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申请人的  
Donaldson 全球隐私通知

1.	 范围和应用	
	 本“面向申请人的全球隐私通知”（此“通知”）旨在提供有关以下方面的详细信息：(1)	Donaldson	收集和处理的

个人信息类型；(2)	它们的来源；(3)	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和适用的法律依据；(4)	个人信息的保留；(5)	向第三
方披露个人信息；(6)	国际数据传输；(7)	申请人对申请	Donaldson	职位时所提供个人信息的权利（“您”、“申请
人”）。

	 本通知履行了	Donaldson	保护您的个人信息的承诺，并已被所有与	Donaldson	公司（地址为	1400	West	
94th	Street,	Bloomington,	MN	55431,	USA）关联的独立且不同的法律实体采用。根据上下文，本通知中
对“Donaldson”、“我们”和“我们的”的引用，是对这些独立且不同的法律实体的统称。

	 您希望申请其中职位的	Donaldson	实体是您个人信息的“控制者”，并以此身份单独或与其它方共同决定处理您
的个人信息的目的和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其可能与其他	Donaldson	实体共同负责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并作为
控制者共同确定处理的目的和方式（所谓“联合控制者”）。

虽然本通知旨在描述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最广泛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但根据相关的适用法律和法规，这些处理活动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受到更多限制。例如，某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可能会限制我们可以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型，
或者我们处理该个人信息的方式。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调整我们的内部政策和/或做法，以反映当地法律的要
求。

2.	 我们处理的个人信息类型
	 2.1.	本通知中的“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或可以识别您个人身份的信息。我们处理的个人信息类型（根据适用

法律和申请人所申请职位的性质，可能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包括：
• 姓名、性别、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图片；
• 居留和工作许可状态、服役状态、残疾状态、国籍和护照信息；
• 工作经历、技术技能、教育背景、专业认证和注册、语言能力、参加的培训课程；
• 在法律允许且与申请人或准申请人所履行的职能相称的情况下，信用和犯罪背景调查结果、筛查、健康证
明、驾驶执照号码、车辆登记的结果和驾驶历史；

•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安全系统（包括闭路电视以及其他安全和技术系统）上捕获的信息；
• 与申请人之间的语音邮件、电子邮件、通信和沟通；
• 申请日期，与管理申请过程有关的信息。

	 2.2.	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某些国家/地区的隐私法，您提供给我们或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可能被视为敏感个人
信息。根据每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敏感个人信息”可能包括个人信息，我们可以从中确定或推断个人的种族
或民族血统、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其他类似性质的信仰、工会或专业协会的成员身份、身体或心理健康或状
况、基因或生物特征数据、与性生活或性取向相关的数据或司法数据（包括有关定罪或涉嫌犯罪的信息）。我
们仅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理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敏感个人信息。

3.	 个人信息的来源
	 3.1.	直接从您那里获得的个人信息

	 我们处理的大部分个人信息是您在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例如，通过您的申请表、简历、动机
信，或者在求职面试或与	Donaldson	的后续沟通中提供的信息。

	 当您向我们提供第三方（例如您之前的雇主）的个人信息时，我们依赖您通知他们其信息将被传达给我们的事
实，这些信息将如何处理以及他们如何根据下述第	7	条行使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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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来自第三方的个人信息

	 我们还处理从第三方（包括前雇主）收到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您获得资质的教育机构；专业医疗机构；执法
机构、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或任何其他具有适当法律权限的人员和招聘机构。在法律允许或以其他方式授权
的情况下，从第三方收到的信息可能包括背景调查和犯罪记录核查的结果。

4.	 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和相关法律依据
	 4.1.	根据各自国家/地区和适用法律，我们可能会收集、使用、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有关申请人的个人信息，

以：
• 与您就我们的职位空缺和招聘过程进行沟通；
• 评估您的技能、资质和是否适合担任我们提供的职位；
• 确定您的就业资格；
• 监控我们工作场所内的机会平等和多样性；
• 确保我们的场所和员工的安全。

	 4.2.	根据各自的国家/地区和适用法律，我们的场所内和/或周围有闭路电视	(CCTV)	摄像机在运行，可用于以下
目的：
• 预防和侦查犯罪；
• 保护	Donaldson	客人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 管理和保护	Donaldson	的财产以及	Donaldson	的员工、客人和其他访客的财产；和
•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用于质量保证目的。

	 4.3.		出于上述目的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基础将包括： 
4.3.1.为了在签订雇佣合同之前根据您的要求采取措施； 
4.3.2.如上所述，为了	Donaldson	的合法商业利益； 
4.3.3.您的（明确）同意； 
4.3.4.遵守	Donaldson	应承担的法律或法定义务； 
4.3.5.为保护数据主体或其他自然人的切身利益；或 
4.3.6.用于确立、行使或捍卫合法索赔。

5.	 披露您的个人信息
	 5.1.	一般

	 为实现上述目的，我们将出于上述目的向人力资源人员、经理和我们组织中的其他适当人员披露有关您的信
息。

	 5.2.	我们的代理商、服务提供商和供应商

	 与许多企业一样，我们有时会将某些功能和/或信息的处理外包给第三方。当我们将您的个人信息处理外包给第
三方或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例如	IT	维护和软件、薪资和安全服务提供商）时，我们有义
务通过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在国家特定适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签订书面协议，要求根据
我们的指示和我们的知识处理个人信息，并将其视为机密信息。

	 Donaldson	还与其他公司、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共享个人信息，这些公司自己负责确定处理的目的和/或方式
以及处理的合法性，包括：我们的审计师、律师、顾问；执法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当前或以前的雇主；教育
机构和/或专业机构；背景调查提供商和犯罪记录调查提供商；信用或查询机构。

	 5.3.	法律要求

	 如果法院强制要求或政府实体要求我们这样做，或者如果我们确定有必要或可取地遵守法律或根据适用法律保
护或捍卫我们的权利或财产，我们保留披露我们拥有的关于您的任何个人信息的权利。我们还保留保存收集的
个人信息并处理此类个人信息以遵守任何特定记录保留法律的权利。

6.	 国际数据传输
	 6.1.	与大多数国际企业一样，我们将数据处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些方面集中起来，以便更好地管理我们的业

务。这种集中化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为确保您的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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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欧洲经济区	("EEA")	以外的接收者传输数据时，这些接收者的保护级别与	EEA	不同，这些数据传输协议是按
照	Donaldson	实体之间的数据传输协议进行的，这些数据传输协议是基于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标准合同条款。您
可以在下面的第	12	节中找到我们全球附属公司的位置。	

	 6.2.	在您的个人信息被转移给第三方（例如我们位于国外的服务提供商）的情况下，我们将在适用法律要求的
情况下确保您的隐私权通过适当的技术、组织、合同或其他合法手段得到充分保护。特别是，当您的个人信息
从	EEA	传输到第三国时，我们会采取措施帮助保护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依赖欧盟委员会关于某些国家的适当决
定（如适用）。其他措施包括与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接收者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该协议要求第三方遵守本通
知中反映的数据保护原则；在我们与第三方的合同中包括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标准条款，这些第三方在	EEA	以外
接收信息；或使用其他可接受的数据传输机制，例如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批准的行为准则和认证，或者在
特殊情况下，基于允许的法定减损。

	 6.3.	请联系	Donaldson	隐私小组：Privacy@Donaldson.com，获取我们为在这些情况下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和隐
私权而采取的保护措施的副本。

7.	 您的权利		
	 根据适用的国家/地区特定的数据保护法律，您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可能包括（取决于您所在国家/地区的特

定适用法律）以下内容：	
• 信息和访问：如果您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处理，您有权从我们这里获得确认、这方面的某些信息以及正在进行
所述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副本。信息和访问权有一些限制。访问可能会在以下情形下被拒绝：(i)	如果此类访问
可能会损害他人的隐私或不合理地暴露敏感的公司信息，以及	(ii)	如果您快速连续提出多个请求，我们可能会
通过参考我们之前的请求来响应您的后续请求响应，并仅识别发生重大变化的任何项目。

• 更正：您有权要求更正不准确的个人信息并完成不完整的数据。如果我们同意信息不正确，我们将更新信
息。如果我们不同意该信息不正确，我们将告诉您我们不同意并在相关文件中记录您认为该信息不正确的事
实。

• 限制：您可能有权限制您的个人信息。限制意味着在处理您的投诉时，您的个人信息仅由	Donaldson	存储，
不会进一步处理。您可以在以下情形下要求我们限制处理您的个人信息：(i)	您质疑信息的准确性——在我们
验证您的请求需要的时间内；(ii)	处理是非法的，您反对删除信息但请求加以限制；(iii)	我们不再需要它，但
您告诉我们您需要它来建立、行使或捍卫合法索赔；或	(iv)	您反对基于公共或合法利益进行处理	-	在我们验
证您的请求需要的时间内。

• 反对处理：当我们出于直接营销、研究或统计目的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时，以及基于合法利益进行处理时，您
可能有权反对。您可以出于与您的特定情况相关的令人信服的合法理由反对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但法律明确
规定该处理的情况除外。基于合法利益反对处理的权利可能受到	Donaldson	证明优先于您的反对权的理由的
约束。

• 数据可移植性：您可能有权以结构化、常用和机器可读的形式接收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的副本，以便您
或	Donaldson	可以轻松地将其转移到另一家公司。只有在处理是基于您的同意或合同，并且处理是通过自动
化方式进行并且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才存在此权利。

• 删除：如果您的个人信息对于我们收集的目的不再需要，如果您已撤回您的同意并且不存在处理的其他法律
依据，您可以要求我们删除您的个人信息；如果处理是非法的，或者如果需要删除以遵守法律义务。

• 提出投诉的权利：您还有权在您居住的司法管辖区或作为投诉主题的问题发生的地点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 拒绝或撤回同意的权利：请注意，如果我们要求您同意某些处理，您可以自主选择拒绝同意，并且您可以随
时撤回您的同意。在您撤回同意之前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的任何处理的合法性不会受到影响。

• 不受仅基于自动决策制定的决定约束的权利：如果这些决定产生法律效力或对您产生重大影响，您可能有权
不受仅基于自动处理（即无需人工干预）的决定的约束。自动处理是通过自动方式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您可以通过向以下第	7	条和第	8	条中规定的地址发送信函或电子邮件的书面请求，来行使以下第	11	条中所述
的权利。验证您的身份后，我们可以确定维护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我们可能不会披露根据适用法律您无权获
得的数据（例如，披露有关其他人信息的数据）。

	 在	Donaldson	公司担任联合控制人的情况下，您可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行使上述权利。作为联合控制人的	
Donaldson	公司已经达成了一项安排，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和关系。如果您希望了解有关此合同安排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11	条以了解如何与我们联系。

8.	 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我们从您那里收集的个人信息由我们和/或我们的服务提供商存储在通过物理和电子访问控制、防火墙技术和其

他合理安全措施相结合加以保护的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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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类安全措施无法防止个人信息的所有丢失、误用或更改，并且我们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与任何
此类事件相关的任何损害或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您任何可能影响您的个人
信息的丢失、滥用或更改，以便您采取适当的行动来适当保护您的权利。

9.	 保留期
	 只要申请流程开启并符合我们的内部保留指南，我们就会保留和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成功申请，并且我

们雇用您，则我们将向您提供一份通知，其中概述了处理员工个人信息的所有相关信息。队伍未成功申请的申
请人，我们会将其提交的个人信息和文档保留不超过适用国家特定法律允许的时间。	

10.本通知的变更
	 正如我们的业务不断变化一样，本通知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为帮助您，本通知的生效日期列于本文件末尾。

11.联系信息	
	 如果您对本通知、此处所述的处理或您的个人信息有任何疑问，或者对通知的管理有任何疑虑或投诉，或者如

果您想提交请求（按上述第	7	条中所述方式）以访问我们维护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请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
与我们联系：

	 电子邮件地址：privacy@donaldson.com

	 邮寄地址：隐私合规部	–	全球总部	1400	West	94th	Street	Bloomington,	MN	55431

	 欧盟申请人可联系：Donaldson	Privacy,	Interleuvenlaan	1,	3001	Leuven,	Belgium

	 南非数据主体可以联系我们的南非信息官：Privacy@Donaldson.com。

	 所有访问您的个人信息的请求都必须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以书面形式提交。我们可能会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
任何其他合适的方式回应您的请求。

12.	Donaldson	集团附属公司	

BOFA	美国公司 美国伊利诺斯州斯汤顿

BOFA	国际有限公司 英国普尔

唐纳森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怀昂

唐纳森比利时公司 比利时鲁汶

唐纳森加拿大公司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唐纳森智利有限公司 智利圣地亚哥

唐纳森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唐纳森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无锡

唐纳森哥伦比亚公司 哥伦比亚波哥大

唐纳森捷克共和国有限公司 捷克共和国克拉斯特雷克·纳德·奥赫里

唐纳森巴西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巴西圣保罗阿提拜亚

唐纳森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南非莫德方丹

唐纳森欧洲公司 比利时鲁汶

唐纳森远东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唐纳森过滤元件有限公司 英国赫尔

唐纳森过滤器（亚太）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樟宜

唐纳森过滤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哈恩

唐纳森过滤（GB）有限公司 英国莱斯特

唐纳森过滤器匈牙利公司 匈牙利布达佩斯

公司名称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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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森过滤器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唐纳森过滤器挪威公司 挪威莫斯

唐纳森过滤器奥地利有限公司 奥地利维也纳

唐纳森过滤器斯洛伐克公司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

唐纳森过滤器撒哈拉以南非洲（私人）有限公司 南非莫德方丹

唐纳森过滤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南非开普敦

唐纳森过滤器（泰国）有限公司 泰国恩塔布里

唐纳森过滤系统土耳其有限公司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唐纳森法国公司 法国巴黎

唐纳森伊比利亚过滤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西班牙巴塞罗那

唐纳森印度过滤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印度新德里

唐纳森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捷克共和国卡丹

唐纳森意大利有限公司 意大利奥斯蒂格利亚

唐纳森韩国有限公司 韩国首尔

唐纳森中东过滤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唐纳森荷兰公司 荷兰阿尔梅尔

唐纳森海外控股有限公司 卢森堡，卢森堡市

唐纳森秘鲁公司 秘鲁利马

唐纳森·波尔斯卡公司 波兰华沙

唐纳森斯堪的纳维亚公司 丹麦霍斯霍尔姆

唐纳森施韦兹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苏黎世

唐纳森台湾公司 台湾台北

唐纳森（泰国）有限公司 泰国罗勇

唐纳森英国控股有限公司 英国赫尔

唐纳森（无锡）过滤器有限公司 中国无锡

唐纳森墨西哥股份有限公司 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

唐纳森法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多姆让

哥伦比亚过滤器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哥伦比亚波哥大

博泽克过滤系统公司 法国巴黎

日本唐纳森有限公司 日本东京立川

唐纳森过滤器印度尼西亚公司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Shoo	788AA	有限公司 英国普尔

法国超滤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维尼

Solaris	生物技术公司 意大利曼托瓦诺港

Solaris	实验室公司 意大利曼托瓦诺港

Solaris	工业公司 意大利曼托瓦诺港

Solaris	生物技术美国公司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P-A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美国明尼苏达州新希望

公司名称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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