@spglobal.com 或地

址 55 Water Street, New York, NY 10041 聯絡我們的私隱保護總監和資料保護總監。 

閣下也可以使用此個人資料申請表與我們聯繫或行使閣下的任何權利。  

倘若閣下的個人資料控制者位於歐洲經濟區以外，各分部非歐洲經濟區控制者的歐盟代表的詳情如

下。  

 

S&P Global Ratings 

S&P Global Ratings Europe Limited 

Fourth Floor, Waterways House 

Grand Canal Quay 

Dublin 2, Ireland 

RatingsGDPR@spglobal.com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LH 

MIPrivacyOfficer@spglobal.com  

 

 

S&P Dow Jones Indices  

20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LH 

spdjiGDPR@spglobal.com 

 

S&P Global Platts 

20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LH 

PlattsGDPR@spglobal.com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中國增訂附錄（「中國增訂附錄」）僅在閣下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時適

用，並就本政策作出增補。倘若本中國增訂附錄與本政策的內容有任何歧義，則以本中國增訂附錄

為準。 

1.  敏感的個人資料。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和法規，閣下的電話號碼、國民身份證號碼、電子郵

件地址、有關閣下的身體或精神健康資料、性取向、宗教信仰或類似信仰的資料，以及有關閣下使

mailto:privacy@spglobal.com
https://www.spglobal.com/en/privacy/personal-information-request-form-chinese-traditional
mailto:RatingsGDPR@spglobal.com
mailto:MIPrivacyOfficer@spglobal.com
mailto:
mailto:PlattsGDPR@sp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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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科技系統的某些資料，例如閣下的位置、網頁瀏覽記錄、閣下的通訊內容和記錄都可能被視

為敏感的個人資料。我們只會將其用於本政策中所述的目的，並將採取措施確保其安全性。 

2.  出售業務。 當我們將全部或部分業務或資產出售或轉讓予第三方時，例如合併、收購、清

盤或類似活動，我們可能會轉移任何個人資料。我們將要求該第三方繼續遵守本政策，包括本中國

增訂附錄，或要求該第三方再次取得閣下的同意。 

3.  通知。 我們未能完全保證閣下在網上提供的任何資料或數據的安全。倘若發生嚴重的安全

事故，我們將根據適用法律所要求通知閣下，並向中國的監管部門報告。 

4.  關閉註冊賬戶。若閣下想關閉於 S&P Global 註冊的賬戶，請透過電子郵件 

privacy@spglobal.com，或地址北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 5 號財富金融中心 49 樓，聯絡我們的私

隱保護總監。 

加州附錄 

根據《加州消費者私隱法》（「CCPA」）的要求，本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增訂附錄（「加州增訂附

錄」）適用於 S＆P Global 處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居民的個人資料，並就本政策作出增補。倘若本

加州增訂附錄與本政策的其餘內容有任何歧義，則以本加州增訂附錄為準。 

我們收集的某些資料可能被視為公共資料（即政府實體提供的資料）或涵蓋於聯邦私隱法（例如

《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健康保險私隱及責任法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或《公平信用報告法案》（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而從獲得 CCPA 豁免。 

存取資料的權利 

您有權要求存取我們收集所得關於您的個人資料，並了解該資料的來源、資料收集目的，

以及我們分享資料的第三方和服務提供商的對象。為了保護我方客戶的個人資料，我們須

在執行您的要求前驗證您的身份。 

要求刪除資料的權利 

在某些情況下，您有權要求我們刪除直接向您收集所得的任何個人資料。為了保護我方客

戶的個人資料，我們須在執行您的要求前驗證您的身份。我們可能會基於法律原因而無須

符合您的要求，或以比您預期限制更大的方式來符合該等要求。在此情況下，我們會在回

應中給予解釋。 

有關基於財務誘因而分享資料的知情權 

在我們因為提供財務誘因而收集您的個人資料前，將向您徵求同意。 

拒絕向第三方出售個人資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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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權拒絕我們向第三方出售您的任何個人資料。請注意，您的拒絕權利不適用於我們與

服務提供商分享個人資料；其由我們聘用以代表我們履行職能，並須根據合約只為該職能

而使用個人資料。 

《陽光法》（「Shine the Light」Law） 

如果公司已在上一年向第三方披露某些類別的個人資料以作第三方的直銷目的，加利福尼

亞州居民還有權要求索取關於該等第三方的資料。 

如何提交要求 

如欲提交要求以行使您的以下權利： 

(1) 資料存取和刪除權，請填寫資料要求表。 

(2) 拒絕權，請前往「不要出售我的個人資料」。 

(3) 請撥打 1-855-529-1761。 

 

以下闡述我們的資料收集慣例，包括我們收集的個人資料、該資料的來源、我們收集資料

的目的，以及我們會否向外部各方披露該資料。除非列出限制，否則我們可能會將任何和

所有資料用於政策中描述的任何目的。我們用來描述資料的類別列於 CCPA。 

• 個人標識符：  

o 當您創建帳戶、我們為您創建帳戶或您完成交易時，我們會收集您的姓名、

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和聯絡地址。如您選擇創建帳戶，我們也會要求您創

建用戶名稱，並將把一個或多個唯一標識符分配至您的個人檔案。 

o 您在購買我方任一產品或註冊付費活動時，會向我們提供付款和帳單資料。 

o 我們從您或企業客戶（例如結構融資發放者）收集社會安全號碼、信用卡

號碼和個人財務資料，以通知我們的統計分析或用於提供我方產品或服務。

除此之外，該等資料不會用於其他目的、出租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給第三方

以公開發佈。 

o 我們不會收集您的駕駛執照號碼或護照號碼。 

o 我們不會收集有關您的任何醫療資料或健康資料。 

o 我們會自動收集您的 IP 地址。 

o 我們會自動收集您的裝置 ID。 

o 如果您透過公開方式（例如公開的社交媒體檔案）發佈照片，我們會收集

您的照片。 

• 受保護類別：我們收集您的年齡和性別資料。 

• 商業資料：當您與我們交易時，我們會記下您購買或考慮的商品或服務，以及購

物或消費記錄或傾向。 

• 生物特徵資料：我們不會收集有關您的身體、生物或行為特徵的資料。 

• 互聯網或其他電子網絡活動資料：當您使用我們的網站和服務時，我們會自動收

集有關您的瀏覽記錄、搜索記錄以及您與產品門戶站點、網站、應用程式或廣告互

動的資料。 

https://www.spglobal.com/en/privacy/personal-information-request-form-chinese-traditional
https://www.spglobal.com/en/privacy/california-consumer-privacy-act-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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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數據：如上所述，我們會自動收集您的 IP 地址。我們或許能夠基於 IP 地

址而確定您的大概位置。我們的某些移動應用程序還將收集您的準確位置（例如您

的 GPS 座標），但用戶可在移動裝置設定中關閉位置追蹤功能 

• 語音、電子、視像、熱能、嗅覺或類似資料：如果您致電聯絡我們，我們可能會

記錄通話。若會記錄通話，我們會在通話開始時通知您。我們可能會收集您的圖像。

我們不會收集任何熱能、嗅覺或類似資料。 

• 職業或僱傭相關資料：我們收集有關您當前僱主、職位以及其他工作經驗的資料。 

• 學歷資料：我們收集有關您就讀院校或教育水平的資料。 

• 透過推斷以創建反映消費者偏好或特徵的消費者檔案：我們可能透過一系列電腦

程序分析您的實際或可能偏好。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會將我方觀察結果添加到

您的內部檔案。 

 

我們可能會與服務提供商分享此類資料；該等服務提供商是由我們為業務目的而聘任的外

部機構，不可將個人資料用於與聘任無關的任何目的。獲我們分享資料的服務提供商類別

以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在此列載。 

CCPA 為加州居民提供有關向第三方「出售」資料的某些權利。根據 CCPA，「出售」個

人資料是指為金錢或其他利益而向外部機構披露資料，例如我們的合約不限制該方將該等

資料用於其他目的。在以下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可能「出售」資料： 

• 個人標識符： 

o 我們在我方產品展示聯絡資料，其可供我方訂戶以及我方業務合作伙伴的

訂戶存取。我們將聯絡資料披露予我方網絡研討會和會議合作伙伴（即出

席者名單）。 

o 我們會在必要時向公共安全機構提供聯絡資料。 

o 我們向廣告合作伙伴提供 IP 地址和裝置 ID。 

o 我們在我方產品展示照片，其可供我方訂戶以及我方業務合作伙伴的訂戶

存取。 

• 受保護類別：我們會在「專業人員」數據庫顯示年齡（如有），其可供我方訂戶

以及我方業務合作伙伴的訂戶存取。我們不會顯示個別人士的性別。 

• 互聯網或其他電子網絡活動資料：我們會將訂戶與我方產品互動的資料披露予我

們從之收集數據的公司。 

• 職業或僱傭相關資料：我們會在我方產品展示有關個別人士的當前僱主、職位、

薪酬詳情以及個人工作經驗和學歷的其他方面的資料，其可供我方訂戶以及我方業

務合作伙伴的訂戶存取。 

• 透過推斷以創建反映消費者偏好或特徵的消費者檔案：第三方（例如廣告合作伙

伴）可能如《Cookie 通知》中所披露,使用 Cookie 或其他追蹤技術來收集個人資料。 

 

https://www.spglobal.com/_media/documents/Third-Party-Services-and-Content-Provider-Categories.pdf
https://www.spglobal.com/en/privacy/cookie-notice-chinese-tradi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