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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徠仕私隱聲明（亞太區) 
本私隱聲明中所提述的「我們」或「普徠仕」指於本聲明結尾指定為控制人的普徠仕實體。本私隱聲

明涉及普徠仕收集及使用有關普徠仕以外的個人（於本聲明中稱為「閣下」）的個人資料。我們可透過 

多種方式獲 

取閣下的個人資料，例如有關閣下從我們獲得的產品或服務、當閣下與我們的數碼內容互動（例如閣下訪

問我們的網站、收取來自我們的電郵或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時，或在閣下為另一人士或實體的代表， 例

如閣下為屬於我們的客戶、服務供應商或對手方的公司員工的情況下。 

本私隱聲明載述我們收集的個人資料類型；我們如何使用個人資料；我們與誰分享個人資料；我們如何

保護個人資料；以及閣下的法律權利。請細閱下文，當中闡述了我們對於閣下的個人資料及其處理方式

的看法及常規做法。「個人資料」指（無論單獨或連同其他可獲得的資料）能夠用於識別閣下的個人身

份或直接或間接確認閣下身份的資料。 
 

訪問本網站、透過本網站提供任何資料或按本私隱聲明所述的方式與我們互動，即表示閣下同意本聲明 

（經不時更新）所載的處理方式。 

我們可能連結至其他網站，而該等網站擁有其自身的私隱政策及有關客戶資料的常規做法。由於我們無法對

其他網站的內容或常規做法負責，故當閣下點擊進入第三方網站，請務必閱覽其私隱聲明。 

 

個人資料的類型 
我們可能收集及使用的個人資料類型包括: 

 個人資料，例如姓名及暱稱、性別、出生日期、年齡、護照詳情、政府簽發的編號及身份證明文件、

照片、簽名、國籍及專業認證或背景； 

 聯絡資料，例如郵寄地址、電郵地址及電話、傳真及手機的聯絡號碼； 

 受僱／業務資料，例如閣下任職的公司名稱及閣下的職銜、所在地及職責； 

 有關互動的通訊及資料，例如以錄音電話、透過電郵或以其他方式與我們進行的通訊，以及已舉
行或計劃舉行的電話會議及會議記錄； 

 交易相關資料，例如交易詳情、指示、我們提供的投資基金賬號或其他賬戶（例如銀行賬戶或託

管賬戶）； 

 財務及篩選資料（如需要），例如資金來源及就反洗黑錢(AMT)及恐怖主義融資盡職審查、「了
解客戶」 (KYC)活動、按照政府名單篩選及類似的背景及篩選核查取得的資料。在某些情況下， 

根據適用的當地法律，我們可能需要或獲許可收集有關個人資料； 

 有關合規事宜的資料，例如資料當事人要求及證明文件、投訴、調查、事件詳情及有關事宜的解

決方案； 

 特殊類別的個人資料，例如有關閣下的種族、民族、政治觀點、宗教或哲學信仰、工會成員資格、

健康相關資料、性生活或性取向或刑事定罪及犯罪記錄； 

 閣下與我們的數碼內容互動時的技術資訊，包括閣下的IP地址、閣下的登入資料、瀏覽器類型及

版本、設備識別碼、cookies數據、網絡信標、點擊流數據、設備「指紋識別」記錄、伺服器日誌記錄

（包括頁面請求）、地點及時區設置、瀏覽器插件類型及版本、作業系統及平台以及頁面響應時
間及下載錯誤； 

 有關閣下與我們的數碼內容互動資料，包括閣下訪問我們的網站之前所訪問的網站、訪問次數、 

若干頁面的訪問停留時間、瀏覽的頁面、頁面互動資料（例如滾動、點擊及鼠標懸停）及離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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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用的方法，以及有關可從我們的數碼內容存取的其他內容的類似資料，例如打開或打印文件， 

或已播放哪段視頻及其播放時間多久；及 

 偏好與觀點，例如營銷偏好、首選語言，以及與我們分享的觀點；及 

 我們可能在經營場所及其他地點錄製的閉路電視影像。 

我們可能直接向閣下收集個人資料，或可能由其他人士（例如閣下的僱主）向我們提供有關個人資料。

我們亦可能從其他公開或商業上可獲得的來源收集個人資料。我們可能建立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例如與閣

下互動的記錄或閣下的交易記錄。在閣下與我們的數碼內容互動時，我們可能使用cookies及其他技術收集

個人資料。我們根據本私隱聲明處理我們從閣下、其他來源取得或我們創建的所有資料。如欲了解有關我
們如何使用cookies的更多資料，請參見我們的Cookie政策。 

在某些情況下，閣下可能向我們提供有關另一人士的個人資料。於該等情況下，閣下如此行事前必須已就向

我們提供有關資料及我們按照本私隱聲明所述方式使用有關資料而獲得該人士授權。閣下亦應向該人士

提供本私隱聲明副本。 
 

我們如何使用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下文所載的一個或多個法律理據，將我們向閣下收集的閣下個人資料用於多個用途： 

 向閣下代表的公司（或直接向閣下）提供所需的產品或服務及隨後提供客戶服務及報告，包括對閣

下的要求作出有效回覆及就產品或服務的變更通知閣下； 

 展開反洗黑錢(AML)及反恐怖主義融資盡職審查、「了解客戶」 (KYC)活動、按照政府名單進行篩

選及類似的背景及篩選核查； 

 保存內部記錄及管理我們與閣下的關係，包括保存有關閣下個人資料的記錄及進行必要更新，以及

保存與閣下進行的任何通訊記錄； 

 管理我們的風險、法律權利及幫助識別非法活動，包括監控電話通話及交易以保證服務質素及行使或

保障我們的任何法律權利； 

 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包括向稅務或其他監管機構披露； 

 向閣下提供有關我們的產品及服務的資料（前提為閣下已作出必要的同意）。如有必要，我們將在

以此方式處理閣下的資料前徵求閣下的同意。此外，我們將為閣下提供撤銷同意（退出）的選項， 
例如在我們發送的營銷訊息電郵中； 

 設置及管理閣下的網站註冊； 

 確保我們的數碼內容以最有效的方式呈現予閣下以及於閣下設備展示。 

 令閣下能夠參與調查及我們網站的互動功能； 

 就使我們的網站及電子系統安全無虞的必要情況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監控我們的網站及電子系統

如何偵測及防範欺詐、其他犯罪及濫用； 

 令閣下能夠報名參加及出席我們舉行的會議及類似活動（包括面對面活動及虛擬活動），包括協助

活動管理及行政管理； 

 合併我們獲得及收集的資料以了解閣下的興趣及偏好並向閣下提供更個人化的體驗，包括透過研究

我們從閣下的瀏覽行為或我們與閣下或閣下所在公司進行的其他聯繫而得出閣下偏好，從而可與閣下

進行個人化的互動，以更好地滿足閣下的需要（直接或作為閣下公司的代表），惟此舉符合閣下的

營銷選擇； 

 在閣下要求不予聯絡時更新禁止名單，以使我們不會無意間再度聯絡閣下。根據良好營銷慣例，我

們須處理個人資料以備存最新的禁止名單及確保我們在閣下要求不予聯絡的情況下不會聯絡閣下。請

注意，如閣下決定退出營銷通訊，我們可能仍然會發送與我們所持有的賬戶有關的重要資料。在

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以此方式處理資料，以遵守法律或合約責任； 

https://www.troweprice.com/content/dam/trowecorp/Pdfs/hong-kong-chinese/CookiePolicyCHI.pdf
https://www.troweprice.com/corporate/en/utility/terms-of-use.html
https://www.troweprice.com/corporate/en/utility/terms-of-u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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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我們的產品及服務及幫助我們開發新的服務及產品，包括改善我們作為企業提供的產品及服務； 

 有效管理我們的業務，例如關於服務供應商管理、財務、安全、資訊科技及基礎設施及企業審核， 
以及協商及進行企業重組、合併或收購； 

 幫助評估、管理及監控我們的經營場所，例如透過閉路電視、訪客記錄及接駁設備，以維持我們的
經營場所安全及有序運行； 

 備存健康及安全資料、評估及相關記錄，以按照健康及安全慣例有效管理我們的經營場所及業務營運。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遵照法律處理該類資料； 
 

 在處理敏感的個人資料（例如有關健康、信仰或政治聯繫的資料）時，我們會遵守適用法律，並將

在需要時取得閣下的同意。然而，某些少數情況下，我們將無法取得閣下的同意（例如當閣下發生

意外時）。在該情況下，我們將確保閣下的私隱權利得到保障。 

如需要資料以訂立或履行合約或獲得所需的產品或服務或資訊或遵守適用法律及規例，則閣下必須提供個

人資料。拒絕提供閣下的資料將使我們無法提供所需的產品、服務或資訊或履行我們的合約或其他法律義

務。 

閣下毋須就出於自願的理由（例如用作營銷目的）提供個人資料。營銷將主要透過電郵進行，但有時亦

會透過郵件及電話進行。閣下可按下文（閣下的選擇／閣下的私隱權利）所載的方式隨時拒絕收取營銷

通訊。 
 

我們與誰分享個人資料 
閣下的個人資料擬提供予普徠仕，亦可能與普徠仕的聯屬公司及附屬公司分享，以及於某些情況下與第

三方分享。 

我們可能向下列各方分享閣下的個人資料： 

 普徠仕的集團公司。我們可能向我們的集團公司分享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我們位於閣下所在

司法管轄區以外的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以管理我們的服務及產品、向閣下提供客戶支援、了解

閣下的偏好、向閣下發送有關閣下可能感興趣的產品及服務的資訊（經取得閣下必要的同意後） 

及開展本私隱聲明所述的其他活動。 

我們亦可能向下列類型的第三方機構分享閣下的個人資料： 

 外聘核數師、會計師以及法律及其他專業顧問。 

 我們的服務供應商。我們利用其他公司或承包商（「服務供應商」）代表我們提供服務或協助我

們向閣下提供普徠仕的產品或服務。我們可能與下列類別的服務供應商分享個人資料： 

- 基礎設施及技術服務供應商； 

- 營銷、廣告、分析、研究、活動及通訊供應商； 

- 欺詐偵測及預防機構； 

- 普徠仕產品或服務的行政服務供應商，例如過戶代理、保管人及證券定價供應商。 

在提供該等服務的過程中，該等服務供應商可存取閣下的個人資料。然而，我們將僅向服務供應商提
供其履行服務所必要的資料，彼等將根據我們的指示行事，而我們將指示彼等不得使用閣下的個人

資料作任何其他用途。我們將始終盡最大努力確保我們合作的所有服務供應商對閣下的個人資料保

密。 

 法律允許的第三方。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或須披露或分享閣下的個人資料以遵守法律或監管責任 

（例如，我們可能須向警方、監管機構、政府機構、反欺詐組織或司法或行政機構披露個人資 

料）。在法律允許及就保障或捍衛我們的權利、事關國家安全、執法、執行我們的協議、偵測或

預防欺詐或保障閣下或公眾的權利所必要的情況下，我們亦可能向第三方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 

 閣下的公司或代理人及其他第三方。我們可能與閣下的公司或其他代理人分享閣下的個人資料， 例

如當閣下被列入寄發给他人的電郵中或為確認閣下的詳情或職務時。我們亦可能向與閣下的公司或

賬戶有關連的第三方或就我們與閣下或閣下的公司開展的業務交易而與第三方分享閣下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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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與業務轉讓有關連的第三方。我們可能就架構重組、重組、合併、收購或資產轉讓向第三方（包

括普徠仕集團公司的現有或新成立公司）分享或轉移閣下的個人資料，惟接收方同意按與本私隱 

聲明一致的方式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 

 

我們儲存閣下個人資料的地點 
鑑於我們的業務遍佈全球及所需的技術，我們向閣下收集的個人資料可能被轉移至及儲存於閣下所在司法

管轄區以外的目的地，而該目的地的資料保護法未必如閣下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一樣全面。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被轉移至及儲存於美國境內的T. Rowe Price Associates, Inc.及由我們或另一聯屬公

司的員工於英國、歐洲經濟區、中東、北美及亞太區(APAC)的辦事處查閱。該等資料亦可能由我們通 常位於

類似地區的服務供應商員工處理。無論地點何在，我們將實施適當的保障措施，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繼續得
到適當的保護及按照本私隱聲明及適用的資料保護法處理。 

 

閣下的選擇／閣下的私隱權利 
因應普徠仕旗下向閣下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公司，以及該公司所在的國家，閣下可就我們對閣下個人資料的處

理方式享有多項權利， 各項權利載述於下文。閣下如欲行使下列一項或多項權利，請透過

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聯絡我們，告知我們閣下的要求，並提供閣下的姓名、電郵、郵寄地址、

閣下常用的普徠仕聯絡人姓名以及閣下具體的要求以及閣下認為我們就提供或以其他方式處理閣下的要求 
時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資料。 

 查閱。閣下有權向我們確認閣下的個人資料是否獲處理，以及如果資料已獲處理，可要求查閱有 

關個人資料，包括所處理的個人資料類別、處理的目的及接收人或接收人類別。然而，我們須顧

及他人的利益，因此這並非一項絕對權利，而我們有權收取費用。 

 更正。閣下有權更正有關閣下的不正確或不完整的個人資料。 

 刪除。閣下有權要求我們刪除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惟倘我們需要保留該等資料以履行法律義務或確
立、行使或保護合法要求，我們並無義務如此行事。 

倘若我們基於閣下的同意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例如提供營銷通訊，閣下有權隨時撤銷同意。閣下如欲撤銷同

意及選擇不接收我們的營銷通訊，請遵照電郵中所載的退出指示或閣下訂閱特定內容時所使用網站的取

消訂閱指示（如相關）。請閣下諒解，倘若閣下選擇不接收或取消訂閱我們的營銷通訊，我們仍可能就

賬戶、關係、活動及與我們進行的其他通訊聯絡閣下。 

 

閣下行使該等權利須受若干豁免規限，包括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或會披露有關另一人士的個人資料（於閣下

提出查閱要求的情況下），或我們有合理理由信納不應作出更正（於閣下提出更正要求的情況下） 的情

況。如閣下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我們將核查閣下的權利，大部分情況下將於一個月內作出回覆。 

 

我們保留閣下的個人資料的時長 
我們僅會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一段必要的時間以達致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及在適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例

如，我們可能保存若干交易詳情及通訊，直至因交易產生的申索時效屆滿為止，或為遵守有關保留該 

資料的監管規定之目的。如我們不再需要使用閣下的資料，我們將從系統及記錄中刪除該等資料及／或採取

措施立即對資料作匿名處理，從而令閣下的身份無法從該等資料中被識別（除非我們為遵守法律或法規上

的責任而須保存閣下的資料）。 
 

準確度 
我們承諾使閣下的個人資料保持準確、完整及最新。如若閣下發現我們的記錄不準確，或閣下的個人資
料有所更改，請立即通知普徠仕旗下與閣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以便我們可作出必要的修改。如未能通

知我們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變動，可能會對我們與閣下進行通訊或向閣下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方式產生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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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安全性 
我們已實施技術及組織安全措施，以保障我們所保管及控制的個人資料安全。我們所實施的有關措施包括對

個人資料的瀏覽僅限於就本私隱聲明所述的目的而言需要了解有關資料的僱員、承包商及授權服務供應商；

對我們的僱員及承包商進行培訓；及其他技術、行政及物理保障措施。雖然我們一直盡力保護我們的

系統、網站、業務營運及資料免遭未經授權存取、使用、修改及披露，惟由於互聯網作為開放的全球通

訊工具固有的性質及其他風險因素，我們無法保證任何資料在傳輸過程中或儲存於系統期間將完全不會

遭到他人（例如黑客）入侵。 
 

本私隱聲明的更改 

本私隱聲明以英文撰寫，並可翻譯成其他語言。倘若本聲明的英文版本與翻譯版本存在任何歧義，概以英

文版本為準。 

本私隱聲明（亞太區）為最新版本，最後更新日期載於文末。我們保留不時更改私隱聲明的權利。如我

們決定對私隱聲明作出重大變更，我們將盡力（例如）透過電郵及／或於相關網站主頁發佈警示的方式

告知閣下該等更改，以使閣下知悉有關事實，及／或採取適用法律規定的任何進一步行動。無論如何， 

我們建議閣下不時再次瀏覽本頁，以確保閣下已閱覽現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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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 
 

T. Rowe Price Australia Limited Level 50, Governor Phillip Tower, 1 Farrer 
Place, Suite 50B,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普徠仕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8號遮打大廈6樓 

T. Rowe Price Investment Consulting 
(Shanghai) Co., Ltd 

Room 881, 8th Floor, Phase II,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8 Century Avenue,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 Rowe Price Japan, Inc. GranTokyo South Tower 
10F,  9-2, Marunouchi 
1-chome, 
Chiyoda-ku, 
Tokyo 100-
6607, Japan 

T. Rowe Price Singapore Private Ltd 501 Orchard Road, #10-02 Wheelock 
Place, Singapore 238880 
Republic of Singapore 

 

聯絡我們 
若閣下對本私隱聲明及／或我們的服務供應商的私隱政策及常規做法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聯繫。 

聯絡普徠仕旗下與閣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 

閣下與之進行通訊或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通常是閣下的個人資料的資料控制人，可回答閣下任何關於我們的

私隱聲明或我們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的問題。該等公司的聯絡詳情載於上文「控制人」一節。 

聯絡我們的全球私隱辦事處 

若閣下的問題或投訴於聯絡普徠仕旗下與閣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代表後仍未解決，請透過電郵聯絡我們

，郵箱：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 

我們的全球私隱辦事處（全球私隱主管的常駐地點）詳情如下： 

全球私隱辦事處 

普徠仕 

收件人：全球私隱主管
4515 Painters Mill Road 
Owings Mills, MD 21117 
United States 
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 

 
全球私隱辦事處將就閣下的問題或投訴與我們當地辦事處的相關人員聯絡。我們將處理閣下的要求，就有關

事宜展開調查及在合理時間內向閣下作出回覆，惟前提是我們已掌握所有必要的資料及已完成任何所需的

調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需要閣下以書面方式提出要求，以便確保我們了解有關要求，亦可能需要閣

下提供進一步資料或核實閣下的身份。我們將盡力就閣下對與要求相關行為的認知及閣下期望得到的結果與

閣下進行適當及必要的確認。我們將對閣下的要求保密及於合理時間內作出回覆（通常以書面方式回覆）。 

聯絡資料保護監管機構 

若於聯絡我們後，閣下認為我們並未充分解決閣下的問題，請聯絡普徠仕旗下與閣下進行業務往來的公司

成立所在國（載於上文「控制人」一節的表格中）的資料保護監管機構。 

本私隱聲明已於2022年2月1日作出更新。 

mailto:Global_Privacy@troweprice.com
mailto:Global.Privacy@troweprice.com

	個人資料的類型
	我們如何使用個人資料
	我們與誰分享個人資料
	 外聘核數師、會計師以及法律及其他專業顧問。

	我們儲存閣下個人資料的地點
	閣下的選擇／閣下的私隱權利
	我們保留閣下的個人資料的時長
	準確度
	安全性
	本私隱聲明的更改
	控制人
	聯絡普徠仕旗下與閣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
	聯絡我們的全球私隱辦事處
	聯絡資料保護監管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