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網上私隱聲明》 
保德信投資管理公司及其聯屬公司（涵蓋保德信全球資產管理業務）（統稱為「保德信投

資管理」、「我們」或「我方」）尊重您的私隱，且我們承諾予以保障。我們提供本《私

隱聲明》，以向您說明我們可能如何收集、使用、分享和保留與您及您的選擇相關的資

料。 

本《私隱聲明》涵蓋的網站 
本《私隱聲明》說明我們透過 PGIM.com以及您存取本《私隱聲明》所在而由我方操作
的其他網站（「該等網站」）收集資料的相關做法。 

本《私隱聲明》不適用於本身設有私隱聲明的網站或通訊，或連結至本網站的其他公司或

實體的網站。請見以下「第三方網站」一節。如欲了解連結網站的私隱政策，請參照該網

站的私隱聲明。 

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要求您提供某些個人資料，其為識別個別人士或有關可識別個別人士的資料，包

括：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我們及我方服務供應商以各種方式收集與您相關的個人資料，有關方式包括： 

• 透過該等網站。例如您可能在要求保德信投資管理代表聯絡您、填寫問卷調查或
表格或登記接收電子通訊時，向我們提供您的姓名、地址、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 

• 從其他來源。我們從其他來源接收您的個人資料，例如公開數據庫，以及與我們
分享資料的聯合營銷合作夥伴。 

我們須收集個人資料，才能向您提供服務。如您不提供所要求的資料，我們或許無法提供

服務。如您向我們或該等網站相關的我方服務供應商披露有關他人的任何個人資料，即聲

明您有權限作此舉，並允許我們按照本《私隱聲明》使用資料。 

我們使用個人資料的方式 
我們及我方服務供應商使用個人資料以作業務目的，包括： 

• 提供該等網站的功能，並滿足客戶的要求。 
o 為了回應查詢，並滿足客戶的要求、管理其帳戶並維持我們的關係；且 
o 為了核實個別人士的身份及／或位置（或您的代表或代理的身份或位置），
以允許存取您的帳戶；或進行網上交易。 



我們將從事此等活動，以管理與客戶的合約關係，和／或遵循法律義務。 

• 為客戶提供營銷材料及／或其他營銷材料和促進社交分享。 
o 為了向客戶通知我們認為其可能感興趣的產品或服務，包括度身訂造的廣告
或優惠。 

我們將基於我方合法權益或經您同意下，進行此活動。 

• 達成我們的業務目的。 
o 為了業務目的，包括分析數據、審計、研發和改善產品及服務、識別使用趨
勢、判斷推廣活動的有效性，並提升、改善或修訂我方服務或網站； 

o 為了就現有交易及合約協議聯絡個別人士； 
o 為了管理風險以及偵測和防止欺詐，包括「了解客戶」、反洗黑錢、盡職審
查規定、信用審查、制裁規則合規、欺詐監察及報稅； 

o 為了遵循法律及規例（包括任何法律或規管指引、守則或意見），並遵循其
他法律程序及執法規定； 

o 為了保障帳戶及個人資料安全；且 
o 為了向您發送行政資料，例如我方條款、條件及政策的改動。 

我們為了管理與客戶的合約關係，遵循法律義務，和／或基於我方合法權益，而從事此等

活動。 

我們披露個人資料的方式 
我們將個人資料披露予： 

• 適當的保德信投資管理機構或聯屬公司，以便其回應您的要求 
• 法律要求或規定的第三方，例如： 

o 規管機構 
o 向我們提供服務的供應商 
o 執法機關 

我們保護您個人資料的方式 
我們將個人資料披露： 

• 您的客戶服務代表可提供我方聯屬公司名單。 
• 予我們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以促進其向我們提供的服務。 

o 當中可包括服務供應商，例如網站寄存、數據分析、資訊科技及相關基礎設
施供給、客戶服務、電郵傳遞、審計及其他服務。 



個人資料的其他用途及披露 
此外，我們亦在必需或適當時使用和披露個人資料，尤其是在我方具有法律義務或合法權

益作此舉的情況下： 

• 為了遵循適用的法律及規例。 
o 當中可包括您居住國家／地區境外的法律。 

• 為了配合公共及政府機關。 
o 為了回應要求或提供我們視為重要的資料 
o 當中可包括您居住國家／地區境外的機關。 

• 為了配合執法部門。 
o 例如，當我們須回應執法部門要求及命令或提供我們視為重要的資料時。 

• 為了其他法律原因。 
o 為了強制執行我們的條款及條件；且 
o 為了保障我們及／或我方聯屬公司、您或他人的權利、私隱、安全或財產。 

• 有關出售或業務交易。一旦出現任何重組、合併、出售、合資、轉讓、轉移或我
方業務、資產或股份全部或任何部分的其他處置（包括有關任何破產或類似程

序），我們具有向第三方披露或轉移個人資料的合法權益。該等第三方例如可能包
括收購實體及其顧問。 

其他資料 
我們亦會收集有關該等網站用戶的其他資料，亦即不會透露某人特定身份或並非與可識別

個別人士直接相關的任何資料。 

我們收集的資料類型包括： 

• 我方網站訪客人數 
• 在我方網站到訪的頁面 
• 所用功能 
• 訪客逗留時長 
• 訪客與我方網站連接的網站的域名 
• 瀏覽器及裝置資料 
• 透過 Cookie、像素標籤及其他技術收集所得的資料 
• 經彙整而不再透露您身份的資料 

我們及我方服務供應商可能以各種方式收集其他資料，有關方式包括：透過瀏覽器或裝

置；使用 Cookie與其他類似技術；以及透過 IP地址。請在此閱覽我們的《Cookie 政
策》以了解更多。 



我們可能使用和披露其他資料以作任何目的，除非我們須根據適用法律而不作此舉。如我

們須根據適用法律將其他資料視作個人資料處理，則可能為了本《聲明》詳述的個人資料

使用及披露目的而作使用和披露。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結合其他資料與個人資料。若

然如此，我們會在結合的情況下將結合資料視作個人資料處理。 

我們保護您個人資料的方式 
保德信投資管理尋求採用合理的行政、技術及實體保障及其他必需的安全措施，以保護我

方機構內的個人資料免受日益增長的威脅影響。如您有原因相信您與我們的互動不再安

全，請按照以下「聯絡我們」一節立即通知我們。 

《保德信投資管理私隱保護政策》 
保德信投資管理在進行業務活動期間收集社會安全號碼。保德信投資管理設有保護個人資

料的私隱政策，包括社會安全號碼。政策如下： 

保德信投資管理要求必須安全保密所有關於其客戶和員工以及我方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

的員工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存取權必須限於為履行職責而需要或存取資料的員工。員工

不得存取或披露個人資料，以作保德信投資管理業務目的授權以外的任何目的。 

敏感資料 
除非有所明確要求，否則請勿向我們發送且您不應披露任何其他敏感的個人資料（例如有

關種族或族裔、政見、宗教或其他信仰、健康、生物特徵或基因特徵、犯罪背景或工會會

員身份的資料），不論在或透過該等網站向我們提供亦然。 

存取、更改或刪除個人資料 
如欲要求覆核、更正、更新、隱蔽、限制或刪除您曾向我們提供的個人資料或拒絕我們予

以處理，或如欲要求接收您個人資料的電子副本以傳輸予另一公司（在適用法律向您賦予

數據可攜權的範圍內），您可發送電郵至 pgim.privacy@pgim.com 聯絡我們，或郵寄予
我們（地址：655 Broad Street, Newark, NJ, 07102，郵政編碼：08-19-70）。我們將根
據適用法律回應您的要求。 

 

保留期 
我們在資料索取目的所需或許可的時長內，且在符合適用法律的情況下，保留個人資料。 



用於釐定保留期的準則包括： 

• 我們與客戶擁有持續關係且提供該等網站的時長  
• 我們是否肩負法律義務（例如某些法律要求我們將某些交易的記錄保留一段時間，
隨後方可刪除）；或  

• 基於我們的法律地位是否建議保留資料（例如關於適用的限制法規、訴訟或監管調
查）。 

第三方網站 
本《私隱聲明》並不應對且我們並不負責任何第三方的私隱、資料或其他做法，包括操作

該等網站所連結任何網站或服務的任何第三方。在該等網站中涵蓋連結，不代表我們或我

方聯屬公司認可連結網站或服務。 

跨境轉移 
個人資料可能在保德信投資管理擁有設施或我們聘用服務供應商所在的任何國家／地區儲

存和處理；如您向我們提供個人資料，即明白資料將轉移至您居住國家／地區境外的國家

／地區（包括美國），其資料保護規則可能與您所在的國家／地區不同。在某些情況下，

該等其他國家／地區的法庭、執法機關、規管機關或安全機關可能有權存取個人資料。 

有關 EEA的額外資料： 某些非 EEA國家／地區獲歐盟委員會認可為按照 EEA標準提供
充分的資料保護（此等國家／地區的完整列表在此列載）。若將資料從 EEA轉移至歐盟
委員會視為保障不足的國家／地區，我們已採取充分措施，例如歐盟委員會為保障個人資

料而採用的標準合約條款。如欲獲取此等措施的資料副本，請聯絡 
https://ec.europa.eu/info/about-european-commission/contact_en，或前往此連結：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iorities/justice-and-fundamental-rights/data-
protection/2018-reform-eu-data-protection-rules_en 

兒童的網上私隱 
本網站的目標對象並非未滿十八(18)歲的人士，我們不會故意收集或發佈未滿 16歲兒童
的個人資料。 

 

生效日期 



本《私隱聲明》自上列「最後更新日期」起生效。我們保留權利更改本《聲明》。如果我

們作出更改，將在本頁發佈當前《私隱聲明》。對於本《聲明》的任何更改將自發佈日期

起生效。若在更改發佈後繼續使用該等網站，即代表接受經修訂的《私隱聲明》。 

聯絡我們 
保德信投資管理公司（地址如下）負責根據本《私隱聲明》收集、使用和披露您的個人資

料。 

如對本《私隱政策》有任何疑問，請發送電郵至 pgim.privacy@pgim.com 聯絡我們以提
出問題或意見，或郵寄予我們（地址：655 Broad Street, Newark, NJ, 07102，郵政編
碼：08-19-70）。我們將按照適用法律回應您的要求。 

《Cookie 與類似技術聲明》 
本《Cookie 與類似技術聲明》（「《CST 聲明》」）說明在 www.pgim.com（「該網
站」）所用的各類 Cookie 與類似技術。我們可能隨時更改本《CST 聲明》。對於本
《CST 聲明》的任何更改，將於我們在或透過本網站列載經修訂的《CST 聲明》之時開
始生效。 

Cookie與類似技術是甚麼？  

Cookie是網站的標準功能，讓我們在您的電腦儲存關於您到訪本網站的少量數據。
Cookie有助我們了解本網站哪個部分實用，哪個部分有待改善。為此，我們亦可能運用
與 Cookie類似的技術，例如 Flash 本地共享對象（又稱為 Flash Cookie）或像素標籤。 

您可在瀏覽器更改設定，以選擇是否在一般情況下接受使用 Cookie與類似技術。然而，
如您停用 Cookie與類似技術，您在本網站的體驗或被削弱，而某些功能可能無法如擬定
般操作。 

我們使用哪些 Cookie與類似技術？ 

本網站上使用的各類 Cookie與類似技術如下。在透過 Cookie收集任何個人資料的範圍
內，我們的《私隱聲明》應用和補充本《CST 聲明》。工作階段 Cookie 用於識別在本網
站的某些特定到訪。此類 Cookie在短時間後或在您使用本網站後關閉網絡瀏覽器時逾
期。持續性 Cookie將在既定時段內維持在您的裝置。 

必要 Cookie。透過必要 Cookie，您可瀏覽本網站，並使用其服務及功能。如無此等絕對
必要的 Cookie，本網站將無法如我們期望般為您順暢操作，且我們或許無法提供本網站
或某些服務或功能。 



Cookie名稱  描述  持續性或工作

階段  
第一方或第三

方  

AWSALB  
分配伺服器流量以判斷

哪個伺服器目前供應情

況最佳。 
持續性  第一方  

AWSALBCORS 
與跨源資源共享使用個

案關聯的黏性 Cookie 持續性 第三方 

cookie-disclaimer  
用於在用戶看到 Cookie
免責聲明後儲存資料  持續性  第一方  

AWSALB  
分配伺服器流量以判斷

哪個伺服器目前供應情

況最佳。 
持續性  第三方  

JSESSIONID  
用於在客戶提出的進一

步要求中識別

HttpSession 對象。 
工作階段  第三方  

cerosdomaintracking  
Directs Web瀏覽器只允
許在相同 DNS 網域的網
站之間共享 Cookie  

持續性  第一方  

cerosexperiencetracking  
Directs Web瀏覽器只允
許在相同 DNS網域的網
站之間共享 Cookie  

持續性  第一方  

dtCookie  
用於識別用戶工作階段

的工作階段 Cookie  工作階段  第三方  

dtLatC  
測量伺服器延遲以監察

性能  工作階段  第三方  

dtPC  
用於將網絡要求連結至

用戶行動的頁面上下文

Cookie  
工作階段  第三方  

dtSa  
此類 Cookie用於儲存各
個頁面的行動，以在各

個頁面監察性能。 
工作階段  第三方  

Limelight_HTML_Player_UserId  
協助訪客在網站上觀看

影片  持續性  第三方  

rxVisitor  
此類 Cookie用於儲存匿
名 ID，讓用戶在全球服
務上關聯各個工作階段  

工作階段  第三方  

rxvt  
此類 Cookie用於儲存兩
個時間戵，以釐定工作

工作階段  第三方  



階段長度及工作階段結

束  

偏好 Cookie。 偏好 Cookie收集有關您選擇及偏好的資料，並讓我們記住語言或其他本
地設定，並據之定製本網站。 

Cookie名稱  描述  持續性或工作

階段  
第一方或第三

方  

ELOQUA  
允許追蹤訪客而不影響訪

客的頁面載入時間  持續性  第三方  

ELQSTATUS  
允許追蹤訪客而不影響訪

客的頁面載入時間  持續性  第三方  

SAMESITESET 帶來網上營銷服務的

Oracle Cookie 
持續性 第一方 

  

社交媒體 Cookie。 當您使用社交媒體分享資料時，會使用社交媒體 Cookie，其會收集
有關使用社交媒體的資料。 

Cookie名稱  描述  持續性或工作

階段  
第一方或第三

方  

bscookie  
LinkedIn追蹤功能所用的
安全瀏覽器 ID Cookie  持續性  第三方  

bcookie  

此類 Cookie由 LinkedIn
用於識別瀏覽器 ID，設定
自 LinkedIn分享按鈕及廣
告標籤。 

持續性  第三方  

lang  
工作階段為本的 Cookie，
用於登入 LinkedIn和／或 
LinkedIn追蹤功能  

持續性  第三方  

UserMatchHistory  
用於追蹤多個網站上的訪

客，以按照訪客偏好顯示

相關廣告。 
持續性  第三方  

分析 Cookie。分析 Cookie收集有關您使用本網站的資料，並讓我們改善箇中操作。例
如，分析 Cookie向我們顯示本網站上最常到訪的頁面，有助我們記錄您在本網站遇到的
任何困難，並向我們顯示我方廣告是否有效。我們可從而察知本網站的整體使用模式，而

非單人的使用狀況。我們使用此類資料以分析本網站的流量，但不會審視資料以尋求識別

個別人士身份的資訊。 



Cookie名稱  描述  持續性或工作

階段  
第一方或第三

方  

AMCVS_xxxxxAdobeOrg  

此為與 Adobe Marketing 
Cloud關聯的模式類型
Cookie，儲存唯一訪客
識別資料，並使用機構識

別資料。 

持續性  第三方  

analyticsAuth  
儲存有關用戶已否登入保

德信網站的資料  工作階段  第一方  

demdex  

協助 Adobe Audience 
Manager履行各種功
能，例如訪客識別、ID 
同步、細分、建模、報告  

持續性  第三方  

dmdbase_cdc  

此類 Cookie用於按照源
IP地址將網站訪客的公
司名稱及企業統計結構特

徵交予分析，使用

JavaScript設定。 

工作階段  第一方  

dpm  
用於分析在不同網域的訪

客  持續性  第三方  

ev_sync_dd  
用於分析在不同網域的訪

客  持續性  第三方  

everest_g_v2  
用於分析在不同網域的訪

客  持續性  第三方  

everest_session_v2  
用於分析在不同網域的訪

客  持續性  第三方  

gpv_pn  
用於釐定到訪中的上一頁

面  工作階段  第一方  

s_cc 
Adobe Site Catalyst 
Cookie，用於釐定瀏覽
器中是否已啟用 Cookie 

工作階段 第一方 

s_dfa 
Adobe Site Catalyst 
Cookie，用於追蹤曝光
及點擊 

持續性 第一方 

s_getNewRepeat 

Adobe Site Catalyst 
Cookie，用於釐定那位
是否新訪客或重複訪客，

並在 Analytics變數中記
錄此資料 

工作階段 第一方 



s_ppv 

Adobe Site Catalyst 
Cookie，用於測量訪客
的滾動瀏覽活動，以了解

訪客在前往另一頁面前檢

視了頁面的多少內容 

工作階段 第一方 

s_ppvl 
Adobe Site Catalyst 
Cookie，用於儲存向您
顯示頁面的百分比的資料 

工作階段 第一方 

  

廣告 Cookie。設定廣告 Cookie，是為了按照您在本網站上的喜好顯示定向推廣或廣告，
或用於管理我方廣告。此類 Cookie收集有關您在本網站及其他網站上的活動資料，以向
您提供定向廣告。 

Cookie 名稱  描述  持續性或工

作階段  
第一方或第三

方  

_gcl_au  
用於了解用戶與網站的互

動。 持續性  第一方  

APID  

此類 Cookie所載的資料
關於最終用戶使用網站的

方式，以及最終用戶在到

訪網站前可能看過的任何

廣告  

持續性  第三方  

APIDTS  

收集有關訪客在網站上的

偏好及行為的數據。此類

資料用於提供與特定訪客

更加相關的內容及廣告。 

持續性  第三方  

B  

收集有關用戶網站到訪的

匿名數據，例如到訪次

數、在網站的平均逗留時

間以及曾經載入的頁面。

註冊數據用於對用戶喜好

及背景檔案資料分類，從

而因應訪客提供定制的網

站內容  

持續性  第三方  

bkdc  

Bluekai Cookie；設定目
的為登記匿名用戶，並彙

整匿名活動，使營銷商能

夠提供更多定向網上廣

持續性  第三方  



告。 

bku  

Bluekai Cookie；設定目
的為登記匿名用戶，並彙

整匿名活動，使營銷商能

夠提供更多定向網上廣

告。 

持續性  第三方  

BKUT 協助提供網上營銷服務的

Eloqua Cookie 
持續性 第三方 

IDE  
用於按照之前的網站到訪

顯示個人化廣告。 持續性  第三方  

IDSYNC  
用於識別在各個到訪及裝

置的訪客，網站可從而為

訪客顯示相關廣告  
持續性  第三方  

mt_misc  
保留有關瀏覽器的特徵，

以防止欺詐，並用於其他

技術優化。 
持續性  第三方  

mt_mop  
與有限的可靠交易平台及

數據合作夥伴同步訪客 
ID 。 

持續性  第三方  

mmapi.p.bid 
儲存有關用戶體驗的資

料，並收集與之相關的數

據，以作廣告目的。 
持續性 第一方 

mmapi.p.pd 

儲存客戶的個人檔案資

料：匿名訪客 ID、訪客個
人檔案歷史記錄（產生的

體驗以及追蹤的行動）。 

持續性 第一方 

mmapi.p.srv 
Maxymiser Content 
Generator 服務節點名
稱。 

持續性 第一方 

uuidc  

收集有關用戶到訪網站的

數據，例如已載入的頁

面。註冊數據用於提供定

向廣告。 

持續性  第三方  

uuid  

用於透過從多個網站收集

訪客數據而提高廣告相關

性 ── 此訪客數據交換通
常由第三方數據中心或廣

告交易平台提供。 

持續性  第三方  

UserMatchHistory 追蹤訪客，以按照訪客偏 持續性 第三方 



好提供更多相關廣告。 

  

Adobe Analytics。我們使用 Adobe Analytics，當中運用 Cookie與類似技術以收集和分
析有關使用該等服務的資料，並提供活動及趨勢報告。此服務亦可能收集有關使用其他網

站、應用程式及網上資源的資料。如欲了解 Adobe的做法，請前往：
https://marketing.adobe.com/resources/help/en_US/sc/implement/opt_out.html；若要拒
絕，則可前往 https://www.adobe.com/privacy/opt-out.html 以下載 Adobe Analytics 退出
瀏覽器插件。 

像表標籤。像素標籤（又稱為網絡信標及透明 GIF）的用途包括追蹤本網站訪客的行動，
衡量我方營銷活動是否成功，並匯編有關本網站使用狀況及回應率的統計數據等等。 

瀏覽器及裝置資料。某些資料會由大部分瀏覽器或透過您裝置自動收集，例如您的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地址、電腦類型（Windows 或 Mac）、屏幕解像度、作業系統名
稱及版本、裝置製造商及型號、語言、網絡瀏覽器類型和版本以及您所用網站的名稱及版

本。我們使用此類資料，以確保本網站的功能運作妥當。 

實際位置。我們透過衛星、手機基站或 WiFi 無線上網訊號等方式，收集您裝置的實際位
置。我們使用您裝置的實際位置，以因應位置向您提供個人化服務及內容。我們亦會與營

銷合作夥伴分享您裝置的實際位置，連同有關您所看廣告的資料以及我們收集的其他資

料，以便其向您提供更多個人化內容，並研究廣告活動的有效性。在某些情況下，您可允

許或拒絕該等用途和裝置的位置分享：但若然如此，我們及我方營銷合作夥伴或許無法向

您提供適用的個人化服務及內容。 

裝置指紋功能。為了根據您在本網站的活動而向您提供我們認為您可能感興趣的內容，

並為了防止欺詐和進行驗證，我們亦可能使用其他與 Cookie類似的技術。例如，我們可
能彙集裝置特徵，並結合來自大部分瀏覽器或透過您裝置自動收集的資料，從而創建唯一

ID，以合理確定性向我們識別您的瀏覽器或裝置。我們可能就此收集、使用和結合以下資
料： 

• 到訪次數 
• 最後到訪 
• 首次到訪 
• 外部 IP地址 
• 內部 IP地址 
• 屏幕解像度 
• 地理位置（根據 IP地址釐定的經緯度） 
• 裝置性能基準 
• 裝置頻寬基準 
• 裝置用戶代理（瀏覽器類型、版本） 



• 裝置能力（瀏覽器能力的 Modernizer字串） 
• 裝置作業系統 
• 已安裝的裝置插件 
• 瀏覽器語言 
• 已啟用或停用的 Flash 
• 存檔的裝置時間 
• 來自搜尋引擎的所用關鍵字詞 
• 到訪的頁面 
• 到訪時長 
• 推薦頁面 
• 鼠標位置 
• 滑鼠點擊 
• 頁面滾動瀏覽位置 

如何管理 Cookie與類似技術？  

您亦可透過啟用瀏覽器上的設定，以隨時拒絕或接受來自本網站的 Cookie。有關啟用或
停用 Cookie的程序指引，載於網絡瀏覽器供應商網站的幫助畫面。請見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manage-cookies/index.html，以了解有關常用瀏覽器的
資料。請注意，如果停用 Cookie，本網站的某些功能可能無法如擬定般操作。 

請注意，此不會完全移除已在您裝置設定的 Cookie。如欲刪除已在您裝置放置的
Cookie，請遵照以下指引： 

• 在 Internet Explorer中刪除 Cookie 
• 在 Firefox中刪除 Cookie 
• 在 Chrome中刪除 Cookie 
• 在 Opera中刪除 Cookie 
• 在 Safari中刪除 Cookie 

如欲尋找有關其他瀏覽器的資料，請到訪瀏覽器研發商的網站。請注意，如果停用

Cookie，本網站的某些功能可能無法如擬定般操作。如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發送電郵
至 pgim.privacy@pgim.com 聯絡我們。 

如欲清除您所到訪網站留下的所有 Cookie，可在以下連結下載三款用於清除追蹤 Cookie
的程式： 

• http://www.lavasoftusa.com/products/ad-aware_se_personal.php 
• http://www.spybot.info/en/download/index.html 
• http://www.webroot.com/consumer/products/spyswee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