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条款
本政策适用于 MAXO 集团(以下简称“MAXO” “我们” “我们的”)旗下相关产品，
并延伸覆盖至所有相关组织的经营和活动。
所有有权使用由 MAXO 采集并保存的个人信息的第三方（包括客户、供应商、次级合同商
或代理）都必须遵守本隐私政策。本政策可在 MAXO 官网免费获取。 本政策列举 MAXO
管理和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
在本隐私政策中:
• “披露”信息指向 MAXO 以外的人提供信息；
• “个人”指我们采集、使用或披露的个人信息的所有人；
• “个人信息”指与某个用于被识别的个人的信息或意见；
• “隐私官”指 MAXO 内部关于 MAXO 处理个人信息的疑问或投诉的联系人；
•“敏感信息”指与种族、政治倾向、宗教信仰、贸易联盟或其他专业或贸易的协会成员、性
取向、犯罪记录和健康信息相关的个人信息；
• 信息“使用”指 MAXO 内部信息的使用。
2. 我们收集并保存哪种个人信息？
我们收集并保存个人的下列个人信息：
• 姓名
• 地址
• 电话号码
• 电邮地址
• 职业
• 银行账户信息
• 身份证号码（如果需要，如：中国）
• 护照信息（如果需要）
• 驾照信息（如果需要）
• 过往投资经验（如果需要）
• 投资频率（如果需要）
3. 我们如何收集个人信息
通常，我们直接从个人手中收集个人信息。例如，当个人在 MAXO 开户时，或访问我们的官
网，或与我们通信时我们将会采集个人信息。有时我们会从第三方处采集个人信 息。当个人信息由
第三方提供时，我们会采取负责步骤确保个人已知本隐私政策中所列的事 项。
MAXO 不会采集敏感信息，除非取得个人同意或符合相关例外情况。
这些例外包括，出现可疑
的非法活动或重大不当行为时，按法律要求或授权或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采集的。 如果不能提供我们要
求的个人信息，我们无法向消费者提供我们的服务或满足个人需求。
MAXO 不处理匿名或化名的个人信息，这是因为与未能识别的个人交易是不切实际的操作。
4. 来路不明的个人信息
MAXO 会收到来路不明的个人信息。MAXO 的员工必须通知隐私官接收到的所有来路不明
的个人信息。
5. 我们采集谁的个人信息？
我们会采集并保存下列个人（不局限于这几种类型人）的信息：
• 消费者；

•
•
•
•
6.

潜在客户；
服务供应商；
未来员工、员工和合同商；以及
其他我们需联系的第三方。
网站采集

当我们接收邮件和在线表格时，我们是从 MAXO 官网上采集个人信息。 同时， 我们也会
通过第三方分析网站流量，这会应用到软件。这样的分析采集的信息时匿名的。通 过点击我们网
站上的“隐私政策”可以阅览我们的隐私政策。
7. MAXO 为什么要采集并保存个人信息？ 我们采
集、使用、披露个人信息的目的有：
•
协助 MAXO 向您提供产品或服务；
•
斟酌、评估您要求的某个产品或服务；
•
向您提供某个产品或服务的信息，邀请您参加市场活动；
•
保护我们业务或其他消费者不受欺诈或违法活动侵害；
•
从事我们的业务和进行其他管理及行政任务的需要；
•
考量您的任何关注或投诉；
•
管理与 MAXO 有关的任何法律行动；
•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义务；
•
帮助我们改善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和服务，提高整体业务水平。
8. 我们会如何使用并披露个人信息？
MAXO 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的主要目的在于采集的目的，合理的次要目的在于与主要目的
相关的或隐私法授权下的其他情形。
我们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的目的列在上面的第 7 部分。除非个人同意或其他有限情形下（如
法律要求），敏感信息将仅用于与次要目的直接相关的使用和披露情形。
我们会有其他人参与为我们提供服务，这可能会让那个人持有我们所保持的个人信息。这种 情
况下，除非是提供的明确目的，否则我们将禁止那个人使用个人信息。我们禁止他人为产 品或服
务直接市场推广目的使用您的信息。
至于我们持有的敏感信息，如有可能，MAXO 会试图取消识别该信息。我们也会采取合理
步骤删除我们不再需要的个人的所有个人信息。
9. 我们会向谁披露个人信息？
我们需要想下列类型的组织披露您的个人信息：
• MAXO 有关实体；
• 我们从事各种活动的代理、合同商或服务提供商，如我们的律师、会计、收帐员或其他 顾
问；
•
转让或出售我们部分或全部资产或业务的组织；
•
管理我们的付款、支付商家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
•
监管机构、政府代理、法律强制机构以及法院；
•
其他任何您授权我们披露您信息或按法律要求披露您信息的人。
我们仅会将您的个人信息披露给以上这些组织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从事管理、行政和咨询服
10. 向海外发送信息

务。

在某些情形下，我们会向位于澳大利亚境外的税务局、警察局和其他反洗钱/反金融恐怖主
义监管机构披露个人信息。这些接收国家有：
•
中国

•
香港
•
英国
•
美国
•
欧盟国家
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发送至澳大利亚境外的接收人，除非：
•
我们已采取合理步骤确保接收人不会违反隐私法;
•
接收人从属类似于隐私法的信息隐私计划；
•
个人已同意该披露
11. 个人信息的管理
MAXO 知道客户信息安全对客户的重要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将努力确保我们采集并保存
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干扰或丢失，以及未授权使用、更改或披露。MAXO 员工必须尊重我
们采集的个人信息的保密性。
通常，个人信息保存于客户档案中，也会存在电脑数据库中。所有的文件夹都会存储在安全 的地
方。电脑中的信息会使用密码保护系统。
有关电脑储存的信息，我们应用以下指南：
•
数据所有权由 MAXO 内部决定；
•
定期检查密码；
•
当员工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时，我们会更改员工的使用权限；
•
员工禁止使用系统中某些特定的部分；
•
系统自动记录和审阅所有未授权的使用尝试；
•
系统自动限制显示在一个屏幕上的个人信息的数量；
•
未授权的员工禁止更新和编辑个人信息；
•
所有含个人信息的个人电脑都安全；
•
在网络传输的过程中所有数据都加密；
•
打印个人信息中包含的数据报告有限制；
•
MAXO 有处理不需的个人信息的程序；
•
当不再需要某信息时，个人信息会被一定程度的重写。
MAXO 的所有雇佣程序，包括申请和终止劳工合同程序，都是保密的。例如分类信息和工
资在内的所有的工作属性都是保密的。根据相关规定, 当我们不再要求某个个人信息时，我
们会采取合理步骤销毁信息。
12. 直接市场推广
MAXO 不会为直接市场推广目的使用个人信息，除非：
•
个人信息不包括敏感信息；
•
个人合理期望我们为直接推广目的使用或披露信息；
•
我们提供决定退出直接市场推广的简易方式；
• 个人未要求退出从 MAXO接受直接市场推广信息。 我们仅在个
人同意时才会使用或揭露个人信息作直接市场推广目的。
MAXO 仅在个人同意时才会使用或披露个人信息作直接市场推广目的。个人有权
要求退出直接市场推广，我们必须通过一段合理的时间段执行该要求。
个人也可以要求 MAXO 提供信息来源。一旦有这样的要求，MAXO 必须在一段合理时间段
内免费告知个人该信息来源。
13. 识别物
我们不会使用政府部门指定的识别物，如税号、医疗保险号等，作为我们的文件存档目的，
除非是隐私法豁免的内容。MAXO 努力避免数据匹对，即为识别个人共同特性目

的而比较两个或多组采集来的数据，以作更多关于个人的调查。
14. 我们如何保持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MAXO 致力于确保采集、使用、披露的个人信息是相关的、准确的、完整的、最新的。
我们鼓励个人联系我们更新我们所持有的个人信息。如果我们要更正过往曾向其他实体披露 过
的信息，我们将在合理时间段内告知其他实体。当我们相信信息时不准确的，在您的允许下，我
们会在 30 日内采取合理步骤更正信息。我们不会收取更正信息的费用。
15. 您可以获取您的个人信息
根据隐私法中所列的例外情况，个人可以通过联系 MAXO 隐私官获取我们持有的个人信息。
我们会在个人要求的 30 日内提供获取权限。如果我们拒绝提供信息，我们会给出合理的拒
绝理由。 如果有个人要求获取其个人信息，个人可以在 MAXO 的办公室查看其个人信息。
我们会要求身份核实，并收取搜索和复印费用。
16. 本政策的更新
根据法律和技术的更新以及我们营业情况和企业环境的改变，我们会随时审阅该政策。
17. 责任
告知员工和其他相关第三方有关 MAXO 的隐私政策是管理层的职责。管理层必须确保告知
MAXO 的员工及其他相关第三方本政策的各项变化。 理解并遵守本隐私政策是 MAXO
全体员工和其他相关第三方的责任。
18. 隐私培训
MAXO 会及时让所有新员工获得本隐私政策。所有新员工会有机会参与隐私培训， 内容包括
MAXO 在隐私法和相关规定要求下的义务。员工必须确保理解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与隐私相
关的对 MAXO 和其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
19. 非合规及纪律处分
员工及相关第三方必须向管理层报告违反隐私的行为。忽视 MAXO 隐私政策不会被认为是
该行为与合规无关的可接受借口。不遵守 MAXO 隐私政策的员工或其他相关第三方会受到
纪律处分。
20. 事故或投诉处理
MAXO 有一套有效的投诉处理流程用于管理隐私风险和事件。投诉处理
流程包括：
•
识别系统的，持续发生的投诉问题；
•
在 MAXO 隐私程序上增加消费者信心；
•
帮助建立、维持 MAXO 的名誉和业务。
个人可就MAXO 对其个人信息的对待和处理向MAXO 隐私官提出投诉。
21. 与第三方的合同安排
MAXO 必须确保所有与第三方的合同安排都合理注明了隐私事项。MAXO 会告知第三方本
隐私政策。 根据隐私法，第三方将被要求执行与个人信息管理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
•
规范个人和敏感信息的采集、使用和披露；
•
如有需要，取消识别个人和敏感信息；
•
确保个人和敏感信息被安全保管，仅有已授权员工或第三方的代理有权获得；
•
确保个人和敏感信息仅披露给 MAXO 批准的组织。
22. 询问
如果您有关于我们隐私程序的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就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提出投
您可以用下列任何方式提出投诉：

诉，

电邮：info@manbf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