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隐私政策 
本隐私和缓存政策描述了 The Predictive Index（以下简称“我们”）如何处理您提供给我

们的信息或使用我们的网站 www.predictiveindex.com 收集的信息（以下简称“网站隐私

政策”），包括我们如何使用此类信息、如何保护信息的安全以及您如何更改或请求我们

在系统中修改此类信息。  其中包括针对使用我们的网站提供给我们的与您有关的任何信

息（如您的姓名、职称、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以及我们就使用本网站而产生的信息

，无论哪种情况，均是可以识别或可以用于识别您的信息（以下简称“个人信息”）。   本

网站隐私政策仅适用于使用我们的网站收集的个人信息。  欲查看适用于通过我们的服务

和评估收集的个人信息的政策，请参阅 服务隐私政策. 

请注意，我们的网站包含转到并非由我们所有和/或运营的其他网站的链接；因此，这些

网站的隐私政策可能与我们网站有所不同。 

本网站隐私政策自 2018 年 5 月 24 日起生效。 

我们通过我们的网站收集哪些信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通过我们的网站联系我们 

如果您选择通过电子邮件、在线表格或 其他方式 （如通过“联系我们”或“与销售人员聊天”

网站功能联系我们）向我们提交个人信息，则我们通过本网站收集某些此类信息。  这些

信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的姓名、公司名称、实际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并

包括您为了请求有关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信息、工作机会或其他目的向我们提供的此

类个人信息。   我们使用通过我们的网站收集的个人信息，响应有关信息的特定请求。  

您无需向我们提供这些个人信息，但如不提供，我们将无法回复您。  我们收集并使用这

些个人信息服务于我们的合法商业利益，以了解客户/潜在客户的反馈，并响应销售请求

。   我们会保留这些信息直到您与我们的合作关系终止，或者如果除此通信之外您与我们

无任何关系，我们会保留信息一段合理的时间，以便了解人们如何使用我们的网站。  

https://cn.predictive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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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访客 

我们还保留有关我们网站访客的某些信息的日志，包括但不限于访客的 IP 地址（计算机

的数字互联网地址）、访客访问我们网站所用的网站、网络浏览器的类型和设备以及查看

的页面。   根据 某 当地适用法律的规定，此类信息可能被视为个人信息。   我们仅用此

类信息了解访客如何访问和使用我们的网站。 

营销 

 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网站或其他渠道收集您的个人信息（例如，您与我们的一位销售代

表或认证合作伙伴交换了联系信息，或者将您的个人信息记入事件登记表），并且我们有

权限这样做，我们将使用您的个人信息通知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并收集您对我们网站和

服务的反馈意见。  您可以随时退订任何营销信息，方法是选择包含在您收到的任何此类

电子邮件或信息中的退出链接，或者通过此处的详细信息联系我们 我如何更改、更新或

删除我的联系信息?. 电子邮件 marketing@predictiveindex.com    

缓存 

我们还通过“缓存”收集有关网站用户的信息，缓存是网络服务器发送到网络浏览器的少量

信息， 可以 使网络服务器以独特的方式标识每个页面上的浏览器。  欲了解更多有关我

们使用缓存的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缓存”部分。 

Predictive Index 的出售或合并 

我们的用户信息受适用法律的约束，是我们公司的商业资产。   如果我们被出售给另一家

公司或与其合并，我们的用户信息可能会转给公司的继任者，其将同意遵守本网站隐私政

策的条款。  您有权随时请求从我们的系统删除 您的 个人信息。 

法律要求 

在以下情况下我们还会披露个人信息：（1）公共机构合法要求（包括满足国家安全或执

法要求）及（2）若我们认为因官方政府或监管调查所需或为了解决对个人的健康或财产

或我们企业的明显重大威胁适于进行此类披露，我们自行决定披露。 

mailto:marketing@predictiveindex.com


如有必要，我们也可能处理您的个人信息，以维护合法要求。   我们不会删除 与 调查或

争议有关的个人信息。   直到那些问题完全解决才会删除。 

  

Predictive Index 如何保护我个人信息的安全？ 

我们已实施并保持一项信息安全计划，其中包括以下目的所需的管理、技术和物理防护措

施及其他安全措施：（a）确保您个人信息的安全性、保密性和完整性；（b）保护您个

人信息的安全性、保密性和完整性免受任何预期威胁或危险；（c）防止未经授权访问、

销毁、修改、披露或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及（d）检测涉及您个人信息的安全事件并作出

反应。 根据本网站隐私政策的规定，我们允许为我们工作的人员访问和使用您的个人信

息，但仅限于服务我们的合法业务和满足我们客户的服务需求。 

那将我的个人信息 传至 其他 国家呢？ 

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在我们雇用服务提供商的任何国家进行存储和处理，包括传至您的企

业所在地区以外的国家，如美国以及欧洲、拉丁美洲 和 亚太地区的国家。 您的个人信息

将根据适用法律进行传送。 

传送信息至其他国家—欧洲经济区（EEA）的用户 

我们将您的个人信息存储在位于美国的云服务器上。 另外，我们使用支持我们提供服务

的美国供应商。 这些信息的传送受合同的约束，包括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标准合同条款（

SCC），并且我们已加入《欧盟-美国隐私盾框架》和《美国-瑞士隐私盾框架》（见下文

）。 

我如何更改、更新或删除我的个人信息，或请求不要与我联系？ 

您可以随时更改或更新您的个人信息。  欲更改、更新或删除任何个人信息，请拨打（

800）832-8884 联系我们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rivacy@predictiveindex.com. 

我在使用我的个人信息方面有哪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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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欧洲经济区的居民，关于我们使用根据本网站隐私政策收集的您的个人信息，您

拥有某些权利。  欲了解有关 Predictive Index 评估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 服务隐私政策. 

其中一些权利，如被遗忘的权利或请求我们将您的信息传送给另一家公司的权利，仅适用

于某些情况。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的合同尚未履行、法律要求我们保留信息或信息

与法律纠纷有关，这些权利将不可用。 

我们在下面列出了您在个人信息方面的权利，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权利。 这些权利受欧洲

数据保护法的限制，并且适用于该法的豁免条款，可能仅适用于某些类型的信息或处理。 

• 我们需要您同意我们使用您的个人信息的某些方式，如营销或处理有关您的特殊类别的信息。 

您可以随时取消这种同意。 

• 您可以要求我们确认是否正在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正在处理，您可以要求访问该信息和有

关以下内容的详细信息： 

1. 我们为何使用您的信息； 

2. 我们正在使用哪些信息； 

3. 我们 与谁分享了信息； 

4. 您的信息将要存储的期限，或我们如何确定该期限； 

5. 您反对我们处理您的信息的权利、您删除自己信息的权利或处理受限信息； 

6. 您向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提出投诉的权利； 

7. 并非由您提供的信息的来源； 

8. 存在使用您的数据或任何分析的任何自动化决策过程； 

9. 将您的信息传送至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国家以及采取的防护措施；及 

10. 您获取我们正在处理的关于您的信息的权利。 

• 您可以要求我们改正错误的信息。 

• 您可以要求我们删除您的某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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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要求我们限制使用您的信息的方式。 

• 您可以要求我们帮助将您的某些信息转至其他公司。 

• 您有权要求我们以易读的格式向另一家公司提供您的信息。 

• 您可以要求我们停止使用您的信息，但仅限于某些情况。 

• 您有权向相关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在某些情况下，您还有权反对我们处理您的信息。  您可以随时要求我们停止处理您的信

息。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也可能无需这样做。 例如，如果我们之

间的合同尚未履行、法律要求我们保留信息或信息与法律纠纷有关，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停

止处理您的信息。 

如果您想要 执行 或探讨任何这些权利，请按下述方式联系我们。 

本网站使用“缓存”吗？ 

我们的网站使用缓存来区分您和其他用户，并收集有关您在线偏好的信息。 这可以帮助

我们在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时为您提供愉悦的体验，并使我们能够改进我们的网站。 继续

浏览本网站即表示您同意我们使用缓存。 

缓存是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小文件，经您同意，我们会将其存储在您的浏览器或计算

机硬盘上。 缓存包含传送到您计算机硬盘上的信息。 

我们使用以下缓存： 

• 必不可少的缓存。 这些缓存是我们网站运营所必需的。 例如，包括可以使您登录到我们网站

安全区域的缓存。  

• 分析/性能缓存。 这些缓存收集有关您如何使用我们网站的信息。 通过这些缓存，我们能够识

别和统计访客的数量，并了解访客在使用过程中围绕我们网站进行的操作。 这有助于我们改

进网站工作的方式，例如，确保用户能够轻松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内容。 这些缓存有时由网

络流量分析服务的第三方提供商提供，如谷歌分析。 



• 功能性缓存。 这些缓存会记住您做出的选择，用于在您返回我们的网站时将您识别。 这使我

们能够为您个性化设置我们的内容，以姓名问候您，并记住您的偏好（如您选择的语言或地区

）。 

• 定向缓存。 这些缓存收集有关您浏览习惯的信息，如您访问过的页面和所用的链接。 我们将

使用这些信息使我们的网站更契合您的兴趣。 我们也使用这些信息使广告更符合您的需要，

并限制您看到广告的次数。 这些缓存通常由第三方广告网络提供。 它们会记住您访问的其他

网站，并且这些信息会与第三方组织分享， 如 广告商。 

请注意，第三方（如广告网络和网络流量分析服务等外部服务提供商）也可能使用缓存，

对此我们无法予以控制。 这些缓存可能是分析/性能缓存或定向缓存。 

我们使用谷歌分析。 欲了解谷歌如何处理和收集有关此产品的您的信息以及如何退出，

请参阅 此处. 

大多数网络浏览器会自动设置为接受缓存。 但您可以激活浏览器上的设置阻止缓存，从

而拒绝设置全部或部分缓存。 请参阅网络浏览器上的帮助和支持区域，获取有关如何阻

止或删除缓存的说明。 但如果您使用浏览器设置阻止全部缓存（包括必不可少的缓存）

，您可能无法访问我们网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缓存管理的信息，请前往 www.allaboutcookies.org，或访

问 www.youronlinechoices.com ，该网站提供更多有关行为广告和在线隐私的信息。 

你们如何通知我本网站隐私政策的更改？ 

我们可能会不时更改和/或更新本网站隐私政策。  我们建议您定期查看此页面。 

我如何联系你们，了解有关本网站隐私政策的问题？ 

若有 问题， 或希望了解有关本网站隐私政策和我们信息实践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rivacy@predictiveindex.com. 

如果您在欧洲经济区，您还有权向欧洲经济区内的当地数据保护局（DPA）提出投诉

。  您可以在此获取有关当地 DPA 的 详细信息.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partners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
http://www.youronlinecho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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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ive Index 加入《欧盟-美国隐私盾框架》和《美国-瑞士隐私盾框架》了吗? 

The Predictive Index 已加入《欧盟-美国隐私盾框架》和《美国-瑞士隐私盾框架》。 欲

了解更多有关隐私盾计划的信息，查看我们的认证情况，请访

问 https://www.privacyshield.gov/list. 

请同时参阅我们的隐私盾通知。  https://www.predictiveindex.com/privacy-shield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我拥有哪些隐私权？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 1798.83 条，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有权要求与其建立业

务关系的企业提供有关该企业为了第三方所进行的直接营销之目的而与该第三方分享的个

人信息类型，以及有关该企业在前一个日历年度期间向其分享了此类信息的第三方身份的

某些信息。  如果您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欲获取此通知，请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请求

至 privacy@predictiveindex.com.  在您的请求中，请注明您想要获取“Predictive Index 加

利福尼亚州隐私权通知”。   请等待 30 天获得回复。  

The Predictive Index 网站目前不能识别和处理来自不同网络浏览器的“禁止追踪”信号

。  欲了解更多有关“禁止追踪”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allaboutd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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