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O China Privacy Statement (Simplified Chinese) CN/APA -简体中文

AGCO 中国隐私声明
本隐私声明（以下简称“声明”)由AGCO 公司、其分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统称(联系方式详见
http://www.agcocorp.cn/contact/facilities-list.html)。本声明主体中未曾定义的大写术语，已在本声明文
末所附的词汇表中进行了定义。

本声明的范围
本声明针对 AGCO 的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以下简称“您”）的个人数据，对AGCO 收集和进一步处
理这些个人数据的方式进行管辖。我们建议您仔细阅读本声明，并不定期地查看此页面，以检查我
们根据本声明的条款而作出的任何改动。

请注意，本声明不适用于 AGCO 对AGCO 雇员、实习雇员、临时工或其他员工的与其在AGCO 岗位
相关的个人数据的处理。对于此类数据的处理，另有一份单独的隐私政策来管辖，该隐私政策可在
AGCO 内网（InsideAGCO）查看。

AGCO 对于机器数据的处理亦另有一份声明管辖：https://www.agcotechnologies.com/dataprivacy/machine-data-privacy/。若本隐私声明和机器数据声明的条款在关于个人数据的处理方面有任
何不一致之处，关于这些冲突的条款应以本隐私声明为准，且仅限于个人数据相关事项。

AGCO 可能从您这里收集的个人数据
在下列情况下，AGCO 可能收集您的个人数据：
• AGCO 可能在您访问任何AGCO 网站（以下均简称“网站”)），或使用任何网站上提供或经由网站
使用的任何功能或资源时，收集或获取您的个人信息。当您访问一个网站，您的设备和浏览器将自
动披露特定信息（例如设备类型、操作系统、浏览器类型、浏览器设置、IP 地址、语言设置、连接
网站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其他技术通讯信息），这些信息的部分或全部可能构成个人数据。
• 当您下载或使用 AGCO 移动应用程序时（以下均简称“应用程序”). 时，AGCO可能收集或获取下列
个人数据。AGCO 可能记录特定信息（包括应用程序使用统计、设备类型、操作系统、应用程序设
置、IP 地址、语言设置、连接应用程序的日期和时间、位置数据以及其他技术通讯信息），这些信
息的部分或全部将构成个人数据。每个应用程序可能会有它自己的隐私声明，其中将包含更为具体
的信息，您在使用相关应用程序前应予以查看。
• 当您通过某个网站或应用程序注册使用 AGCO 提供的任何服务时，或是登录到网站或应用程序
时，AGCO 可能收集或获取个人数据，包括：注册细节、登录名、电子邮件地址、密码、安全问题
和支付细节（如果有）。

• 当您使用任何 AGCO 遥测设备或数据记录设备（以下均简称“设备”)时，AGCO 可能收集或获取下
列个人数据：（i）如果您购买了配备某件设备的车辆，AGCO 可能记录该车辆相关的机器数据；
（ii）如果您启用了定位功能，AGCO 可能收集位置数据。此外，AGCO 可能在进行检查、保修或
其他服务时收集机器数据。

• 当您将个人数据提供给 AGCO 授权的分销商或代理销售商时（以下简称“销售商”)无论是当面告
知，还是通过邮件、电话、网络、电子通讯或其他方式告知），AGCO 可能收集或获取个人数据。
• 当您联系 AGCO 时（无论是当面联络，还是通过邮件、电话、网络、电子通讯或其他方式联
络），AGCO 可能收集或获取个人数据。

AGCO可能从其他人处收到关于您的个人数据
AGCO 可能从第三方处收到关于您的个人数据。例如：
• AGCO 可能如上文所述，从销售商处收到关于您的个人数据。
• 如果您与某网站或应用程序上的第三方内容或广告互动，AGCO 可能依据该第三方的相关隐私声
明，从相关第三方处收到关于您的个人数据。
• 如果您选择直接向 AGCO 付款，或通过网站或应用程序支付，或通过销售商支付，AGCO 可能通
过支付服务提供商等第三方获得关于您的个人数据，用于当次支付，包括下列数据：购买细节、支
付数据、信用卡数据。
• 在与信用卡有关的应用中，只有当 AGCO 根据适用法律，为信用核查之目的，开展信用纪录检查
时，AGCO 和（或）相关的销售商才会从您的信用纪录查询机构和其他第三方接收您的个人数据，
包括以下数据：确认该信用查询机构是否能够认证您的信用详情；以及纪录查询结果，包括您的信
用评级。
• AGCO 在遵循适用法律下其义务的情况下，可能从执法机构和公共政府部门获取关于您的个人数
据。
• AGCO 可能从公共来源（如电话簿、土地所有权记录、留置记录等）获取关于您的个人数据。

您提供的关于其他人的个人数据
在一些情况下，您可能向 AGCO 提供其他人的个人数据。例如，在评论AGCO 的某个产品时，您可
能提到另一位AGCO 的顾客。无论何时您提供此类个人数据时，您必须保证不侵犯这些第三方的权
利。如果您不确定第三方是否同意您提供其个人数据，请勿将此类个人数据提供给AGCO。
由 AGCO 处理、或以其名义处理的个人数据的类别
在本协议下，（在数据保护法律所允许的情况下）由 AGCO 处理，或以其名义处理的个人数据可能
包括：
• 个人信息详情： 姓名；性别；照片；生日；职业；业务或雇主；部门；

• 联系方式详情： 电子邮件地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客户ID；
• 与网站或APP相关的数据： 技术数据（如上所述，包括包括设备类型、操作系统、浏览器类型、
浏览器设置、IP 地址、语言设置、连接网站的日期和时间、应用程

序使用情况统计、应用程序设置、与应用程序连接的日期和时间、位置数据以及相关网站或应用程
序运行所需的其他技术通讯信息）；用户名；密码；安全登录细节；使用数据；聚合统计信息；
• 机器数据：农场管理数据、土地数据、农艺数据、车辆使用情况统计；车辆性能数据；驾驶模
式；发动机温度数据；发动机性能数据；燃料经济数据；排放数据；车辆服务状态；车辆定位；[1]
• 商业细节：财务细节和支付信息（包括在购买中提供的银行细节或信用卡细节）；购买历史（包括
任何购买相关的产品、日期、位置和销售商）；购买兴趣；服务要求；以及
• 营销数据：广告兴趣；cookie 数据；点击流数据；浏览历史；对直接营销的回应；以及对直接营销
信息的拒收。

[1] 如果我方将机器数据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联，则它也可能属于个人数据，在这种情况下AGCO 将同时遵守
两个声明。若本隐私声明和机器数据声明的条款在关于个人数据的处理方面有任何不一致之处，关于这些冲突的条款应以
本隐私声明为准，且仅限于个人数据相关事项。

处理个人数据的法律基础：在处理与本声明中所述目的相关的您的个人数据时，AGCO 根据情况，
可能基于以下的法律基础：
• 我们事先已经取得了您对该处理程序的明确许可；
• 我们有合法权益来执行该处理程序（包括我们在业务运营上的合法权益，向您提供货物和服务，
向您推荐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产品或服务，以及维持或改善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而且没有令您的
权利、自由或利益蒙受不正当的损失；
• 该处理程序根据与您签订的合同、或为了您的利益是必须的。
• 适用法律要求进行该处理程序；
• 为了保护任何个人的重大利益，该处理程序是必须的；或
• 适用法律下可用的任何合法依据。

对您的敏感个人数据的处理：除了以下情况以外，AGCO 不主动收集或处理您的敏感个人数据：
• 适用法律要求或允许进行该处理；
• 为了成立、行使或捍卫合法要求，必须进行该处理；
• AGCO 已经在处理您的敏感个人数据之前取得了您的明确同意；或
• 任何其他处理个人敏感数据的法律基础。

AGCO 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目的
AGCO 在数据保护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可能特别因为以下目的而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 为了显示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的内容，以及您所作出的定制选择；
• 为了监控、调整、更新、保护和改善我们向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 为了验证您的身份，以及确保您的个人数据的安全；
• 为了响应您的服务请求和支持需求；
•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每个人使用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或相关车辆）功能的情况；
• 为了管理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上的内容、促销、调查或其他功能；
• 为了在遵守直接营销适用的法律的前提下，将与您过去的购买和兴趣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您；
• 为了向您发送您的账户和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功能的管理相关的信息；
• 为了通知您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的改动；
• 为了进行数据分析和其他处理（包括趋势分析和财务分析）；
• 为了使您的合法权益和您在本声明下的权利生效；
• 为了保护您免受欺诈、身份盗窃和其他非法活动的侵害；
• 为了成立或行使 AGCO 的合法权益或捍卫其合法要求；
• 为了成立、行使或捍卫合法要求；以及
• 为了遵守适用的法律以及我们其他可适用的政策。

个人数据的国际传输
我们可能使用我们公司集团成员或我们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所控制或运营的处理设施，这些设施可
能位于最初收集您的个人数据的司法管辖区之外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特别是，网站、应用程序或设
备的内容和功能可能由位于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之外的服务器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位于美国的服务
器）。您的个人数据可能被传送到这些服务器或其他处理设施并进行处理，作为网站、应用程序或
设备运行的一部分，或与本声明中所提到的任何其他处理目的相关联。这些行为总是遵守适用法律
的规定（例如，在适用的情况下，执行欧盟标准合同条款）。为了更高效和有效地向您提供我们的
产品和服务，这些传送是必要的。通过向AGCO 提供本隐私声明下的个人数据，您认可您的个人数
据可以被传送到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之外。如果您不希望您的个人数据传送到其他的司法管辖区，
请不要向AGCO 提供您的个人数据，也不要使用任何AGCO 的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
当我们将您的个人数据传送到其他国家时，我们的做法符合标准合同条款，如果是传送到美国时，
符合我们的隐私保护认证（见下文）。您可以要求得到一份我们的标准合同条款的副本以及通过下
文的联系方式来了解我们的“隐私之盾（Privacy Shield）”认证的细节。

您的个人数据的保护
AGCO 致力于安全地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我们采用适当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及适当的技术和组织安
全设施，以防止对个人数据的未经授权的访问、更改、披露和破坏。互联网本身不是安全的环境，
我们无法向您绝对保证您的个人数据在经过互联网传输时一直是安全的。个人数据在互联网上传输
时，您必须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您应只使用安全的系统来访问站点、应用程序或设备。
您有责任安全和保密地保管您访问各个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的登录信息。您应该经常更改您的访
问信息，如果您意识到任何对您的访问信息的盗用，您应该及时通知AGCO，并立即更改您的访问
信息。

您的个人数据的披露
未经您的同意，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数据出售、交换或租用给他人。然而，在下列情况下，我们可
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共享或披露给第三方：
• 在提供服务所必须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披露给 AGCO 的雇员和代理人。
• 为了运营我们的业务，运行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向您提供您所选择的产品或服务，或为了本
声明中所列出的其他目的，我们可能会与AGCO 内部的接收人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 为了运营我们的业务，运行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向您提供您所选择的产品或服务，或为了本
声明中所列出的其他目的，我们可能会与AGCO 外部的接收人，包括销售商，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 我们可能使用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来帮助我们运营我们的业务，运行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向您
提供您所选择的产品或服务，或以我们的名义来管理活动，例如发送新闻通讯或调查问卷。为了本
声明中所列出的目的，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共享给此类第三方。
• 为了本声明中所描述的目的，我们可能会与我们的业务伙伴、受信任的子公司和广告商共享汇总
后的用户统计信息。虽然我们尽一切合理努力，以确保此类信息是匿名的，但仍可能会披露您的个
人数据。
• 在您批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与我们第三方营销伙伴分享，用于直接营销。您
可以随时撤回您的批准，或随时拒绝将您的个人数据用于直接营销。
• 如果您通过网站或应用程序支付，或直接向 AGCO 或销售商支付，您的个人数据可能需要提供给
第三方（例如，支付服务提供商），用于实行这些支付。
• 如果我们出售、合并或转让我们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包括发生重组、解散、清算或其他结构调整
时），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披露给潜在的卖方或买方或其代表，前提是我们已经事先采取合
理的步骤，以保证您的个人数据的安全和保密。
• 我们也可能在下列情况下透露您的个人数据：（i）为了成立、行使或捍卫合法主张；（ii）适用法
律或法规要求的情况下；（iii）响应政府机构和执法当局的要求；（iv）为了防止人身伤害或重大财
务损失，而不得不披露时；或（v）为了调查非法活动。

第三方服务
您可能会在任何 AGCO 的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上遇到广告或其他内容，这些内容将您链接到
AGCO 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广告商、赞助商、许可人和其他第三方的网站或服务。我们不控制在
这些第三方网站或服务中出现的内容或链接，我们不为任何AGCO 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链接到的
第三方网站或服务的行为负责。这些网站和服务可能会受到它们自身的隐私政策和使用条款的约
束。

直接营销
如本声明所指出的，我们可能不定时地通过电子邮件、文本短信或其他电子手段向您提供您可能感
兴趣的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如果您希望取消订阅这些信息，我们在每条此类信息中都包含了详
细的取消订阅说明。或者，您可以使用我们网站和应用程序提供的取消订阅功能。
请注意，当您取消营销或广告相关的订阅信息，我们可能为了执行您的指示、使您能够完成您所要
求的购买订单、对您的账户进行管理或出于适用法律的要求和许可，而仍然与您进行联系。

Cookie
Cookie 是当您访问某个网站时，存储在您的设备上的一个小文件。它记录了您的设备、您的浏览器
的信息，有的时候还会记录您的偏好和浏览习惯。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Cookie政策通过Cookie 技术
来处理您的个人数据。Cookie Policy

数据保留
我们只会在本隐私政策中所列出的目的所需的必要时间内保留您的个人数据。我们也可能被要求额
外将您的个人数据保留更长的时间，例如，在适用法律的要求下。
数据主体可以在生前向 AGCO 指示，在他们死后应怎样处理他们的个人数据。如果数据主体没有留
下处理他们个人数据的清晰指示就去世了，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与直系亲属及代表合作删
除死者的个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向去世的数据主体的受益人提供AGCO 所持有的关于
该数据主体的合理信息。我们不能提供密码或其他登录详细信息。任何对有关去世的数据主体的请
求的回应，都应与保持信息完整、安全、保密的义务进行综合考量后而做出。

儿童个人数据
我们不会蓄意收集及进一步处理14岁以下的儿童的个人信息。我们请求父母或法律监护人协助我
们，监督儿童关于我们的网站、应用程序和设备的活动，请勿允许他们通过我们的网站、应用程序
或设备提交任何个人数据。

使用条款
对我们的网站、应用程序和设备，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均受适用的使用条款的约束。
隐私之盾政策
针对将个人数据传输到美国，AGCO 已获得具有美国-欧盟“隐私之盾（Privacy Shield）”认证。对于
AGCO 的隐私之盾政策，请点击此处查看。

您的权利
您有责任确保AGCO 所持有的您的个人信息完整、准确，并及时更新。在适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
您可以拥有以下的权利：
• 请求访问或复制我们所处理的您的个人资料的权利；
• 有权要求更正您的个人数据中任何不准确的地方；
• 有权以合法的理由拒绝对您的个人数据进行处理；
• 有权以合法的理由，要求： o 删除我们所处理的您的个人数据；并
• 限制我们对我们所处理的您的个人数据的处理；
• 有权在可用的范围内，将您的个人数据传送给另一位控制人；
• 在我们经您的同意对您的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情况下，您有权撤销同意；以及
• 有权向数据保护当局，就您的个人数据所受到的处理进行投诉。

这并不影响您的法定权利。您可以使用下列的联系方式行使这些权利。
联系方式
如果您关于本隐私政策、我们对您的个人数据的处理、或您在网站、APP或设备上的交易有任何问
题，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AGCO Corporation
4205 River Green Pkwy
Duluth, GA 30096
United States
DataPrivacy@AGCOcorp.com
如果您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力在一个月之内，或适用法律可能要求的期限之内，尝试调查和解决
所有问询或投诉。

本政策的接受通过使用任何 AGCO 的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您被视为已经接受此政策。如果您不
接受本政策，请不要使用任何AGCO 的网站、应用程序或设备。

本政策的修订

AGCO 可以随时修订、修改或更新本政策，而无需向您提供任何具体的通知。我们建议您经常查看
本政策，并随时了解我们如何帮助您保护您的个人数据。如果您继续使用任何AGCO 的网站、应用
程序或设备，则视为您已经接受对本政策的任何修订。
最后更新于：2020年11 月24 日

词汇表
在本政策中，大写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 适用法律意为适用于相关AGCO 附属机构的所有法律、法规或规章。
• 数据保护当局意为有法定义务，依据数据保护法律进行监管的独立政府当局。
• 数据保护法律意为与个人数据的处理相关的所有适用法律。
• 机器数据, 意为通过遥测或其他手段，从您的机器中生成和（或）收集的任何在机器或任何与机器
存在接口的硬件或设备中所生成、收集或存储的数据。机器数据可能包括个人数据的组成部分。
• 个人数据意为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有关的任何信息；其中，识别手段包括直
接识别或间接识别，特别是通过参考身份证号或一个或多个特定于其身体、生理、精神、经济、文
化或社会身份的识别。
• 处理或处理意为任何对个人数据进行的操作或一系列操作，不论是否通过自动手段，包括但不限
于：采集、记录、组织、存储、调整或修改、检索、咨询、使用、通过传输、散播或其他方式进行
披露、排列或组织、屏蔽、删除或销毁。
• 敏感个人数据意为与种族或种族文化、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工会会员身份、身体或精神
健康、或性生活、或实际或指控的刑事犯罪或相关惩罚、或国家身份证号有关的任何个人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