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猎⽹站 

隐私政策 

上次更新：  2021 年 6 ⽉ 10 ⽇ 

本隐私政策解释了您通过招募⽹站（招募⽹站）提交您的详细个⼈信息以⽤于注册报名⾎猎内部试验测
试时，我们对此类信息处理的时间、⽅式及原因，并规定了您与该信息所持有的相关选择和权利。  

如果您不同意按照本隐私政策所述的⽅式处理您的个⼈信息，请不要在收到请求时提供您的信息。⼀旦

您通过该招募⽹站提交了您的信息，即表示您认同本隐私政策中所述的有关您个⼈信息的规定。  

我们需要收集哪些信息？我们如何使⽤您的信息？ 

如您通过该招募⽹站注册报名了⾎猎内部试验测试，我们将收集您的电⼦邮箱地址，并要求您确认您所
使⽤的操作系统。同时，我们还会收集您的 IP 地址。除在通过该招募⽹站注册⾎猎内部试验测试时需
要，或出于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以及出于安全、保障或遵守法律之⽬的的其他第三⽅要求
外，我们不会和任何第三⽅分享您的信息。我们会在企业集团内部公司之间分享您的信息，以便于顺利
运维该招募⽹站和此次的⾎猎内部试验测试。所有相关的集团公司只能根据本隐私政策使⽤您的个⼈信
息。我们还可能向全部或部分收购我们或我们的业务的第三⽅分享您的信息。 

我们如何使⽤您的信息？ 

我们根据您的信息向您提供招募⽹站的各项功能，并据此改进⽹站。除为了提供该招募⽹站的功能和服
务（如⽤于分析和⼴告等⽬的），或出于法院、当局或法律强制要求外，我们不会和任何第三⽅分享您
的信息。更多信息。 

我们和谁分享您的信息？ 

我们会借助第三⽅来确保 佳⽤户体验（如⽤于分析和⼴告等⽬的）。使⽤第三⽅时，我们仅会出于本
隐私政策中所述的⽬的处理和储存您的信息。我们遍及全球的分公司会共同运维招募⽹站，因此，在某
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根据法院要求或法律义务向他们披露部分信息。更多信息。 

我们在哪些地⽅处理您的信息？ 

我们的服务器位于美国、新加坡和瑞典。此外，我们在全球的⽀持、⼯程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团队能够从
您居住地以外的地⽅（包括新加坡和美国）访问您的信息。我们位于瑞典的第三⽅提供商也会访问您的
信息。更多信息。 

我们对您的信息保留多久？ 

除⾮本隐私政策另有规定，通常，我们只在您使⽤该招募⽹站期间保留您的信息。更多信息。 

我如何对我的信息⾏使相关权利？ 

对于您所提交的信息，您可能拥有的⾏使权包括访问权、接收数据副本的权利，删除数据的权利，或限

制或反对我们处理数据的权利。更多信息。 

如何联系我们 

若您对本隐私政策存在任何疑问，或希望⾏使您可能拥有的任何权利，请点击此处联系我们。  



如有变更，我们如何通知您？ 

我们将在此发布有关本隐私政策的变更。请定期访问本⻚⾯，查看本隐私政策是否有任何更新或变更。
更多信息。 

联系我们 

数据控制：Sharkmob AB | 电⼦邮箱：privacy@sharkmob.com   

mailto:privacy@sharkmob.com


欢迎来到⾎猎内测招募⽹站！ 

本隐私政策解释了您通过 bloodhunt.com（招募⽹站）提交您的详细个⼈信息以⽤于注册报名⾎猎内部
试验测试时，我们对此类信息处理的时间、⽅式及原因，并规定了您与该信息所持有的相关选择和权
利。请仔细阅读 - 了解我们如何收集和使⽤您的信息，以及您可以如何控制这些信息，这⼀点⾮常重
要。  

如您不同意按照本隐私政策所述的⽅式处理您的个⼈信息，请不要在收到请求时提供您的信息，并停⽌

使⽤该招募⽹站。继续使⽤该招募⽹站即表示您认同本隐私政策中所述的有关您个⼈信息的规定。  

该招募⽹站由 Sharkmob AB （“我们”、“我们的”）开发。  

出于数据保护法的⽬的，Sharkmob AB 负责控制您与该招募⽹站相关的数据。Sharkmob AB 的注册地
址为瑞典⻢尔默的⼤⼴场 11, 211 22。  

您可以发送邮件⾄ privacy@sharkmob.com 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以下是我们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数据保护代表的联系⽅式： 

若您对个⼈信息的处理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随时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1. 未成年⼈ 

除⾮取得⽗⺟或监护⼈同意（前提是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允许），⼉童不得因任何⽬的使⽤该招募⽹
站。 

我们所指的⼉童为不满 18 周岁的⽤户；此处的 低年龄因不同国家/地区对于允许⾃⾏处理个⼈信息
的年龄要求⽽不同。下表列出了部分国家/地区对⽤户 低年龄的要求。  

司法管辖区 代表 地址 联系⽅式

韩国 Kite B i rd Korea 
Yuhan Hoesa

25F, 55, Sejong-daero, Jung-gu, 
Seoul (Taepyeongro 2-ga) 

koreanlocalrep_sharkmob
@proximabeta.com

塞尔维亚 K a r a n o v i c & 
Partners o.a.d.⻉尔
格莱德

Resavska 23, Belgrade, 11000, 
Serbia

local.representative@kar
anovicpartners.com

⼟⽿其 Özdağıstanli Ekici 
Avukatlık Ortaklığı.

Varyap Meridian Grand Tower 
ABlok Al Zambak Sok No: 2 K: 
32 D. 270 Ataşehir Istanbul 
Turkey

localdatarep_sharkmob@i
ptech-legal.com

⽤户所在国家/地区 ⽤户最低年龄要求

阿尔及利亚 19

阿根廷 18

澳⼤利亚 18



孟加拉国 18

巴⻄ 18

哥伦⽐亚 18

柬埔寨 18

加拿⼤ 13

埃及 18

欧洲经济区/英国/瑞⼠ 16

中国⾹港 18

印度 18

印度尼⻄亚 21

⽇本 20

沙特阿拉伯王国 15

科威特 21

中国澳⻔ 18

⻢来⻄亚 18

墨⻄哥 18

摩洛哥 18

缅甸 18

新⻄兰 16

菲律宾 18

卡塔尔 18

韩国 14

俄罗斯 14

新加坡 18

南⾮ 18

斯⾥兰卡 18

中国台湾 20

泰国 20

突尼斯 18

⼟⽿其 18

阿联酋 21



 
我们不会出于任何⽬的故意收集低于上述规定年龄⼉童的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在未经⽗⺟/监护
⼈同意的情况下拥有⼉童的个⼈信息，或者您是⽤户的⽗⺟/监护⼈并希望撤回同意，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联系我们，我们会删除此类信息。 

2. 我们收集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个⼈信息的使⽤  

本节将详细说明我们向您收集的个⼈信息类型以及收集的原因。对于居住在英国、欧洲经济区、瑞⼠或
⼟⽿其（“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户，本节同时明确了我们处理您数据的法律依据。 

3. 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您的个⼈信息 

我们公司集团的业务遍及全球。根据我们与您签订合同的规定，我们会向您发送⼀个链接，以允许您注
册报名和操作⾎猎内部试验测试。⽤于处理您个⼈信息的服务器可能会位于您所在地之外的其他地⽅。
⽆论我们的服务器位于何处，我们都会根据本隐私政策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您的权利。我们运维该招募
⽹站的服务器位于美国、新加坡和瑞典。 

此外，我们在全球的⽀持、⼯程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团队能够从您居住地以外的地⽅（包括中国）访问您
的信息。 

我们仅在合理必要的情况下与第三⽅共享您的个⼈信息。这类情况包括：  

• 提供服务以⽀持招募⽹站和⾎猎内部试验测试的第三⽅，包括向您发送⾎猎内部试验测试邀请
的第三⽅提供商。除向我们提供服务外，所有向我们提供服务的公司均不得出于任何⽬的保
留、使⽤或披露您的个⼈信息。 

• 为运⾏该招募⽹站和⾎猎内部试验测试以及进⾏市场调研⽽处理您个⼈信息的企业集团内部公
司。所有相关的集团公司只能根据本隐私政策使⽤您的个⼈信息。 

• 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以及出于安全、保障或遵守法律之⽬的的其他第三⽅。在⼀
些情况下，我们依法须向当局披露您的信息，例如遵守法律义务或程序、强制实施我们的条

美国 13

越南 16

个⼈信息 使⽤ 法律依据

新闻邮件订阅：操作系统、浏览器、
浏览器语⾔、基于 IP 地址的国家/地
区、同意协议、吸⾎⻤类型、 IP 地
址、注册⽇期、电⼦邮箱地址

我们根据您的需求，使⽤这些信
息向您发送新闻邮件

同意 

宣传/营销邮件（通过 Mailchimp 发
送）：电⼦邮箱地址、事务性邮件发
送记录（带时间戳、收件⼈电⼦邮箱
地址以及邮件正⽂）

我们使⽤这些信息向您发送宣传/
营销邮件 

同意 

⼴告：屏蔽 I P、⽤户代理、HTTP 
Referrer、追踪⽹⻚交互的匿名第⼀⽅ 
cookie、⼴告信号、⼈⼝统计信息 

我们使⽤这些信息向您推送我们
的服务

同意 



款、处理与安全或欺诈相关的事宜，或者保护我们的⽤户。为遵守有效的法律程序条款，如传
票、法院命令或搜查令，我们可能在获得或未获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做出这些披露。⼀般⽽⾔，
法律程序的条款禁⽌我们通知您任何此类披露。如果政府实体未提供所需的传票、法院命令或
搜查令，则我们可能会征求您的同意，以按照政府实体的要求披露信息。我们还可能出于以下
⽬的披露您的信息： 

o 强制实施我们的条款和条件及其他协议，包括调查任何可能违反这些⽂件的⾏为； 

o 发现、防⽌或以其他⽅式解决安全、欺诈或技术问题；或 

o 在法律要求或允许的情况下，保护我们、我们的⽤户、第三⽅或公众的权利、财产或
安全（为了防⽌欺诈和降低信⽤⻛险⽽与其他公司和机构交换信息）。 

• 全部或部分收购我们或我们的业务的第三⽅。如果出现任意下述情况，我们也可能会向第三⽅
披露您的个⼈信息：(a) 我们出售、转让、合并、整合或重组业务中的任何部分，或与任何其
他企业合并、收购任何其他企业或与其组建合资企业，则我们可能会将您的数据披露给任何潜
在买家、新所有者或其他参与我们业务变更的第三⽅；或 (b) 我们出售或转让我们的任何资
产，则我们持有的与您有关的信息可能会作为该等资产的⼀部分出售，并可能会转让给任何潜
在买家、新所有者或其他参与该等出售或转让的第三⽅。 

4. 个⼈信息的安全性 

我们将在实现使⽤⽬的所需范围内，努⼒确保您个⼈信息的准确度，并将采取适当的安全管理措施以防
⽌个⼈信息的泄露、丢失或损坏。  

5. 数据保留  

除⾮法律有所要求，否则我们保留您的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保留所需的期限。有关我们保留您数据的具
体时间，请参考以下表格。     

6. 您的权利 

某些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会赋予招募⽹站的⽤户特定的权利，本节将给出相关说明。 

本节标题为“您的权利”，适⽤于位于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户。如果您位于相关司法管辖区以外的地
区，请参阅《特定司法管辖区补充条款》，以了解您所拥有的权利以及如何⾏使这些权利。  

标题为“访问”、“更正”和“删除”的⼩节同时适⽤于位于加拿⼤、阿根廷和俄罗斯的⽤户。 

标题为“⼴告”的⼩节同时适⽤于位于中国⾹港、中国澳⻔、⽇本、⻢来⻄亚、新加坡、韩国、泰国、
美国、加拿⼤、澳⼤利亚、新⻄兰、阿根廷、巴⻄、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亚、⽼挝、⻢尔代

个⼈信息 保留政策

新闻邮件订阅 在您使⽤招募⽹站期间保留（若收到删除请求，
则将在 30 天内删除数据）。

宣传/营销邮件（通过 Mailchimp 发送） 邮件内容和收件⼈信息：保留 30 天，到期后系
统⾃动删除。 

退回邮件和电⼦邮件交互数据：保留 90 天，到
期后系统⾃动删除。

⼴告 保留 26 个⽉。 



夫、墨⻄哥、摩洛哥、缅甸、菲律宾、俄罗斯、斯⾥兰卡、中国台湾、⼟⽿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
越南的⽤户。 

对于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您拥有特定的权利，具体取决于您所在的区域。其中某些权利仅适
⽤于特定情况（详⻅下⽂）。我们将在⼀个⽉内（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再延⻓两个⽉）响应您提出的
⾏使该等权利的请求，不得⽆故拖延。如要⾏使您的任何权利，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
们联系。  

访问 

您有权访问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了解我们如何使⽤这些信息以及我们与谁共享这些信息。如
要访问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可携带性 

您有权接收我们处理的有关您的某些个⼈信息的副本。包括我们在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如调查信息）
或根据我们与您签订合同的规定（如账户名称）所处理的您的任何个⼈信息，具体请参阅上⽂中“我们
对个⼈信息的使⽤”⼀节。您有权要求以结构化的、常⽤的和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此类信息。除某些例
外情况，您也有权要求我们将此类个⼈信息传输给另⼀⽅。我们会在您提出申请后，向您提供更多相关
信息。 

如果您希望我们将此类个⼈信息传输给第三⽅，请在您的申请中对该第三⽅作出详细介绍。请注意，我
们只能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实现此类要求。您需知晓，如果提供个⼈信息会⼲扰到他⼈的权利（例如，
向您提供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会泄露他⼈信息、我们的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则我们可能⽆
法向您提供。  

更正 

我们持有的您的个⼈信息如有不准确之处，您有权进⾏更正。如您认为我们持有的任何有关您的个⼈信
息不准确，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删除 

如您要删除账户或某些个⼈信息，您可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可能会依据数据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如为捍卫法律主张或⾔论⾃由）保留您的个⼈信息，但出现这
种情况时，我们会向您发送通知。  

仅限存储的处理 

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要求我们除存储⽬的外，停⽌处理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但请注意，在
停⽌处理您的个⼈信息后，我们可能会依据数据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如为捍卫法律主张或保护他⼈）再
次使⽤该信息。如上所述，我们会在同意停⽌处理个⼈信息后，尝试通知我们已经向其披露相关个⼈信
息的任何第三⽅，以便他们也停⽌处理该等信息。  

反对 

您有权反对我们处理您的个⼈信息。如果您的情况不属于以下描述中的任意⼀种，您可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向我们说明。 



在适⽤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您可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以撤回您对我们某
些处理活动的授权。在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处理您的个⼈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您不同意处理或撤回同
意，我们可能⽆法提供预期的服务。  

公告 

我们会在我们认为的必要情况下（例如，当我们为了维护、安全、隐私或与管理相关的通信⽽暂停招募
⽹站访问时）向您发送公告。对于此类⾮宣传性质的服务类公告，您没有取消订阅的权限。 

⼴告 

使⽤服务时，您可以通过点击我们新闻邮件中的“取消订阅”按钮以停⽌接收个性化⼴告或营销宣传类邮
件，或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取消订阅。 

7. 联系和投诉  

欢迎就本隐私政策提出问题、意⻅和请求，请将此类反馈发送⾄ privacy@sharkmob.com。 

如果您希望就我们处理个⼈信息的⽅式提起投诉，请⾸先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努⼒尽快处理您的请求。这并不影响您在认为我们违反了数据保护法的情况下，向您居住或⼯作
的国家/地区数据保护当局提出索赔的权利。 

8. 变更 

如果本隐私政策有任何变更，我们将在此发布更新的隐私政策。请定期访问本⻚⾯，查看本隐私政策是
否有任何更新或变更。  

9. 语⾔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本隐私政策的英⽂版本与当地语⾔版本如有任何差异或不⼀致，应以英⽂版本为
准。 



补充条款 - 特定管辖地区规定 

某些管辖地区的法律包含适⽤于本招募⽹站⽤户的附加条款，这些条款在本节中列出。 

如果您是位于以下管辖地区之⼀的⽤户，除上⽂隐私政策所列条款外，还需遵守下⽂以您所在管辖地区
名义规定的条款。 

阿尔及利亚 

使⽤本招募⽹站，即表示您同意我们收集、存储、处理和使⽤您的个⼈信息，并将您的个⼈信息传输⾄
位于美国、新加坡和瑞典（如隐私政策所述）的第三⽅（备份您数据的本地云服务提供商，或我们在世
界各地帮助运作本招募⽹站的关联公司），由对⽅以⼈⼯及电⼦⽅式处理这些信息。 

阿根廷 

您的权利  

如果不满意我们对您请求访问、更正或删除您的个⼈信息或者就您的个⼈信息提出隐私投诉的回应，您
可通过以下⽅式联系公共信息访问机构：Av.Pte. Gral.Julio A. Roca 710, Piso 2°, Ciudad de Buenos 
Aires（拨打电话：+5411 3988-3968 或发送电⼦邮件⾄：datospersonales@aaip.gob.ar）。  

数据传输 

我们会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您个⼈信息的第三⽅接收者遵守与您所在管辖地区类似的隐私法律，但您向
我们提供您的个⼈信息以及使⽤本招募⽹站，即表示您同意将⾃⼰的个⼈信息传输⾄相应管辖地区，该
地隐私法律可能⽆法提供与在阿根廷适⽤的法律同等级别的保护。  

澳⼤利亚 

海外接收者  

我们会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位于澳⼤利亚境外的您个⼈信息的第三⽅接收者以符合澳⼤利亚隐私法律的
⽅式处理您的个⼈信息。但是，您确认我们不控制这些第三⽅接收者的作为和不作为，亦不对此承担任
何责任。 

访问 

您有权访问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了解我们如何使⽤这些信息以及我们与谁共享这些信息。您
可以通过登录⾃⼰的帐户，访问作为帐户⼀部分提供的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持有关于您的任何其
他个⼈信息，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更正 

我们持有的您的个⼈信息如有不准确之处，您有权进⾏更正。您可以通过登录⾃⼰的帐户，访问我们持
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持有关于您的任何其他个⼈信息，并且该信息不准确，请通
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未成年⼈ 

如果您未满 18 周岁，需保证您已征得家⻓或法定监护⼈同意，可在本招募⽹站上注册帐户及使⽤本招
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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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交易 

在可⾏的情况下，我们会为您提供在本招募⽹站上注册帐户或使⽤本招募⽹站时不表明身份或使⽤化名
的选项。您确认，如果您不向我们提供您的个⼈信息，我们可能⽆法向您提供本招募⽹站某些功能或部
分的访问权限，包括社交媒体整合和购买。 

您的权利 

如果不满意我们对您请求访问或更正您的个⼈信息或者就您的个⼈信息提出隐私投诉的回应，您可以联
系澳⼤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电话 +61 1300 363 992 或电⼦邮件 enquiries@oaic.gov.au）。  

数据传输 

我们会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您个⼈信息的第三⽅接收者遵守与您所在管辖地区类似的隐私法律，但您确
认并同意我们⽆法控制第三⽅接收者的⾏为，因此⽆法保证他们会遵守这些隐私法律。  

孟加拉国 

协议 

接受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明确授权我们在本隐私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收集、使⽤、存储和处理您的个⼈
数据，包括向第三⽅披露这些数据。点击“接受”，即表示您同意将您的信息跨境传输到我们拥有数据库
或关联机构的任何国家/地区，尤其是美国、新加坡和瑞典。 

年龄限制 

为使⽤本招募⽹站，您表示您已年满 18 周岁，因此在法律上有能⼒签订具有约束⼒的合同。 

巴⻄ 

本节适⽤于位于巴⻄的⽤户： 

同意撤销  

当我们基于您的同意使⽤您的个⼈信息时，您随时可以撤销先前您对收集、使⽤和披露您的个⼈信息的
同意，但须遵守合同或法律限制。要撤销此类同意，您可以终⽌您的帐户，也可联系 
privacy@sharkmob.com。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向您提供本招募⽹站。 

家⻓和监护⼈同意 

如果您不满 18 周岁，在事先未就本隐私政策征得家⻓/监护⼈同意（为他们本⼈，并代表您）的情况
下，您不得出于任何⽬的使⽤本招募⽹站。未经同意，我们不会有意向任何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收
集任何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在未经家⻓/监护⼈同意的情况下拥有任何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
的任何个⼈信息，请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专员，我们将⽴即调查（并删除）此类个⼈信息。 
  
接受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明确授权我们在本隐私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收集、使⽤、存储和处理您的个⼈
数据，包括向第三⽅披露这些数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本节适⽤于受 2018 年《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下称“CCPA”）保护的加州居⺠。 

mailto:enquiries@oaic.gov.au


个⼈信息收集和披露 
过去 12 个⽉中，我们收集并披露了来⾃或关于您本⼈或您的设备的以下类别的个⼈信息： 

• 标识符，例如您的电⼦邮件地址。这些信息直接通过您本⼈收集。 

• 互联⽹或其他电⼦⽹络活动信息，例如有关您使⽤本招募⽹站的信息，以及主要隐私政策中描
述的其他设备信息。这些信息直接通过您本⼈和您的设备收集。 

我们出于以下⽬的收集您的个⼈信息： 

• 为您提供本招募⽹站、维护您的帐户、提供客户服务、处理⽀付。 

• 改进我们的服务，包括本招募⽹站的功能。 

• 出于安全和验证⽬的，包括防范及检测欺诈活动。 

• 解决和修复技术问题和错误。 

有关每种类型的个⼈信息⽤途的其他信息，请参阅隐私政策主要部分中的此图表。 

我们向以下类型的实体披露个⼈信息： 

• 我们企业集团内为运营本招募⽹站⽽处理您的个⼈信息的其他公司。 

• 代表我们提供服务以⽀持本招募⽹站，并且根据合同禁⽌保留、使⽤或披露个⼈信息⽤于向我
们提供服务以外任何⽬的的其他公司。 

• 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 

• 收购我们全部或⼏乎全部业务的实体。 

过去 12 个⽉中，我们并未出售 CCPA 中“出售”含义范围内的加州居⺠个⼈信息。 

CCPA 规定的权利 

如果您是加州居⺠，您有权： 



• 请求我们免费披露您提出请求之前 12 个⽉内的以下信息： 

o 我们收集的关于您的个⼈信息的类别； 

o 所收集个⼈信息的来源类别； 

o 收集关于您的个⼈信息的⽬的； 

o 我们向其披露关于您的个⼈信息的第三⽅的类别与所披露个⼈信息的类别（如适⽤）
以及披露关于您的个⼈信息的⽬的； 

o 我们收集的关于您的个⼈信息的特定⽚段； 

• 请求我们删除通过您本⼈收集的个⼈信息，除⾮ CCPA 确认存在例外； 

• 在⾏使您的权利时不受⾮法歧视，包括在您⾏使 CCPA 规定的权利时提供不同⽔平或质量的服
务，或拒绝向您提供商品或服务。    

我们的⽬标是根据 CCPA 在 45 天内满⾜所有已验证的请求。如有必要，将额外延⻓ 45 天，并附上对于
推后的解释。 

如何⾏使您的权利 

⾸先，您可能希望登录您的帐户并在此管理您的数据。如果您是 CCPA 适⽤的加州居⺠，还可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就其他数据⾏使您的权利（如果有）。 

加拿⼤  

如果您位于加拿⼤，并希望获得有关我们位于加拿⼤境外的服务提供商的政策和做法的书⾯信息，您可
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检查此电⼦邮件地址的隐私专家也能为⽤户解答可
能有关我们服务提供商收集、使⽤、披露或存储个⼈信息的任何问题。  

在我们使⽤可能访问您的个⼈信息的服务提供商时，我们会要求他们具有与我们相当的隐私和安全标
准。我们与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并采取其他措施，以维护您个⼈信息的机密性和安全性，防⽌这些信息
被⽤于本隐私政策规定之外的任何⽬的。 

哥伦⽐亚 

语⾔ 

我们以⻄班⽛⽂向位于哥伦⽐亚的⽤户提供本隐私政策。如有争议，应以本隐私政策的⻄班⽛⽂版本为
准。  

我们如何使⽤您的个⼈信息 

⾃本隐私政策⽣效之⽇起，在收集您的个⼈数据时，我们将请求您事先授权，告知您根据本隐私政策同
意处理您的个⼈数据的具体⽬的。 

您的授权可通过 (i) 书⾯形式、(ii) ⼝头形式或 (iii) 明确⾏为来表达，使我们能够合理认为已获得您的
授权，⽐如通过您接受隐私政策的⾏为。我们可能会保留上述授权的证据，同时尊重信息的保密和隐私
原则。 

您的权利 

作为数据主体，您享有某些权利，包括：(i) 访问、更新和纠正您的个⼈数据；(ii) 索取您向我们提供的
同意书的副本；(iii) 获知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数据；(iv) 向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数据保护机构提出索



赔；(v) 撤销您对我们处理您的个⼈数据的同意，除⾮基于令⼈信服的合法理由或出于法律原因需要作
此处理；(vi) 要求消除您的个⼈数据（删除权）；(vii) 免费访问您的信息。 

如果您想⾏使这些权利，可以通过本隐私政策“联系与投诉”部分中的联系信息与我们联系。  

⾏使您的权利的程序 

查询（访问权）：您可以就我们处理您的个⼈信息提出查询。查询将在收到之⽇起 多⼗ (10) 个⼯作
⽇内受理。如果⽆法在上述期限内处理查询，我们将告知延迟原因，并注明咨询的预计受理⽇期，该⽇
期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超过⾸个有效期过后五 (5) 个⼯作⽇。  

索赔（更正和删除权）：您有权提出与处理您的个⼈数据有关的索赔，清楚描述引起索赔的事实。索赔
受理期限为⾃收到之⽇起⼗五 (15) 个⼯作⽇。如果⽆法在上述期限内处理索赔，我们将告知延迟原因
及索赔预计处理⽇期，该⽇期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超过⾸个有效期过后⼋ (8) 个⼯作⽇。 

埃及 

点击“接受”或继续进⾏注册流程，即表示您确认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本隐私政策。如果您不同意本隐私
政策，则不得使⽤本招募⽹站。  

您确认同意我们处理、存储和跨境传输您的个⼈数据。跨境传输可能发⽣在我们拥有数据库或关联机构
的任何国家/地区，特别是美国、新加坡和瑞典。 

您还确认同意接收我们的营销信息，⽆论是通过电⼦邮件、弹出窗⼝还是其他此类⽅式。 

如果您是新⽤户，可以在七天内通知我们您对本隐私政策有任何异议。  

作为埃及数据主体，您根据《埃及个⼈数据保护法》享有某些权利。 

法国 

您的权利 

有关在您身故后处理您的个⼈数据的指示 

您有权向我们提供有关在您身故后保留、删除和传播您的个⼈数据的⼀般或具体指示。 

具体指示仅对其中提及的处理活动有效，并且这些指示的处理需取得您的特定同意。 

您可以随时修改或撤销您的指示。 

您可以指定⼀名⼈员负责执⾏您的指示。在您身故后，此⼈将获知您的指示，并有权要求我们执⾏这些
指示。如果指定对象未出场，或者指定⼈员身故，除⾮另有规定，其继承⼈将有权获知您的指示，并要
求我们执⾏这些指示。 

如果您希望作出上述指示，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中国⾹港  

作为中国⾹港数据主体，您对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享有合法权利（在适⽤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  

您有权提出主体访问请求，以接收我们处理的关于您的数据的副本，有权请求更正数据，还有权拒绝将
您的个⼈数据⽤于直接营销⽬的。我们可能会就满⾜数据访问请求⽽收取费⽤。 



印度 

年龄限制 
  
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使⽤本招募⽹站需经家⻓同意。  

敏感个⼈信息 

当地法律规定的敏感个⼈信息包括密码、财务信息（例如银⾏账户、信⽤卡、借记卡或其他⽀付⼯具的
详细信息）、⽣物特征数据、身体或⼼理健康、性⽣活或性取向和/或医疗记录或病史，但不包括公共
域中的可⽤信息，或根据印度法律（包括 2005 年《信息权利法案》）提供的信息。 

共享您的敏感个⼈信息 
  
在我们允许任何第三⽅收集和使⽤敏感个⼈信息时，我们将采取合理措施确保第三⽅不会在适⽤法律要
求的范围内进⼀步披露敏感个⼈信息。 

撤回同意  

在适⽤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您可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以撤回您对我们某
些处理活动的授权。在需要征得您的同意才能处理您的个⼈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您不同意处理或撤回同
意，我们可能⽆法提供预期的服务。  

印度尼⻄亚  

同意 

接受并同意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同意我们可以根据本隐私政策（可能随时修订）收集、使⽤和共享您
的个⼈信息。如果您不同意本隐私政策，则不得访问或使⽤我们的服务，我们也有权不向您提供这些服
务的访问权限。 

家⻓和监护⼈同意 

如果您未满 21 周岁，需保证您已征得家⻓或法定监护⼈同意，可在本招募⽹站上注册帐户和使⽤本招
募⽹站。 

数据主体权利 

根据印度尼⻄亚适⽤的数据隐私法律法规，您有权随时访问存储在我们招募⽹站上的个⼈信息。 

数据泄露 

如果我们未能对您在本招募⽹站上的个⼈信息保密，我们将在当地法律法规要求的范围内，通过您提供
的联系⽅式或通过本招募⽹站通知您。 

数据保留 

我们将按照法律要求保留您的个⼈信息。  

修改本隐私政策的通知 



如果您未能在本隐私政策的相关修订版本发布之⽇起⼗四 (14) 天内明确表示反对本隐私政策的任何修
订版本，将视为您已接受更改并同意新的隐私政策。但是，如果您不再同意修订后的隐私政策，您可以
随时取消订阅或中断使⽤本招募⽹站，从⽽停⽌使⽤或停⽌访问我们的招募⽹站。 

数据准确性和第三⽅同意 

您有责任确保向我们提供准确的 新个⼈详细信息。为确认信息准确性，我们也可能随时核实您向我们
提供的信息。您特此声明，在向我们提供他⼈的任何个⼈信息（例如⽤于推荐促销）之前，您已征得所
有必要的同意，在此情况下，我们将始终假定您已事先征得同意，因此，您将对任何⼀⽅因未取得此类
同意⽽产⽣的的任何索赔负责。 

⽇本 

⼩年龄 

您⾄少年满 20 岁⽅能够使⽤招募⽹站。否则，需要⽗⺟的同意。  

同意向第三⽅传输 

点击“接受”，表示您同意将您的个⼈信息传输到第三⽅，其中包括将您的信息跨境传输到我们拥有数据
库或附属机构的任何国家/地区，尤其是美国、新加坡和瑞典。 

同意 

点击“接受”，即表示您同意将您的信息跨境传输到我们拥有数据库或关联机构的任何国家/地区，尤其
是美国、新加坡和瑞典。 

您的权利  

在“⽇本个⼈信息保护法”规定的范围内，就我们所存储的有关您的任何及所有个⼈信息，我们可以应您
的要求，向您发出有关其使⽤⽬的、披露、做出任何更正、不再继续使⽤或不再继续提供和/或删除⽅
⾯的通知。如果您有此等要求，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沙特阿拉伯王国  

您同意，按照本隐私政策收集、使⽤、披露、导出（在适⽤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您的“个⼈信息”。 

科威特 

您声明，您⾄少年满 21 岁，或年满 18 岁并已获得⽗⺟/监护⼈的同意，具有根据科威特的适⽤法律和
法规签订合同的法律能⼒。 

接受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明确授权我们在本隐私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收集、使⽤、存储、以及处理您的
个⼈数据，并向科威特境内或境外的第三⽅披露这些数据。 

中国澳⻔ 

您有权不提供您的个⼈信息。但结果是，我们可能⽆法向您提供招募⽹站。作为中国澳⻔数据主体，您
对关于您的个⼈信息享有合法权利（在适⽤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您有权提出主题访问请求，以获
取我们所处理的关于您的数据的副本、请求进⾏数据更正，并有权反对将您的个⼈信息⽤于市场经营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商业调查、或任何私⼈理由。我们可能会就满⾜数据访问请求⽽收取费⽤。 



⻢来⻄亚 

本隐私政策使⽤的语⾔ 

若本隐私政策的英⽂版本与⻢来语版本之间存在任何差异或不⼀致，则以英⽂版本为准。 

家⻓和监护⼈同意 

如果您未满 18 岁，请勿使⽤招募⽹站。  

如果您同意本招募⽹站，让未成年⼈访问和使⽤招募⽹站，则您在此同意按照本隐私政策的规定处理您
提供的未成年⼈的个⼈信息，同时您个⼈接受并同意受本隐私政策中的条款的约束。此外，您在此同意
对此类未成年⼈的⾏为，以及此类未成年⼈遵守隐私政策的情况承担责任。 

您的权利  

访问权：您有权要求访问和获取我们收集的、由我们或由我们代表您处理的您的个⼈信息的副本。我们
保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就向您提供访问个⼈信息⽽收取费⽤的权利。  

在处理数据访问请求时，允许我们要求使⽤某些信息来验证请求者的身份，以确保他/她是合法的有权
提出数据访问请求的⼈。 

更正权：您可以要求更正您的个⼈信息：在处理数据更正请求时，允许我们要求使⽤某些信息以验证请
求者的身份，以确保他/她是合法的有权提出数据更正请求的⼈。 

限制处理您的个⼈信息的权利：您可以通过上⾯提供的联系⽅式要求限制对您的个⼈信息的处理。这可
能会影响我们向您提供招募⽹站。  

联系⽅式 

为了保护您的个⼈信息和处理与您的个⼈信息有关的投诉，我们指定了以下部⻔负责管理和保护您的个

⼈信息。  
• 我们数据保护专员，其负责您的个⼈信息管理与安全。 

o 电⼦邮件：privacy@sharkmob.com 

墨⻄哥 

语⾔ 

我们以墨⻄哥⽂向位于哥伦⽐亚的⽤户提供本隐私政策。如有争议，应以本隐私政策的⻄班⽛⽂版本为
准。  

年龄限制 

年满 18 岁或⽗⺟/监护⼈（为您本⼈或代表您本⼈）同意本隐私政策，才能使⽤招募⽹站。  

我们使⽤的个⼈信息类型 

mailto:privacy@sharkmob.com


为澄清起⻅，在第 1 章节“我们对个⼈信息的使⽤”和第 2 章节“我们如何使⽤您的个⼈信息”中，您可
以找到有关我们使⽤的个⼈数据的完整详细信息。因此，我们依据隐私⽅持有的“个⼈数据保护联邦法”
和其他适⽤法规，向您提供关于我们使⽤的个⼈数据的完整信息。 

处理⽬的 

上⾯所述的部分处理项⽬是⾃愿的，包括向您展示个性化的建议和推⼴。我们也可能会出于我们的意图
使⽤您的个⼈信息，通过电⼦邮件的⽅式向您提供我们认为与您有关的信息。如下⾯“您的权利”部分所
述，您可以不同意我们出于单⽅⾯的意图来处理您的个⼈数据，  

请知悉，为遵守法律义务或应主管当局的要求、在主管当局/法院⾯前维护或捍卫我们的权利、回应您
就您的个⼈数据对我们的要求、以及执⾏第 3 章节“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您的个⼈信息”中所述的个⼈
资料的转移时，我们也可能会使⽤您的个⼈数据。  

数据转移同意书 

⼀般来说，我们⽆需经您同意即可执⾏第 3 章节“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您的个⼈信息”中详述的转移。
但是，我们需要您同意后才能将您的个⼈数据转移给收购全部或绝⼤部分我们（或我们业务）的第三
⽅。 

使⽤招募⽹站并向我们提供您的个⼈数据，即表示您同意上述要求您同意的数据转移。如下⽂“您的权
利”章节所述，您可以⾏使与您的个⼈数据相关的权利。 

您的权利 

标题为“访问”、“更正”、“删除”、“反对”、“仅限存储的处理”的⼦章节，其中包括对使⽤和披露您的
个⼈数据的限制，以及包含在上述“您的权利”章节中的“⼴告”也适⽤于位于墨⻄哥的⽤户。   

您也有权撤销您向我们提供的处理您个⼈数据的同意书。  

如要⾏使您的任何权利，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联系我们数据保护专员。 

有 关 您 的 权 利 以 及 ⾏ 使 任 何 权 利 的 适 ⽤ ⽅ 式 、 程 序 和 要 求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通 过 
privacy@sharkmob.com 联系我们数据保护专员。  

摩洛哥 

保护您的隐私是我们的⼀项重要原则。我们收集信息的⽬的是为了正确使⽤招募⽹站。 

接受这些使⽤条件，即表明您明确接受招募⽹站处理您的个⼈资料 。  

敬请注意：  

• 数据控制器的身份为 Proxima Beta，电⼦邮箱：privacy@sharkmob.com 

• 处理数据的⽬的详⻅“我们对个⼈信息的使⽤”章节中的表格。 

• 收件⼈或收件⼈类别详⻅“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您的个⼈信息”章节第⼆段所述。 

• 问题的回答是强制性的还是可选的，以及不回答可能造成的后果：请参阅“我们对个⼈信息的



使⽤”章节以及 “您的权利”（⼦章节“异议”)。  

新⻄兰 

本章节适⽤于位于新⻄兰的⽤户： 

海外接收者  

我们会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位于新⻄兰境外的您个⼈信息的第三⽅接收者以符合新⻄兰隐私法律的⽅式
处理您的个⼈信息。但是，您确认我们不控制这些第三⽅接收者的作为和不作为，亦不对此承担任何责
任。 

访问 

您有权访问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了解我们如何使⽤这些信息以及我们与谁共享这些信息。您
可以通过登录⾃⼰的帐户，访问作为帐户⼀部分提供的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持有关于您的任何其
他个⼈信息，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更正 

您有权要求更正我们持有的任何不准确的个⼈信息。您可以通过登录⾃⼰的帐户，访问我们持有的关于
您的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持有关于您的任何其他个⼈信息，并且该信息不准确，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未成年⼈ 

如果您未满 16 周岁，需保证您已征得家⻓或法定监护⼈同意，可在本招募⽹站上注册帐户及使⽤本招
募⽹站。 

您的权利 

如果不满意我们对您请求访问或更正您的个⼈信息或者就您的个⼈信息提出隐私投诉的回应，可以联系
新⻄兰隐私专员办公室 (www.privacy.org.nz)。  

数据传输 

我们会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您个⼈信息的第三⽅接收者遵守与您所在管辖地区类似的隐私法律，但您确
认并同意我们⽆法控制第三⽅接收者的⾏为，因此⽆法保证他们会遵守这些隐私法律。 

秘鲁 

进⾏个⼈信息传输和授权将按照本隐私政策和“⼤韩⺠国”章节中的规定。 

您可根据“个⼈信息保护法”(“法律”)等适⽤法律，通过要求访问或更正、删除或暂停处理您的个⼈信息
等⽅式，⾏使与个⼈信息保护相关的权利。  

您也可通过您的法定监护⼈或您授权的⼈⾏使这些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向我们提交⼀份授权
书。  

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将根据适⽤法律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您也可以随时撤销您的同意书或要求暂停个⼈信息处理。  

如果您认为您的要求没有得到满⾜，您可以向“秘鲁国家个⼈数据保护局”投诉。 



联系⽅式 

为了保护您的个⼈信息和处理与您的个⼈信息有关的投诉，我们指定了以下部⻔负责管理和保护您的个
⼈信息。  

• 负责您个⼈信息的管理和安全的数据保护⼩组 
• 联系⽅式：privacy@sharkmob.com  

菲律宾 

⼩年龄 

您⾄少年满 18 岁⽅能够使⽤招募⽹站。 

您的权利 

您享有以下权利： 

• 知情权。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有权获知与您有关的个⼈数据是否正在或已经被处理，包括是

否存在系统⾃动决策和分析。 
• 反对权。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反对处理您的个⼈信息，包括⽤于直接营销、系统⾃动处理或

分析。  
• 访问权。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合理地访问您的个⼈信息。 
• 纠正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对您的个⼈信息中的不准确或错误提出异议并要求我们予

以更正，除⾮该等要求属于⽆理取闹或⽆正当理由。 
• 删除或阻⽌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暂停、撤回或想办法阻⽌、删除或销毁您的个⼈信

息。 

同意 

如果您同意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同意我们： 

• 如上⽂章节“我们对个⼈信息的使⽤”中所述收集和处理您的个⼈信息。 
• 如本隐私政策中所述并出于本”隐私政策“中所述的⽬的，与第三⽅、我们下属公司以及实
质上已获得我们全部或全部业务的第三⽅共享您的个⼈信息；以及 

• 如上⽂章节所述，在菲律宾境外的⽬的地传输或存储您的个⼈信息。“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
您的个⼈信息” 。 

卡塔尔 

如果您在卡塔尔使⽤招募⽹站，即表示您同意（出于 2016 年关于个⼈数据保护法 No.13 中的⽬的，该
法律可能会不时修订）根据本隐私政策处理您的信息。  

韩国 

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您的个⼈信息 

向第三⽅提供您的个⼈信息（如适⽤） 

我们向第三⽅提供您的个⼈信息，如下所述 



委托处理 

为履⾏本"隐私政策"中所详述的服务，我们将您的个⼈信息的处理委托给以下专业服务提供商： 

个⼈信息境外传输  

我们将个⼈信息传输给境外第三⽅，如下所述： 

接收⼈名称（及联
络信息）

提供的个⼈信息类型 接收⼈的使⽤⽬的 接收⼈保留和使⽤期限

Google Analytics 

( h t t p s : / /
policies.google.co
m/privacy) 

（美国，除⾮服务
提供商的隐私政策
中另有说明）

⽤户参与数据（包括
查看⾏为、活跃度、
登录状态等）将被传
出到 Google 进⾏⽬
标营销

⽤于定位营销活动。 对于“我们如何存储和共享您的
个⼈信息”中指定的数据保留
期限

被委托⽅ 委托服务说明

通过电⼦邮件 通过招募⽹站注册时事通讯，并为“⾎猎内部试验测试”招募⽤户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


数据保留 

根据第 4 章节“数据保留”中所详述的数据保留期限保留个⼈信息。除下⽂所述的个⼈信息外，已收集
或已使⽤，且已达到使⽤期限的个⼈信息将以不可逆转的⽅式予以销毁。以电⼦⽂档存储的个⼈信息将
通过技术⼿段以不可逆转的⽅式安全删除，打印的个⼈信息将通过粉碎或焚烧的⽅式进⾏销毁。  

超过第 4 章节“数据保留”期限后要求保留个⼈信息的，根据以下法律要求进⾏保留： 

接收⼈（信息管理员联络信息）

您的个⼈
信息被传
输到的国
家

传
输
⽇
期
和
⽅
式

您的个⼈信息
传输类型 

接收⼈
的使⽤
⽬的 

接收⼈保留的
期限

通过电⼦邮件 

( h t tp s ://ma i l ch imp.com/ lega l/
privacy/) 

美国

不
时
传
送

电 ⼦ 邮 箱 地
址、事务性邮
件 发 送 记 录
（带时间戳、
收件⼈电⼦邮
箱地址以及邮
件正⽂）

通过招
募⽹站
注册时
事 通
讯，并
为 “ 内
部试验
测
试 ” 招
募⽤户

对于“我们如
何存储和共享
您的个⼈信
息”中指定的
数据保留期限

Google Analytics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
hl=en-US) 

美国，除
⾮服务提
供商的隐
私政策中
另有说明

不
时
传
送

屏蔽 IP、⽤户
代理、H T T P 
Referrer、追
踪⽹⻚交互的
匿 名 第 ⼀ ⽅ 
cookie、⼴告
信号、⼈⼝统
计信息 

⽤于定
位营销
活动

对于“我们如
何存储和共享
您的个⼈信
息”中指定的
数据保留期限

“电⼦商务消费者保
护法”等

“电⼦商务消费者保护法”第 6 条 在电⼦商务或邮购销售中： 

• 有关标签和⼴告的记录（6 个⽉） 

• 有关合同执⾏和撤销的记录（5 年） 

• 有关价格⽀付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记录
（5 年） 

• 有关客户服务或争议解决的记录（3 
年）

https://mailchimp.com/legal/privacy/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hl=en-US


个⼈信息额外使⽤和提供 

根据 PIPA（“个⼈信息保护法”），我们会在与收集资料的 初⽬的相关的合理范围内，并考虑是否已
对资料当事⼈造成不利影响，以及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加密等）的前提下，使⽤或提供个⼈信
息。在经过综合考虑，包括 PIPA 等相关法律、使⽤或提供个⼈信息的⽬的、个⼈信息如何使⽤或提
供、使⽤或提供的个⼈信息内容、数据当事⼈同意或通知和披露给数据当事⼈、个⼈信息使⽤或提供对
数据当事⼈的影响、以及为保护当事⼈的信息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将审慎决定是否使⽤或提供个⼈信
息。  具体考虑如下： 

• 额外的使⽤/提供是否与收集的 初⽬的相关； 
• 根据个⼈信息收集情况和处理惯例，是否可预⻅额外使⽤/提供个⼈信息； 
• 个⼈信息的额外使⽤/提供是否不公平地侵犯了数据当事⼈的利益；及 
• 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使⽤化名或加密。 

您的权利  

您可根据“个⼈信息保护法” (“PIPA”) 等适⽤法律，通过要求访问或更正、删除或暂停处理您的个⼈信
息等⽅式，⾏使与个⼈信息保护相关的权利。  

您也可通过您的法定监护⼈或您授权的⼈⾏使这些权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根据 PIPA 的“执
⾏规定”向我们提交授权书。  

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将根据 PIPA 等适⽤法律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您也可以随时撤销您的同意书或要求暂停个⼈信息处理。  

境内隐私代表 

根据“⽹络法”第 32-5 条和修改后的 PIPA 第 39-11 条，境内代理⼈信息如下： 

名称：Kite Bird Korea Yuhan Hoesa 地址：25F, 55, Sejong-daero, Jung-gu, Seoul (Taepyeongro 2-ga) 

电话：+82 2 2185 0902 / 电⼦邮箱：koreanlocalrep_sharkmob@proximabeta.com  

联系⽅式 

为了保护您的个⼈信息和处理与您的个⼈信息有关的投诉，我们指定了以下部⻔负责管理和保护您的个

⼈信息。  
• 数据安全部，负责您个⼈信息的管理和安全 
• 电话+82 2 2185 0902 
• 电⼦邮箱：koreanlocalrep_sharkmob@proximabeta.com 

俄罗斯 

如果您在俄罗斯使⽤招募⽹站，请在下述情形下使⽤： 

“通讯秘密保护法” “法令”第 41 条、“通信秘密保护
法”第 15-2 条

• ⽇志记录、IP 地址（3 个⽉） 

• ⽤户使⽤电信的⽇期、电信起⽌时间、
使⽤频率（12 个⽉）



• 依据 2006 年 7 ⽉ 27 ⽇“关于个⼈数据”（经修订）的俄罗斯联邦法律第 152-FZ 号或任何替代
规定，根据本隐私政策处理您的信息；如果在此涉及到合法利益、招募⽹站的优化或合同的执
⾏，依据俄罗斯法律，您同意即表示完全同意处理您的个⼈信息（意思是在您的同意下进⾏处
理）；同意还涵盖任何 cookie 的处理（在俄罗斯法律规定的个⼈数据范围内）； 

• 将您的信息跨境传输到我们拥有数据库或附属机构的任何国家/地区，尤其是新加坡、瑞典和
美国 

• 按照”俄罗斯⺠法典”第 152.1 条规定，根据本隐私政策处理您的图像；及 
• 依据“营销/⼴告”联邦法律，我们可能会与您共享⼴告/营销通信，除⾮您已选择退出此类通
信。 

上述“您的权利”中的⼦章节“访问”、“更正”、“删除”、“仅限存储的处理”、“反对”和“⼴告”适⽤于在
俄罗斯联邦的⽤户。 

除⾮我们发出通知，否则我们不会对您的个⼈信息的处理⽅式进⾏任何重⼤更改，如隐私政策中所述。
对于任何此等重⼤变更，我们将会向您发出通知并可能要求您确认此等变更。除⾮我们要求您对更改进
⾏确认，否则如果您在收到通知后继续使⽤招募⽹站，则视为您已同意更改。 

关于俄罗斯代表，您可以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请在电⼦邮件的主题⾏中加上“俄
罗斯”⼀词。 

塞尔维亚 

为遵守“个⼈数据保护法”，我们在塞尔维亚指定的当地代表是 Karanovic & Partners，可以通过 
local.representative@karanovicpartners.com 与我们联系。请在电⼦邮件的主题⾏中加上“塞尔维亚”
⼀词。 

• 名称：Karanovic & Partners o.a.d.⻉尔格莱德 
• 地址：Resavska 23, Belgrade, 11000, Serbia 
• 电话：+381 11 3094 200  
• 电⼦邮箱：local.representative@karanovicpartners.com  

新加坡 

点击“接受”，即表示您同意将您的信息跨境传输到我们拥有数据库或附属机构的任何国家/地区，尤其
是美国、新加坡和瑞典。 

访问 

您有权访问您的个⼈信息、我们如何使⽤它以及我们与谁共享此等信息。您可以通过登录⾃⼰的帐户，
访问作为帐户⼀部分提供的个⼈信息。如果您认为我们持有关于您的任何其他个⼈信息，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更正 

您有权更正任何不准确的个⼈信息。您可以通过登录⾃⼰的帐户，访问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
如 果 您 认 为 我 们 持 有 关 于 您 的 任 何 其 他 个 ⼈ 信 息 ， 并 且 该 信 息 不 准 确 ， 请 通 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依据“个⼈数据保护法 2012”，您可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指定的数据保护专员联系。 



南⾮ 

您有权通过发送电⼦邮件⾄ inforeg@justice.gov.za 向“信息监管机构（南⾮）”提出投诉。.“信息监管
机构（南⾮）”的有效地址为：33 Hoofd Street Forum III, 3rd Floor Braampark, Braamfonte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斯⾥兰卡  

点击“接受”，即表示您同意隐私政策的条款和条件，并允许收集、使⽤和披露您的个⼈信息。但是，如
果您未满 18 岁，则您承诺您已获得⽗⺟或法定监护⼈的同意，才能在招募⽹站上注册帐户并使⽤该⽹
站。 

如果您要求撤回同意书或停⽌进⼀步处理数据或删除、更正或完善您的个⼈信息，我们将在 21 个⼯作
⽇内向您提供我们相应的答复。 

个性化营销 

点击“接受”，即表示您同意展示个性化⼴告。您可按照招募⽹站上“设置”章节中的选择退出指引或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选择停⽌接收我们的个性化⼴告。 

中国台湾 

我们不会故意向 7 岁以下的任何⼈收集或索取个⼈信息，也不会故意允许此类⼈在招募⽹站上注册。
如果您未满 7 岁，请不要试图使⽤或注册我们的招募⽹站或发送任何个⼈信息。information about 
yourself to us. 未满 7 岁的任何⼈不得在使⽤招募⽹站时向我们提供任何个⼈信息。对于位于中国台湾
的⽤户，未满 20 岁在使⽤招募⽹站之前必须获得⽗⺟/监护⼈的同意。 

泰国 

点击“接受”，即表示您承认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本隐私政策。如果您不同意本隐私政策，则不得使⽤
招募⽹站。 

根据泰国适⽤的数据隐私法律和法规，包括“泰国个⼈数据保护法”，在适⽤数据隐私法规定的范围内，
您可要求我们停⽌、限制使⽤或提供，及/或要求对在我们存储的您的任何及所有个⼈信息进⾏数据迁
移。如果您有此等要求，请通过 privacy@sharkmob.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通过电⼦邮件通知您关于对本隐私政策的任何重⼤更改，您如果不拒绝此等更改，则此等更改将
按照通知中的规定⽣效。 

⼟⽿其 

根据“⼟⽿其个⼈数据保护法 (“DPL”) 及其⼆级法规，您可通过 localdatarep_sharkmob@iptech-
legal.com 联系我们在⼟⽿其指定的数据控制代表。 请在电⼦邮件的主题⾏中加上“⼟⽿其”⼀词。 

对于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信息数据，您拥有 DPL 第 11 条规定的合法权利。对于在⼟⽿其境内的数
据当事⼈，您有权要求数据控制⽅，并且（在适⽤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了解您的个⼈数据的处理情况； 
• 如您的个⼈数据已处理，则要求提供有关处理的信息； 
• 了解处理您的个⼈数据的⽬的； 
• 了解个⼈数据被传输到的国内或国外第三⽅； 
• 要求更正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个⼈数据； 

mailto:inforeg@justice.gov.za


• 根据 DPL 第 7 条规定的范围，要求删除或销毁个⼈数据； 
• 有权反对某些数据处理，并根据 DPL 寻求相应的补救措施。 

乌克兰  

接受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明确授权我们在本隐私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和出于本隐私政策规定的⽬的收
集、使⽤、存储和处理您的个⼈数据，包括向第三⽅披露和传输到乌克兰以外的国家/地区。 

阿联酋  

如隐私政策中所述，您同意我们收集、使⽤、披露、传输、导出（在适⽤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存储您
的个⼈信息。  

我们可能会主动报告根据阿联酋法律（例如，根据“阿联酋⽹络犯罪法”）构成犯罪的⽹络安全事件。我
们可以将有关事件报告给有关当局进⾏调查。请注意，我们也会向阿联酋计算机应急响应⼩组 
(“CERT”) 主动报告⽹络安全事件。CERT 是⼀个安全意识组织，提供记录事件的过程，并就阿联酋已知
的⽹络安全威胁提供建议。 

越南 

接受本隐私政策，即表示您明确同意并授权我们收集、使⽤、存储和处理您的个⼈信息，包括按照本隐
私政策的规定将您的个⼈信息合法披露和传输给第三⽅。 

我们维持数据保护的国际标准和保安惯例。当您的个⼈信息在您的居住管辖区内部或外部传输时，接收
⽅将按照我们所遵守的同等或更⾼级别的安全措施和数据保护等级。     

在我们允许任何第三⽅收集和使⽤您的个⼈信息时，我们将采取合理措施确保第三⽅不会进⼀步披露您
的个⼈信息。  

您的个⼈信息，如果需要向执法机构、公共当局或其他司法机构和组织披露，我们将在收到此类组织的
书⾯要求后予以披露。 

您的权利 

您有权访问、更正和删除我们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信息。您还有权撤销您先前同意收集、存储、处理、
使⽤和披露的您的个⼈信息，并要求我们停⽌向第三⽅提供您的个⼈信息。 


	除非法律有所要求，否则我们保留您的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保留所需的期限。有关我们保留您数据的具体时间，请参考以下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