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徕仕隐私通知（亚太地
区）
本隐私通知中提到的“我们的”、“我们”或“普徕仕”是指本通知末尾被确定为控制者的普徕仕实体。本隐
私通知针对的是普徕仕收集和使用与普徕仕以外的个人（在本通知中称为“您”或“您的”）有关的个人数
据。我们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获取您的个人数据，例如关于您从我们处获得的产品或服务，当您与我们
的数字内容进行互动时（例如，当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接收我们的电子邮件或使用移动应用程序时），
或者当您是另一个人或实体的代表时，例如，当您是作为我们的客户、服务提供商或交易相对方的公司
的员工时。
本隐私通知说明了我们收集的个人数据类型；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我们与谁共享这些数据；我们如
何保护这些数据；以及您的法律权利。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因为它解释了我们对您的个人数据的观点
和实践，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个人数据”是指（单独或与其他可用信息相结合）能够直接或间接地
将您识别为某个人或认出的信息。
通过访问本网站、借由本网站提供任何信息或与我们进行本隐私通知中所述的互动，您同意本通知所述
的各项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处理活动可能不时发生变更）。
我们可能会链接到其他网站，这些网站有自己的隐私政策和客户信息实践。如果您点击进入第三方网站，
请确保您阅读他们的隐私通知，因为我们不能对其他网站的内容或实践负责。

个人数据的分类
我们可能收集并使用的个人数据包括：
•

个人信息，如姓名和昵称、性别、出生日期、年龄、护照详情、政府颁发的号码和身份证件、照
片、签名、国籍和专业资质或背景；

•

联系信息，如邮寄地址、邮箱地址及固话、传真、移动电话的号码；

•

劳动/业务信息，如您工作的公司名称和您的职位、地点及职责；

•

沟通与互动信息，如通过录音线路、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与我们进行的沟通，举行或计划举行的
电话记录与会议记录；

•

交易相关信息，如我们提供的投资基金或其他账户（如银行或托管账户）的交易细节、指令、账
号或其他账户；

•

财务和审查信息（按需），如资金来源和与反洗钱（AML）和恐怖融资尽职调查、“了解你的客
户”（KYC）活动、政府名单审查以及类似的背景和审查检查有关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根据
适用的当地法律，我们可能会被要求或授权收集此类个人数据；

•

与合规事项有关的信息，如数据主体的请求和支持文件、投诉、调查、事件详情以及此类事项的
解决方法；个人数据的特殊类别，如有关您的种族、民族、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工会成
员资格、健康相关信息、性生活或性取向、或刑事定罪和犯罪的信息。

•

当您与我们的数字内容互动时的技术信息，包括您的 IP 地址、您的登录信息、浏览器类型和版本、
设备标识符、来自 cookies 的数据、网络信标、点击流数据、设备“指纹”记录、服务器日志记录
（包括页面请求）、位置和时区设置、浏览器插件类型和版本、操作系统和平台，以及页面响应
时间和下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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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您与我们的数字内容的互动信息，包括您在访问我们的网站之前访问的网站、访问次数、访
问某些页面的时间、浏览过的页面、页面互动信息（如滚动、点击和鼠标经过）和用于浏览离开
页面的方法，以及可从我们的数字内容中访问的额外内容的类似信息，如打开或打印文档或播放
哪些视频以及持续时间；以及

•

偏好和观点，如营销偏好、语言偏好和与我们分享的观点；和

•

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场所中或场所周围和其他地点记录的闭路电视录像。

我们可能直接从您那里收集个人数据，也可能由另一方（如您的雇主）提供给我们。我们也可能从其他
公开或商业来源收集个人数据。我们可能会创建有关您的个人数据，如与您的互动记录或您的交易记录。
当您与我们的数字内容互动时，我们可能会使用 cookies 和其他技术来收集个人数据。我们会根据本隐私
通知处理从您、其他来源获得的或我们创建的所有数据。如您想要了解我们如何使用 cookies 的更多信
息，请查看我们的 Cookie 政策。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人的个人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您只有在该人授权您向我们
提供这些信息并允许我们按照本隐私通知中说明的方式使用这些信息时方可向我们提供。您还应向该人
提供一份本隐私通知的副本。

我们如何使用个人数据
我们将从您那里收集到的关于您的个人数据用于多种目的，并基于一个或多个法律依据，如下所述：
•

为您所代表的公司（或直接为您）提供所要求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后续的客户服务和报告，包括有
效地回应您的要求，并通知您我们产品或服务的变化；

•

执行反洗钱（AML）和反恐怖主义融资尽职调查，“了解你的客户”（KYC）活动，对照政府名单进
行审查，以及类似的背景和审查检查；

•

保存内部记录并管理我们与您的关系，包括保存您的个人详情并在必要时更新，以及保存与您的任
何通信记录；

•

管理我们的风险、法律权利，并帮助识别非法活动，包括监控电话和交易，以确保服务质量，并行
使或维护我们的任何法律权利；

•

遵守法律和监管要求，包括向税务或其他监管机构披露；

•

向您提供有关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前提是在需要同意时您同意这样做）。如有需要，我们会
在以这种方式处理您的信息之前征求您的同意。此外，我们会给您撤回同意（拒绝接收广告）的选
择权，例如在我们发送的电子邮件营销信息中；

•

设置和管理您的网站注册；

•

确保我们的数字内容以最有效的方式为您和您的设备呈现；

•

使您能够参与我们网站的调查和互动功能；

•

在必要时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以保证我们的网站和电子系统的安全，包括监控我们的网站和电子系
统如何被使用，以检测和防止欺诈、其他犯罪和滥用；

•

使您能够注册和参加我们主办的会议和类似活动，包括现场活动和虚拟活动，包括促进活动管理和
行政管理；

•

结合我们收到和收集的信息来了解您的兴趣和偏好，并为您提供更个性化的体验，包括通过查看我
们从您的浏览行为或我们与您或您的公司的其他接触中获得的您的偏好，以便我们能够与您进行个
性化的互动，以更好地满足您的需求（直接地或作为贵公司的代表），前提是这与您的营销选择一
致；

•

在您要求不被联系的情况下，保存一份最新的免打扰名单，以便我们不会无意中再次与您联系。根
据良好的营销实践，我们有义务处理个人数据，以保持最新的免打扰名单，并确保我们不会在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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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们不联系您的情况下与您联系。请注意，如果您选择不接收营销通讯，我们仍会向您发送与您
在我们这里持有的账户有关的重要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以这种方式处理信息，以遵
守法律或合同义务。
•

设计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我们开发新的服务和产品，包括改善我们的业务产品；

•

有效地管理我们的业务，例如关于服务提供商管理、财务、安全、信息技术和实体基础设施、公司
审计，以及谈判和实施公司重组、合并或收购；

•

帮助评估、管理和监控我们的场所，例如通过闭路电视、访客记录和访问设备，以维护我们场所的
安全和有序运行；

•

维护健康和安全信息、评估和相关记录保存，以有效地管理我们的场所和运营，使其符合健康和安
全实践。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处理此类信息以遵守法律。

•

当我们处理敏感的个人数据（如与健康、信仰或政治立场有关的信息）时，我们会根据适用的法律
进行处理，并在需要时征得您的同意。然而，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征得您的同意
（例如，如您发生意外事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确保您的隐私权得到保护。

如果需要相关数据才能签订或履行合同、获得所要求的产品或服务或信息、或遵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您有必要提供个人数据。拒绝提供您的信息将使我们无法提供所要求的产品、服务或信息，或无法履行
我们的合同或其他法律义务。
您可以为了某些目的（例如为了收到营销信息）自愿提供个人数据，这种情况下个人数据的提供不是被
强制要求的。市场营销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但有时也会通过邮件或电话进行。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按
如下所述拒绝接收营销通讯（详见下文“您的选择/您的隐私权”部分）。

我们和谁共享个人数据
您的个人数据供普徕仕使用，可能会与普徕仕关联公司和子公司共享，某些情况下与第三方共享。
我们可能与下列主体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

普徕仕公司家族。为了管理我们的服务和产品，为您提供客户支持，了解您的偏好，向您发送您
可能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必要时征得您的同意），以及进行本隐私通知中所述的其他活动，
我们可能会在我们公司家族内部共享您的个人数据，包括位于您所在司法辖区以外的我们的子公
司和关联公司。

我们也可能与以下类型的第三方组织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

外部审计师、会计师和法律及其他专业顾问。

•

我们的服务提供商。我们使用其他公司或承包商（“服务提供商”）代表我们提供服务，或协助
我们向您提供普徕仕的产品或服务。我们可能会与以下类别的服务提供商共享个人数据。
- 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提供商；
- 营销、广告、分析、研究、活动和通讯提供商；
- 欺诈检测和预防机构；
- 普徕仕产品或服务的行政服务提供商，例如转让机构、托管人和证券定价提供商。
在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中，这些服务提供商可能会接触到您的个人数据。然而，我们只会向我们
的服务提供商提供他们执行服务所必需的信息，他们将根据我们的指示行事，我们指示他们不得
将您的个人数据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将始终尽最大努力确保所有与我们合作的服务提供商将
保持您的个人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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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允许的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被要求披露或共享您的个人数据，以遵守法律或
监管义务（例如，我们可能会被要求向警方、监管机构、政府机构、反欺诈组织或向司法或行政
机关披露个人数据）。我们也可能向第三方披露您的个人数据，如果披露是法律允许的，并且是
保护或捍卫我们的权利、国家安全、执法，执行我们的协议，检测或预防欺诈，或保护您或公众
的权利所必需的。

•

您的公司或代理和其他第三方。我们可能会与您的公司或其他代理共享您的个人数据，例如您何
时被包括在与他人的电子邮件中，或确认您的详细信息或角色。我们也可能和与您的公司或账户
有关的第三方，或与我们与您或您的公司的业务交易有关的第三方共享您的信息。

•

与业务转让有关的第三方。在重整、重组、合并、收购或资产转让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
人数据与第三方共享或转让给第三方（包括普徕仕公司家族中现有的或新成立的公司），前提是
接收方同意以符合本隐私通知的方式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我们在哪里存储您的个人数据
由于我们全球业务的性质和所需的技术，我们从您那里收集到的个人数据可能会被传输到并存储于您所
在的司法辖区以外的地点，而这些地点的数据保护法可能没有您所在司法辖区的法律那么广泛。
您的个人数据可能会通过为我们或其他关联公司在英国、欧洲经济区、中东、北美和亚太（APAC）的办
事处工作的员工传输到、存储于美国的 T. Rowe Price Associates, Inc.并通过其进行访问。其也可能由通常
位于类似地区的我们服务提供商的工作人员处理。无论位于哪里，我们都会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确保
您的个人数据受到充分保护，并按照本隐私通知和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进行处理。

您的选择/您的隐私权
取决于哪一普徕仕公司向您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该公司所在的国家，您关于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可能
拥有若干权利，以下将对每种权利进行说明。如果您希望行使以下一项或多项权利，请将您的要求通过
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 与我们联系，并在邮件中注明您的名称、邮箱地址、邮寄地址、您熟悉的
普徕仕联系人的姓名，以及您的具体要求和您认为我们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信息，以便提供或处理您的
要求。
•

访问。您可能有权向我们确认您的个人数据是否被处理，如果是，您有权要求访问该个人数据，
包括处理的个人数据类别、处理的目的以及接收者或接收者类别。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
益，所以这并不是绝对的权利，我们可能有权收取费用。

•

纠正。您可能有权纠正有关您的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个人数据。

•

删除。您可能有权要求我们删除有关您的个人数据，但例外是，如果我们需要保留该等数据以遵
守法律义务或确立、行使或抗辩法定求偿权，我们则没有义务删除该等数据。

如果我们是在您同意的基础上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例如提供营销通讯，您有权随时撤回您的同意。如果
您想撤回同意并选择不接收我们的营销通讯，请按照电子邮件中的退出指示或者您订阅内容的网站上的
取消订阅指示（如相关）操作。请理解，即便您选择拒绝接收或取消订阅我们的营销通讯，我们仍可能
就关于账户、关系、活动以及与我们的其他通讯与您联系。
您对这些权利的行使受某些例外的限制，包括提供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泄露另一个个人的个人信息（当
您提出了访问请求），或者我们有正当理由认为不应该进行更正（当您提出了更正请求）。如果您行使
任何这些权利，我们将检查您是否确实享有这些权利，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个月内作出回应。

我们将您的个人数据保存多久
我们只会在个人数据收集的目的所必需的时间内，以及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留您的个人信息。
例如，我们可能会保留某些交易细节和通信直至因交易产生的索赔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或者为了遵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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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保留的监管要求而保留该等数据。当我们不再需要您的信息，我们会将其从我们的系统和记录中
移除，并/或采取措施迅速对其进行匿名化处理，以便无法再从中识别出您的身份（除非我们需要保存您
的信息以遵守管辖我们的法律和法规要求）。

准确性
我们承诺您的个人数据是准确的、完整的和最新的。如果您发现我们的记录有不准确处，或者您的个人
数据发生变化，请立即通知与您有业务往来的普徕仕公司，以便我们进行必要的修改。未通知我们您的
个人数据的变化可能会对我们与您的沟通或向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产生负面影响。

安全性
我们已经实施了技术和组织上的安全措施，以保护我们所保管和控制的个人数据。我们已实施的措施包
括：只有为本隐私通知中所述之目的需要了解信息的员工、承包商和授权服务提供商才有权限访问相关
个人数据；对我们的员工和承包商进行培训；以及其他技术、管理和物理保障措施。虽然我们一直致力
于保护我们的系统、网站、运营和信息免于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修改和披露，但由于互联网作为一
个开放的全球通信工具的固有性质和其他风险因素的固有本质，我们不能保证信息在传输过程中或存储
在我们的系统中时，都绝对不会受到其他人（如黑客）的入侵。

本隐私通知的变更
本隐私通知最初以英文书写并被翻译为中文。如果本通知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翻译版本之间有任何不一致
的地方，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本隐私通知（亚太）为最新版本，其最后更新日期位于文件末尾。我们保留不时更改隐私通知的权利。
如果我们决定对我们的隐私通知进行重大修改，我们将尽力让您知晓这一事实，例如，通过电子邮件和/
或在相关网站的主页上发布提醒和/或采取适用法律要求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建议您不时
地返回至本页以确保您持有最新版本。

控制者
T. Rowe Price Australia Limited

T. Rowe Price Hong Kong Limited
普徕仕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T. Rowe Price Japan, Inc.

T. Rowe Price Singapore Priva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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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如您对本隐私通知和/或我们的服务提供商的隐私政策和实践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与您有业务往来的普徕仕公司交流
与您通信或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通常是您的个人数据的数据控制者，可以回答您对我们的隐私通知或我们
使用您的个人数据的问题。这些公司的详细联系信息可以在上述“控制者”部分找到。
联系我们的全球隐私办公室
如 果您的问题或投诉在与普徕仕公司代表交谈后仍未得到解决，请与我们通过邮箱地址
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 联系。我们的全球隐私事务负责人所在的全球隐私办公室的详情如下：
Global Privacy Office / 全球隐私办公室
T. Rower Price / 普徕仕
For the attention of: Head of Global Privacy / 收件人：全球隐私事务负责人 4515 Painters Mill Road
Owings Mills, MD 21117
United States
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
全球隐私办公室将就您的问题或投诉与我们当地办公室的相关人员联系。我们将通过调查处理您的请求，
并在合理的时间内答复您，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掌握所有必要的信息并完成任何必要的调查。在某些情况
下，我们可能需要请您以书面形式提出您的要求，以便我们确信我们理解您的要求，也可能需要请您提
供进一步的信息或核实您的身份。我们会在适当和必要时尝试和您确认您对与请求相关的行为的理解，
以及您期望的结果。我们会对您的请求保密，并在合理的时间内（通常是以书面形式）回复您。
联系数据保护监管机构
如果在与我们联系后，您认为我们没有充分解决您的问题，请联系与您往来的普徕仕公司所在国家的数
据保护监管机构，见上述“控制者”部分。本隐私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1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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