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公告

介绍
本隐私权公告适用于 SNC-Lavalin 及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统称“SNC-Lavalin”）以及任何网站或类似互联网资源通
常可能收集、处理和储存的所有个人数据，特别是有关任何 SNC-Lavalin 工作接触以及任何相关招聘所涉及的流程和
信息的数据。
为 SNC-Lavalin 提供个人数据即表示您明确承认自己已阅读并了解本隐私权公告。
本隐私权公告在所有 SNC-Lavalin 招聘相关网站上发布，以确保潜在员工在任何接触期间随时方便查阅。SNC-Lavalin
保留在合理情况下不时修订隐私权公告的权利，以确保它继续准确体现我们在招聘中处理个人数据的方式。任何隐私权
公告更新或更改都会在相关的 SNC-Lavalin 招聘网站和相关服务站点上发布，并在本文档末尾重点介绍。
向您收集的个人数据隐私权和安全对 SNC-Lavalin 至关重要。对我们同样重要的是，您要了解我们处理此数据的方式。

SNC-Lavalin 数据隐私权原则
数据隐私权涉及到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数据隐私权原则适用于我们从事的一切活动，无论该活动在何处进行。为此：
1. SNC-Lavalin 对我们持有和处理的个人数据负责。
2. 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应公平、合法、透明并符合我们的行为规范与数据隐私权合规政策框架。
3. 个人数据的处理要有文件记录与评估，从而确保隐私权风险和对个人的影响最小。
4. 任何个人的个人数据要始终受到保护、确保安全和保密。
5. 出于法律、监管和商业目的，仅在必要情况收集个人数据，且此类数据仅用于其收集时的目的。
6. 出于某处理目的、或履行法律及监管义务的个人数据，仅保留完成该目的或义务所需的必要时长。
本政策为我们处理向您收集或您向我们提供的任何个人数据确立了依据。
就任何数据保护法而言，数据控制方均为 SNC-Lavalin。

处理个人数据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处理个人数据的目的完全是让我们能够回应请求（例如取得联系或发送信息），其法律依据如下：

法律依据
雇佣合同的履行

示例
在签订产品或服务供应合同时，我们可能需要收集和处
理个人数据以履行合同义务。这也适用于签合同前的任
何活动，例如角色指定、雇佣合同或工作邀请。

监管和法律义务

我们可能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以便遵守法律法规义务。
例如，在法律上有义务保留销售记录以及任何相关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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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正当商业利益

在为追求正当商业利益（例如业务运营和法律诉讼辩
护）而需要处理个人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进行此类
处理。

同意

在我们明确需要获得同意，才能收集和处理非强制性个
人数据的情况下，您没有义务对使用个人数据表示同
意，因此可在表示同意之后不再同意。但应注意，这可
能限制您对我们资源和服务的体验。

我有哪些数据隐私权？
在与 SNC-Lavalin 处理个人数据相关方面，每个人都有以下权利：

•
•

有权访问和检查其个人数据，或取得公司持有的员工个人信息的永久副本；

•
•
•
•

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特别是在该信息不再需要继续处理的情况下；

有权要求更正其个人数据中的任何错误，或在信息的准确性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有权补充附加信息，告知其对
信息内容准确性存在争议；
有权反对处理其个人数据，特别是在 SNC-Lavalin 缺乏继续处理信息的充分合法依据的情况下；
有权限制其数据的处理和携带，有权申诉任何自动化决策或自动化建档；
有权向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投诉 SNC-Lavalin 的个人数据处理活动。

务必注意，上述权利并非无条件权利，是否可行使这些权利，取决于 SNC-Lavalin 处理数据时的具体情况。如需了解
关与上述权利及其适用性的详细信息，可联系数据保护专员获取。

我们可能向您收集的信息及其可能用途
SNC-Lavalin 可能从您的简历收集个人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联系详细信息以及电子邮件地址）及其他相关信
息。有时，这也可能包括敏感个人信息，例如犯罪记录和种族详细信息。我们持有、使用和披露此信息的目的如下：

•
•
•

为您提供服务；

•

匹配您的详细信息与空缺职位，帮助我们找到最适合您的职位并将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个人信息）发送到
公司内部相关部门，以便申请职位；

•
•
•
•

回答您的问题；

在您是我们的网站用户或应聘者的情况下，维护业务关系；
使您能够为一般申请提交简历，申请特定职位或订阅招聘通知。请参见下文有关简历的单独部分，其中说明其
他用途和披露；

向您告知新闻和行业更新、活动、促销和比赛、报道及其他信息。这种情况下，您可取消订阅此类通信；
履行我们对客户的合同义务
为受信任的第三方提供信息，我们聘用此类第三方提供您或客户所请求的服务，例如推荐、资格证明和犯罪记
录调查服务（如果需要），以及通过第三方资源、心理评估或技能测试来验证您所提供的详细信息。此类第三
方遵守与 SNC-Lavalin 相似且同样严格的隐私权和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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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代表我们履行职能并为我们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提供信息，例如专业顾问、在业务技术系统上执行测试和开发
工作的 IT 专家、研究所和邮局以及职能部门协调员。此类第三方遵守与 SNC-Lavalin 相似的隐私权和保密规
定；

•

我们还可能向 SNC-Lavalin 集团全球各地公司传输个人信息，或允许这些公司访问此类信息，使其能够出于
上述目的使用个人数据（具体取决于要找何种工作或在何处找工作）。

•

如果 SNC-Lavalin 公司或其业务与其他公司或业务合并或被其收购，我们可能与新公司或业务所有者或其顾
问分享个人信息，这种情况下，会向您发送有关此类活动的通知；

•

如应要求，我们还可能向监管或执法机构公布个人信息。在法律允许并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披露个人信
息；对于以上并未列出的任何其他用途，我们还可能征求您同意收集、持有、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

招聘通知
订阅招聘通知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让您随时了解指定行业内最新招聘情况和/或为您提供行业新闻。如果您确
定不再希望接收此信息，则在您收到的每一封招聘通知电子邮件中均可单击取消订阅链接。还可通过 RSS 源接收招聘
通知，而不需要提供电子邮件地址。招聘通知电子邮件由 SNC-Lavalin 或集团公司发送，其中一些公司位于欧洲经济
区境外（这种情况下，集团公司会接收或访问您的详细信息，以便向您发出相关招聘电子邮件通知）。

简历 (CV)
您可选择通过网站提交简历，或向招聘专员提供简历。您可通过这种方式申请招聘广告所述的特定工作，或在出现空缺
职位时进入招聘专员的考虑范围。您的简历将储存在 SNC-Lavalin 数据库中，可供 SNC-Lavalin 组织内所有招聘专员
查阅。您的简历还可能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直接发给 SNC-Lavalin 全球办事处，以供查阅和录入各自内部数据库，使其
能够为您提供服务。此外，在您所在地以外其他地点工作的任何招聘专员均可访问 SNC-Lavalin 招聘数据库（包括与
您相关的信息）。
随时均可更新简历，只需按照与提交新简历相同的程序操作即可。如果提交详细信息保持不变（例如使用同一电子邮件
地址提交简历，或向相关联系人告知新提交），旧版简历自动存档。

个人数据存储位置
我们向您收集的数据可能传输到或储存在欧洲经济区 (EEA) 境外某地。为我们公司或其供应商之一工作的 EEA 境外工
作人员也可能处理数据。提交个人数据即表示您同意如此传输、储存或处理。我们会采取一切合理的必要措施确保安全
并按本隐私权公告处理数据。
您向我们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储存在安全服务器上。
遗憾的是，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并不绝对安全。虽然我们会全力保护个人数据，但也无法保证您向我们网站传输的数据
安全，传输风险恕不负责。收到个人信息后，我们会使用严格的程序和安全功能，努力防止未经授权擅自访问。

如何确保个人数据安全？
为保护个人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SNC-Lavalin 已实施相应的安全措施。我们采取组织结构和技术安全措施
（包括密码保护、加密和物理锁定等），以确保按照适用的数据隐私权法律法规，始终如一地正确处理数据。如果我们
为您提供（或您选择）可用于访问网站某些部分的密码，则您有责任对此密码保密。我们要求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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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权访问他人的个人数据，必须采取适当防范措施保护个人数据。
SNC-Lavalin 监控互联网流量，以检测有关不当网站或其他材料的访问。SNC-Lavalin 还使用电子邮件过滤器拦截垃圾
邮件和计算机病毒。一些正当的电子邮件和网站可能受到此类过滤器的拦截或影响。

信息披露
我们不向第三方传送或销售在线个人信息。但在组织内部，我们可能共享信息，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向退休金或股份管
理方传送信息。这可能包括我们的员工、代理商、承包商和分包商。请注意，向我们发送个人信息即表示您同意如此处
理和传输此类信息。

个人数据保留多长时间？
出于法律法规以及合同管理目的，我们将保留个人数据的相应记录。我们只在必要的时长内保留个人数据，并且完全用
于数据收集目的。记录预定保留期限可能长于 SNC-Lavalin 合同期。我们也会为符合其他法律与合同义务和要求（例
如健康和安全）而保留个人数据。如果需要，可向 SNC-Lavalin 数据保护专员（联系详细信息请见下文）索取有关记
录保留政策的详细信息。

个人数据的国际传输
出于本隐私权公告所述处理目的，我们可能向 SNC-Lavalin 内部任何其他公司，或依照我们指示处理数据的第三方传
输个人数据。SNC-Lavalin 和相关数据处理方可能在欧洲、中东地区、亚太地区、北美洲和非洲等地运营业务，也可能
在其他地区设立经营场所。因此，我们保留按照法律法规及合同义务，在全世界范围内传输和处理个人数据的权利。
只有在对运营业务，履行合同义务和遵守法律法规义务必要时，我们才会传输个人数据。我们会全力确保此类个人数据
传输符合所有适用的数据隐私权法律法规，并相应保护此类法律赋予所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在某些情况下，出于法
律或合同原因，可能不允许我们将个人数据传输到特定司法辖区之外。如果需要，可向 SNC-Lavalin 数据保护专员
（联系详细信息请见下文）索取有关海外传输个人数据的详细信息。

第三方网站
我们可能提供从本站访问第三方网站的超链接。请注意，本隐私权声明只适用于本站内容，而不适用于可通过我们提供
的链接访问的网站内容。

如何联系我们更新个人数据或提出任何问题
如果您向我们提供的任何信息不再准确或已过时，或您对本隐私权声明有任何问题，均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系数据保
护专员（联系详细信息请见下文）。

如何投诉或举报违规情况？
若要投诉和/或举报 SNC-Lavalin 的个人数据处理违规情况，应向数据保护专员及时提出，并应遵守 SNC-Lavalin 内联
网上数据隐私权合规政策框架所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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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专员联系地址如下：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Data Privacy Compliance Team
SNC-Lavalin
500 Park Ave
Almondsbury
Bristol
BS32 4RZ
电子邮件：data_privacy@snclavalin.com
如果对我们受理投诉的方式并不满意，可向相关数据保护监管机构（例如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和加拿大隐私权专员办公
室）提起投诉，以供进一步审理。

本隐私权公告有何更改？
本隐私权公告的任何更改都在下方记录。
版本 1

SNC-Lavalin 隐私权公告，2018 年 5 月创建

Cookie 和 Google 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
本网站使用由 Google, Inc.（下称“Google”）提供的网络分析服务 Google Analytics。Google Analytics 使用 Cookie
（放在计算机上的文本文件）帮助网站运营商分析用户使用网站的方式。由 Cookie 生成的网站使用信息（包括 IP 地
址）将传输到并储存在 Google 美国服务器。Google 使用此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评估网站使用，为网站运营商编写网站
活动报告以及提供与网站活动和互联网使用相关的其他服务等目的。如果法律要求，或第三方代表 Google 处理信息，
则 Google 还可能向第三方传输此信息。Google 不会将您的 IP 地址与 Google 持有的任何其他数据关联。使用本网站
即表示您同意 Google 以上述方式，出于上述目的处理个人数据。

Cookie
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时，我们使用 Cookie，它是使我们能够保持您与网站连接的小段信息。这些 Cookie 不收集或储
存任何个人身份信息。如何在浏览器中禁用 Cookie
名称

详细信息

Cookie
性质

Cookie 类
型

为何使用/
有何功能

__utma

跟踪每一名用户的访问量，以及首
次、上次和本次访问时间（可以说有
一部分原因是复查核对）。

第三方

永久

供 Google Analytics 使用

__utmb

用于跟踪您在网站上停留多长时间 访问何时开始，大概何时结束

第三方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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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utmc

用于跟踪您在网站上停留多长时间 访问何时开始，大概何时结束
这很快就会过期

第三方

永久

__utmz

跟踪访问者来自何处（搜索引擎、搜
索关键字或链接）

第三方

永久

SERVERID

请求提供服务的服务器 ID

第一方

会话

通过 IP3 使用的 Microsoft
技术进行管理

ASP.NET_SessionId

正在使用的会话 ID

第一方

会话

通过 IP3 使用的 Microsoft
技术进行管理

atkins-globallive#ip3_device

Sitecore 设备

第一方

会话

跟踪台式电脑或手机等设
备

atkins-globallive#lang

储存网站语言

第一方

会话

跟踪在浏览网站时使用的
语言

nlbi_

Incapsula DDoS 保护和 Web 应用程
序防火墙

第三方

浏览器关
闭后删除

负载均衡 Cookie。确保客
户端请求发送到同一源服
务器。

incap_ses_

Incapsula DDoS 保护和 Web 应用程
序防火墙

第三方

浏览器关
闭后删除

在此 Cookie 上，HTTP 请
求与特定会话建立关系，
以保持现有会话（即会话
Cookie）

_cookieConsent

同意使用 Cookie 免责声明文本

第一方

1年

记住用户是否同意使用
Cookie

visid_incap_

Incapsula DDoS 保护和 Web 应用程
序防火墙

第三方

持续 12 个
月

在此 Cookie 上，会话与特
定访问者建立关系（访问
者代表特定计算机），以
确定访问过的客户端

__gat

Google Analytics Cookie

第三方

2年

跟踪分析 ID

_ga

Google Analytics Cookie

第三方

2年

用于区分用户

AWSELB

AWS Classic Load Balancer Cookie

第三方

与服务器
会话关闭
后删除

负载均衡 Cookie：用于将
会话映射到实例。

V2.AGRegionNews

区域设置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在新闻部分显示区域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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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的新闻。

V2.AGRegion

区域设置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设置在导航中选择的区
域。

V2.AGRegionMobi

区域设置（移动站点）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设置在移动站点导航中选
择的区域。

V2.AGLatitude

地图位置 Cookie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用于在地图上显示最近办
事处的位置指示（移动站
点）。

V2.AGLongitude

地图位置 Cookie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用于在地图上显示最近办
事处的位置指示（移动站
点）。

MyPages

创建 PDF Cookie

第一方

3000 年 1
月 1 日，
周三

用于创建 PDF 文档（PDF
生成器）功能。

MyPagesCounter

创建 PDF Cookie

第一方

3000 年 1
月 1 日，
周三

用于创建 PDF 文档（PDF
生成器）功能。

V2.PRRegion

区域设置 (PR)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用于 PR 筛选功能。

V2.TearSheetDownlo
ad

项目摘要下载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用于项目摘要文档下载功
能。

V2.TearSheetDownlo
adByPass

项目摘要下载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用于项目摘要文档下载功
能。

Thistotal

搜索 Cookie

第一方

会话结束
后

用于搜索功能。

__gid

Google Analytics Cookie

第三方

24 小时

用于区分用户。

定义：
•
•
•
•
•

“第一方”Cookie – 由本网站放入的 Cookie
“第三方”Cookie – 由另一域（即非本网站）放入的 Cookie
“永久”Cookie - Cookie 信息永久储存在设备上
“会话”Cookie - Cookie 信息暂时储存在 Web 浏览器内存中
“绝对必要”Cookie – 需要此类 Cookie，网站才能运行。不需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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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不主动寻求收集个人信息，即使收集，也会在适当情况下努力保持个人信息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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