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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网上隐私声明

本声明将于 2016 年 11 月生效。

您的隐私对于 IBM 而言至关重要；始终获得您的信任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本声明披露了 IBM 网站以及关联公司网站的一些信息处理实践，包括可以收集和追踪有关我们网站用户的何种类型的信息，以及如何使
用、共享或以其他方式脱机处理这些信息。还描述了可在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和软件产品中使用的 Cookie、Web beacon 和其他技

术。

本声明适用于与该声明相链接的所有 IBM 网站，但不适用于那些具有自己隐私声明的 IBM 网站。此外，它不适用于 IBM 仅仅代表客户利

益处理数据的情况，如 IBM 作为 Web 托管服务的提供商。

对于本声明，IBM 可能会不定期地补充有关 IBM 与您之间特别互动的信息。

这份隐私声明中描述的 ibm.com 网站实践荣获 TRUSTe 的隐私证章。这意味着与这些网站相关的 IBM 实践已通过 TRUSTe 的审查，符

合 TRUSTe 的认证标准 ，包括有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透明度、责任和选项。此证章仅涵盖通过 www.ibm.com 站点收集的信息，不

包括可能通过可下载软件、SaaS 服务或移动应用收集的信息。这些实践也符合经过 TRUSTe 评估的 APEC 跨国隐私规则体系的要求。
如果具有隐私策略或实践方面的疑问或投诉，请联系 IBM 网站协调员。如果您对我们的答复不满意，可以联系 TRUSTe。然后， 
TRUSTe 将会作为联络人帮助解决您的疑虑。

 个人信息的收集

 个人信息的使用

 共享个人信息和国际转移

 信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保留

 Cookie、Web Beacon 和其他技术

 在线广告

 到非 IBM Web 站点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链接

 变更通知

 关于隐私的问题和访问

个人信息的收集

您可以选择在各种情形下直接向我们提供个人信息。例如，您可能希望向我们提供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用于我们与您沟通、订购

产品、处理订单、注册服务、向您提供订阅或与您进行交易（如果您是供应商或业务伙伴）。您还可以向我们提供您信用卡的详细信息从
我们这里购物，还可以向我们描述与您希望得到的 IBM 空缺职位相关的您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如果您告诉我们，除满足您的要求

外，您不希望我们使用该信息与您进一步联系，我们也会尊重您的意愿。

我们还可能会通过各种技术收集与您使用我们网站和 Saas 产品相关的信息。例如，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或 Saas 产品时，我们可能会记

录您的浏览器发送给我们的某些信息，例如您的 IP 地址、浏览器类型和语言、访问时间以及引用的网站地址，我们可能还会收集与您在

我们的站点中查看的页面以及您在访问期间所做的其他操作有关的信息。此外，某些软件产品还包含允许 IBM 收集某些有关产品使用的

信息的技术。我们可能还会使用此类技术来确定您是否已打开电子邮件或点击了电子邮件中包含的链接。通过此方式收集信息可以使我们
收集有关我们的网站、软件产品和 Saas 产品使用情况和效率的统计信息，个性化您的体验并处理我们与您之间的互动。有关我们所采用

的技术细节，请参阅以下的 Cookie、Web beacon 和其他技术。

我们可能还会不定期地通过其他来源（如供应商）间接收集与您有关的信息。当采用此方式时，我们会要求供应商确认信息是由第三方合

法获得并且我们有权从他们那里获取并使用这些信息。

https://www.truste.com/privacy-certification-standards/
http://www.apec.org/Groups/Committee-on-Trade-and-Investment/~/media/Files/Groups/ECSG/CBPR/CBPR-PoliciesRulesGuidelines.ashx
http://www.ibm.com/scripts/contact/contact/cn/zh/privacy/
http://watchdog.truste.com/pvr.php?page=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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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将直接或间接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综合，以帮助我们提高信息的整体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与您之间的互动。

个人信息的使用

以下段落将更加详细地描述 IBM 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实现您的交易请求

如果您向 IBM 请求获得某些东西（例如产品或服务、回电或者具体的市场推广材料），我们将用您提供的信息来实现您的请求。为帮助

我们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会与完成工作所涉及的其他人共享您的信息，包括 IBM 业务伙伴、金融机构、运输公司、邮局或政府部门（例

如海关当局）。如果涉及到某交易，我们还会将您作为客户满意度调查的一部分或为市场调研之目的与您联系。

个性化网站体验

我们会使用收集到的有关您的信息为您提供在我们的网站中的个性化体验，例如为您提供您感兴趣的内容并使我们站点中的导航更加便

捷。

提供支持

我们会使用您的个人信息为您从 IBM 获取的产品或服务提供支持，如通知您有新的产品更新或修订。

我们还在网站上提供了“在线聊天”单元，以便在您浏览站点时为您提供帮助；我们会遵照本“隐私声明”使用您通过这些单元提供的个人信

息。

在为您提供技术支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附带访问您提供给我们的或位于您系统中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包含有关您、您组织的员工、

客户、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的信息。本“隐私声明”不适用于我们访问或处理此类信息；有关处理和操作此类数据的情况包含在相应的“使用条

款”或其他您与 IBM 的协议中，如 Terms of Use for Exchanging Diagnostic Data。

市场推广

IBM 可能会出于市场推广目的使用您向 IBM 提供的信息以及我们以间接方式收集到的有关您的信息。但是在使用之前，我们将让您选择

是否允许以这种方式使用您的消息。您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您接收到的每封电子邮件中包含的取消订阅指示、通过在我们致电您时提出或

通过直接联系我们（请参阅下面的“关于隐私的问题和访问”）的方式选择不接收市场推广信息。

我们的部分产品可能属于联合品牌，这是由 IBM 和第三方共同提供的。请注意，如果您订购这些产品，您的信息也可能被第三方收集或

与这些第三方共享。我们鼓励您熟悉该等第三方的隐私政策，以了解其处理有关您的信息的方式。

如果您针对朋友或同事选择“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本页面”，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我们会自动发送一次性电子邮件

来共享您指定的页面，而不会将这些信息用于其他目的。

招聘

关于工作申请或查询，无论是刊登在 IBM 网站还是在其它地方的广告，您需要向我们提供有关您自己的信息（如，简历）。为处理您的

查询要求或出于招聘考虑，我们会在整个 IBM 中使用该信息。除非您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否则我们将保留该信息以供将来使用。

通话、交谈和其他互动的监控或记录

部分在线交易可能需要您的来电或需要我们向您致电。也可能涉及在线聊天。请您务必理解，作为常规做法，IBM 会监控或（在某些情

况下）记录此类互动，用于员工培训或质量保证目的，或保留以作为特定交易或互动的证据。

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计算机环境中信息的使用

IBM 提供的移动应用程序可从多个移动应用程序市场下载。IBM 还在其部分网站上提供了社交计算机工具，以支持注册成员之间的在线

共享和协作。这些工具包括论坛、wiki、博客和其他社会媒体平台。

在下载和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或者注册以使用这些社交计算工具时，会要求您提供某些个人信息。注册信息将遵循本隐私声明并受其保

护，但作为您的个人档案被自动提供给其他参与者的信息除外。这些应用程序和工具可能也包含补充隐私声明以及有关收集和处理政策的

特定信息。请阅读这些补充声明以了解工具和应用程序可能执行的操作。

返回顶部

http://www-05.ibm.com/de/support/ecurep/ser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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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发布的任何其他内容，如提供给这些社交平台或应用程序上其他参与者的图片、信息、意见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个人信息，都不受本隐私

声明的约束。相反，此类内容遵循这些应用程序或平台的使用条款、与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或平台相关的任何其他准则和隐私条款，以及通

过此类工具除去内容或帮助除去内容所使用的过程。请参阅这些条款，更好地了解您、IBM 以及其他参与方对于此类内容的权利和义

务。您还应注意在任何此类社交计算机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可能会被 IBM 内部和外部的其他人广泛使用。

保护 IBM 和其他方的权利和财产

如果我们有正当理由相信 IBM、IBM 的业务伙伴、供应商、客户或其他方的权利和财产已经或可能受到影响，我们也可能会使用或共享

您的信息来保护此类权利或财产。此外，我们保留依据法律要求和在我们相信为保护我们的权利或其他方的权利而有必要披露您的个人信

息时，或遵从司法程序、法庭指令或我们的网站上提供的法律程序而公开您的个人信息的权利。

业务合作伙伴信息

如果您代表 IBM 的业务伙伴，您可以访问专门针对 IBM 业务伙伴的 IBM 网站。通常，我们会使用该站点提供的信息管理和发展我们同

您、您所代表的业务伙伴和 IBM 业务伙伴的业务关系。例如，可能会使用您的信息向您发送 IBM 业务伙伴计划的详细内容。也可能会与

其它业务伙伴或者 IBM 客户或潜在客户共享您的某些信息（当然是在履行保密义务的前提下）。针对特定的交易或计划，我们还会与您

联系作为我们客户满意度调查的一部分或作为市场调研。

供应商信息

如果您代表 IBM 供应商，您可以访问专门针对 IBM 供应商的 IBM 网站。我们会使用该站点提供的信息参与或执行与您的交易。例如，这

可能包括与执行交易过程中涉及的 IBM 的其他部门、IBM 业务伙伴、客户、运输公司、金融机构、邮局或政府部门共享您的信息。通

常，这些信息还会被用于管理和发展我们与您、您所代表的供应商和其他 IBM 供应商的关系。

共享个人信息和国际转移

IBM 是具有跨境业务流程、管理结构和技术系统的全球性组织。因此，我们可能会依据本“隐私声明”就上述用途在 IBM 内部共享有关您

的信息并将其转至我们开展业务活动的国家或地区。我们的隐私声明和隐私政策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个人信息提供全球同等水平的保

护而设计的。这意味着即便在其法律针对个人信息只提供较少保护的国家或地区，IBM 将仍然按照本声明所描述的方式处理您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IBM 会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来代表 IBM 收集、使用、分析及用其他方式处理信息。根据 IBM 的做法，会要求

这些供应商使用与 IBM 政策一致的方式处理信息。

有时，我们可能会向其他不是 IBM 供应商的非 IBM 实体（如业务伙伴）披露我们从自己的网站上收集到的可以在个人层面上确定您身份

的信息。除非本隐私声明中有所描述，否则我们只会在事前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该等披露。但是，我们绝不会出售或出租此类信息。

无论是由于策略还是其他商业上的原因，可能会出现 IBM 决定出售、购买、合并或重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业务的情况。此类交易可能涉

及到向潜在或实际买方披露一些个人信息，或从卖方接受一些个人信息。在这类交易中，IBM 的准则是为信息寻求适当的保护措施。

当出于上述目的，将信息传送到收集地所在国家或地区之外时，IBM 将遵守适用的法律。对于源自欧盟成员国的数据，针对上述目的，

IBM 将使用多种不同的数据传输机制（包括标准合同条款）。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将遵守由美国商务部颁布的“美国/瑞士安全港协议”，这些协议用于规范在瑞士收集、使用

和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已证明自己遵守安全港的通知、选择、向前传输、安全性、数据

完整性、访问和执行方面的隐私准则。要了解有关安全港计划的更多信息，或要查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的证

书，请访问 http://www.export.gov/safeharbor/。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按照司法程序、法庭指令或法律程序向政府机构公开个人信息。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相信 IBM、IBM
的业务伙伴、供应商或客户以及其他方的权利和财产已经或可能受到影响，我们也可能会共享您的信息以保护此类权利或财产。

信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我们希望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并保证其准确性。IBM 采取了合理的物理、管理和技术措施，来帮助我们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免受未经授权的

访问、使用和泄露。例如，当通过因特网传输某些敏感信息（如信用卡信息）时，我们采用了加密技术。同时我们也要求自己的供应商保

护此类信息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和泄露。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http://www.export.gov/safe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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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只要您的帐户处于活动状态，我们就会保留您的注册信息，或根据需要为您提供服务。如果希望请求我们不再使用您的注册信息为您提供

服务，请联系我们：NETSUPP@us.ibm.com。如有必要，我们将保留和使用您的注册信息以遵守我们的法律责任、解决争端和实施我们

的协议。

Cookie、Web Beacon 和其他技术

如上所述，我们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以及使用我们的 Saas 产品和软件产品时收集信息，以帮助我们收集有关使用情况和效率的统计信

息，个性化您的体验并处理我们与您之间的互动。我们通过使用各种技术（包括脚本、标记、本地共享对象 (Flash cookie)、本地存储

(HTML5) 信标和称为“cookie”的技术）来收集信息。cookie 是网站可以发送到您浏览器的一块数据，可以储存在您的计算机内作为一个标

记，用来标识您的计算机。虽然 Cookie 通常仅用于衡量网站的使用情况（例如，访问者数量和访问持续时间）和有效性（例如，访问者

最关注的主题），可以简化导航或使用，并且它与个人信息没有任何关联；但有时，通过与个人资料或用户首选项关联，Cookie 也用于

个性化已知访问者的网站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信息可提供宝贵的洞察力以改进用户体验。

Cookie 通常分为“会话”cookie 或“持久性”cookie。会话 cookie 帮助您高效地浏览网站，在各个页面之间保持跟踪您的进度，从而在当前

访问期间不会要求您提供已输入的信息。会话 cookie 存储在临时存储器中，会在关闭 Web 浏览器时擦除。另一方面，持久性 cookie 存
储当前和后续访问的用户首选项。它们将写入设备的硬盘，在重新启动浏览器后仍有效。例如，我们使用持久性 cookie 来记录您的语言

和国家或地区位置选择。

虽然 IBM 网站目前不会去识别有关跟踪机制的自动浏览器信号（例如，“不得进行跟踪”指令），但您通常可以在自己的 Web 浏览器中设

定隐私偏好，规定有关大部分 cookie 和类似技术的使用方法。在您的特定浏览器中查找标题“工具”（或类似标题）以获取有关控制

cookie 的信息。您可以对自己的浏览器进行设置以便在收到 cookie 之前通知您，从而由您决定是否接收此 Cookie。您也可以对浏览器

进行设置以关闭 Cookie。可自行在产品中关闭软件产品中的 cookie。由于 Cookie 允许您利用我们网站的一些功能，或者我们软件产品

和 Saas 服务的一些功能，因此我们建议您将其开启。如果您阻止、关闭或拒绝我们的 Cookie，那么某些 Web 页面可能无法正确显示，

或者您可能无法向购物车添加商品、进行结算或使用任何要求您登录的网站服务。 一些 IBM 网站、Saas 产品和软件产品可能还使用

Web beacon 技术或其他技术，以便能更好地调整这些站点，从而提供更佳的客户服务。这些技术可能在 IBM 网站的许多页面上使用。

当浏览者访问这些页面时，就会产生该访问的一个匿名通知，由我们或我们的供应商来处理。这些 Web beacon 通常与 Cookie 一起协同

工作。如果您不希望将自己的 Cookie 信息与您对这些页面的访问或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关联起来，您可以对浏览器进行设置以关闭

Cookie，或者单独在产品中关闭 cookie。如果您关闭了 Cookie，Web beacon 和其他技术仍然会检测对这些页面的访问；但是，它们将

不会与存储在 Cookie 中的信息有任何联系。

要有关我们的 SaaS 产品和软件产品所采用技术的更多信息，包括如何关闭的信息，请参阅特定软件产品或使用的 Saas 产品的用户指

南。要了解有关 IBM 客户可以如何在其自己的 IBM 软件产品和 SaaS 产品实施中使用 cookie 和其他技术的信息，请单击此处。

我们使用本地共享对象（例如，Flash cookie）和本地存储器（例如，HTML5）来存储内容信息和首选项。与我们合作，在我们的网站上

提供某些功能或者在其他网站上根据您的 Web 浏览活动显示 IBM 广告的第三方同样会使用 Flash cookie 或 HTML5 来收集和存储信息。

各种浏览器也可能提供其自己的管理工具用于移除 HTML5。要管理 Flash cookie，请访问

http://www.macromedia.com/support/documentation/en/flashplayer/help/settings_manager07.html

我们也可能会在市场推广电子邮件消息或我们的时事通讯中包括 Web beacon 技术，以确定消息是否已被打开以及邮件中包含的链接是

否已被点击。

我们的部分业务伙伴在我们站点中设置了 Web beacon 和 Cookie。此外，第三方社交媒体按钮可能记录了一些信息，例如您的 IP 地
址、浏览器类型和语言、访问时间以及引用的网站地址，如果您登录至这些社交媒体站点，他们还可能会将这些收集信息与您在该站点上

的概要信息链接。我们不会控制此类第三方的跟踪技术。请注意，用于在我们的某些网站上提供静态内容的“s81c.com”域由 IBM 管理，

而不是由第三方管理。

在线广告

IBM 不会在自己的网站上投放第三方在线广告，但我们会在其他网站上投放我们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广告。请自行了解这些网站的运营商

或网络广告商的隐私政策，了解他们有关广告的实践，包括他们可能会收集的有关您的因特网使用情况的信息类型。我们使用的部分广告

网络可能是“网络广告促进协会”(NAI) 或欧盟互动数字广告联盟 (EDAA) 的成员。个人可以选择通过访问以下站点，拒绝由 NAI 或 EDAA
成员广告网络提供的针对性广告：http://www.networkadvertising.org 和 http://www.youronlinechoic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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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与某些第三方接洽来管理我们在其他站点上的一些广告。这些第三方可能使用 cookie 和 Web 信标收集有关您在 IBM 和其他方网

站上活动的信息（例如，IP 地址），从而根据您的兴趣向您提供具有针对性的 IBM 广告。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针对您的 IBM 广告会采

用 AdChoices 图标进行标识，因为 IBM 参与了数字广告联盟的网上行为广告自律计划（请访问 youradchoices.com 和
youradchoices.ca）。您可以单击广告自身中的图标来管理首选项。或者，如果不希望此信息用于向您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那么可以单

击此处以选择退出。请注意，这不会使您选择退出提供的非针对性广告。您将继续收到普通的非针对性广告。

到非 IBM 网站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链接

为使您能够与其他可能具有帐户的网站（如 Facebook 或其他社交媒体站点）进行交互或加入此类站点上的社区，我们可以提供链接或嵌

入式第三方应用程序，以允许您从我们的网站登录、发布内容或加入社区。

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到非 IBM 网站的一般链接。

使用这些链接和应用需遵守第三方的隐私策略，您应该在使用这些链接或应用之前熟悉该第三方站点的隐私策略。

IBM 不对那些网站的隐私政策或内容负责。

变更通知

每当本隐私声明以书面形式进行更新或修改时，我们会在本页面的顶部张贴为期 30 天的通知以通知用户。如果我们拟将以不同于收集时

所述的方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会通知您。您可以选择是否同意我们以此方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关于隐私的问题和访问

如果您对本声明或 IBM 如何处理您的信息有疑问，可以给 IBM 网站协调员发送电子邮件。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地址联系我们：

IBM's Corporate Privacy Office 
1 New Orchard Road 
Armonk, NY 10540 
U.S.A.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可以在线查看或编辑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无法在线访问您的信息，并且您希望得到您提供给 IBM 的特定信息的副

本，或者您意识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不正确并希望我们纠正它，请联系我们。

但是，在 IBM 能够提供任何信息或纠正任何不准确信息之前，我们可能要求验证您的身份以及要求您提供其他一些详细信息以帮助我们

回应您的请求。我们将在 30 天内回应您的请求。

如果您不再希望收到来自 IBM 的营销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NETSUPP@us.ibm.com，或按照每封营销电子邮件中包含的取消订

阅说明来取消订阅。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http://youradchoices.com/
http://youradchoices.ca/
http://preferences.truste.com/
https://www.ibm.com/scripts/contact/contact/cn/zh/privacy/
https://www.ibm.com/scripts/contact/contact/cn/zh/privacy/
mailto:NETSUPP@us.ibm.com
https://privacy.truste.com/privacy-seal/IBM/validation?rid=89bd2307-7ebd-40bb-a84d-91ef4d151111
https://privacy.truste.com/privacy-seal/validation?rid=2dcc81c1-9e23-41b2-bd96-ce03a506b0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