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求职平台数据保护信息  
  

感谢您申请 Boehringer Ingelheim 集团及子公司职位。在您继续申请之前，我们想要

告知您，我们将会如何处理和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本求职平台运营方为 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地址：Binger Strasse 173, 55216 

Ingelheim am Rhein, Deutschland。  
  

请注意，视您所申请的 Boehringer Ingelheim 公司及其所在地（例如，位于欧洲经济

区或美国境内的公司），可能会适用其他有效的法律及有关规定。有关这些特殊规定

的说明，请查阅章节 VI 中的内容。  
  

I. 您个人信息的使用   
  

我们收集您的个人信息，目的是为了处理您的申请，即评估您是否适合空缺职位，以

及执行与录用相关的手续工作，如安排时间。1 另外，有了您的同意，Boehringer 

Ingelheim 便可将您纳入全球人才库中，从而为您推荐更多对口的职位。2  

如果您已经与 Boehringer Ingelheim 其中一家下属公司建立了雇佣关系，则视情况，

亦适用该公司内部的数据保护规定。  
  

II.谁有权访问我的个人信息   
  

鉴于 Boehringer Ingelheim 的企业结构，以下各集团下属机构（视情况）均可获得您

的个人信息，以便处理您的申请信息：   
  

• 您申请职位的公司  

• 其他负责参与处理申请的 Boehringer 公司部门或人事处  

• 作为本求职平台运营方的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  另外，您的信息可能会发送给第三方公司，以便进行评估、测试、背景调查，以及

其他与求职者和求职材料的遴选与鉴定相关的活动 

• 在 Boehringer Ingelheim 监督下处理信息的技术服务商  
  

例如：您申请了 Boehringer Ingelheim Ltd.（英国）的职位，那么，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美国）的有关负责部门以及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德国）的人事部将参与处理您的申请。因此，会有三家公司的员工获得并
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一旦您被录用，您求职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将转发给 Boehringer Ingelheim 集团及子公

司的人事管理系统。   
  

III.您本人访问个人信息以及相关权利  
  

对于由您本人上传的信息及求职者个人资料，您可随时查看和修改，或者注销。该操

作可直接通过求职者账号完成。通过账号，您还可随时撤回空缺职位的申请。修改、

注销您的求职者个人资料等操作可能会影响到申请流程。 

  



如果您想要撤回此前的同意声明，即允许在 Boehringer Ingelheim 集团及子公司内部

存储、处理您的申请信息，以及公布您的个人资料，并希望删除您的求职者账号中的

信息，则请发送邮件至： GBSComplianceandQuality@boehringer-ingelheim.com，

并注明您的姓名以及申请时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此外，针对所存储的个人信息，以及由您整理好的信息，您有权随时以电脑可读的通

用格式进行调阅，或传输给第三方。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您可针对个人信息的处理

权限或限制提出申请。如果您的信息被发送至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国家，则您享有个人

信息保护的知情权，并视情况可申请一份规定了如何就保护您的个人信息而采取适当

措施的合约副本。  
  

为行使上述权利，请您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专员，联系方式：

datenschutz@boehringer-ingelheim.com。  

   

若您还有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其他诉求，亦可联系您所在地的数据保护有关部门。负

责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数据保护事宜的上级部门是“Der 

Landesbeauftragte für den Datenschutz und die Informationsfreiheit Rheinland-

Pfalz”（poststelle@datenschutz.rlp.de）。  
  

IV.您个人信息的安全   
  

我们十分重视您个人信息的安全，并对您与我们分享的信息采取保密措施。为了保护

您的个人信息免遭丢失、滥用、未经授权访问、泄露、篡改以及销毁，我们将采取适

当的预防手段。   

  

V. 日志数据和 Cookie  

 

当您访问网站时，我们会处理“日志数据”（例如，IP 地址、网站访问历史、时间和

日期、显示内容、浏览器和操作系统信息等）。收集日志数据在技术上是必要的，以

便您能够正常使用我们的网站（法律依据：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6 (1) b) 条）。日

志文件的存储期限取决于目的需要，原则上不超过 14 天。 

 

我们使用 Cookie（存储在您浏览器上的小型文本文件），并在必要时使用类似技术，

例如网络信标（以下统称为“Cookie”）。 

 

1.1 必要型 Cookie 

网站需要必要型 Cookie，才能够正常运行，因为后者提供页面导航、访问网站安全区

域、或语言设置等基本功能。必要型 Cookie 的存储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 

 

1.2 需要您同意的 Cookie 

 

1.2.1 网站优化型  

如果您同意我们 Cookie 横幅中的“优化”部分，我们将相应设置 Cookie，从而为您带

来更舒适的网站导航体验，例如，通过保存您的搜索查询，或者允许您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工作机会。此类 Cookie 的存储期限最长为三个月。  

mailto:GBSComplianceandQuality@boehringer-ingelheim.com
mailto:datenschutz@boehringer-ingelheim.com
mailto:poststelle@datenschutz.rlp.de


 

我们与以下伙伴共同合作：   

 

Adobe Analytics (Omniture)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使用 Adobe Analytics 的 Cookie，它是 Adobe Systems 

Software Ireland Limited（简称“Adobe”）的一项网络分析服务。在 Boehringer 

Ingelheim 的委任下，Adobe Analytics 将使用 Cookie，来分析所有的数据传输活动与使

用行为。Cookie 的存续期限自会话之时起，最长为三年。Cookie 收集的 IP 地址在进行

地理定位之前，将执行缩短操作。之后，其将被某个通用 IP 地址替换。Adobe 不会将

您的 IP 地址与来自 Adobe 的其他信息相关联。您可以通过访问 

http://www.adobe.com/privacy/opt-out.html（外部链接），并使用相关选项，或者在此处

更改设置，来阻止 Adobe 收集和使用信息（Cookie 和 IP 地址）。分析服务有助于我们

对自身的服务进行改进。 

 

例如，与此服务关联的 Cookie 使我们能够执行以下操作： 

• 为用户创建唯一 ID，并通过我们的各个域，来追踪访问者的活动； 

• 确认 Cookie 是否被激活； 

• 收集关于用户访问网站的统计数据； 

• 确定同一访问者两次访问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天为单位）； 

• 确定单个用户的访问次数。 

 

1.2.2 营销型 Cookie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使用营销型 Cookie，从而为您带来更舒适的网站使用体

验，并允许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见下文）追踪用户所前往的其他网站，来显示对

个人用户相关且具有吸引力的广告。   

 

我们与以下伙伴共同合作：   

 

LinkedIn 

您在申请职位时，可以从自己的 LinkedIn 账号中直接上传数据。为此，LinkedIn 需要

您的同意才能存储 Cookie，以完成上传数据、分析您上传数据时的行为、与 LinkedIn 

交互以进行统计评估，以及在 LinkedIn 或其他网络上展示广告等操作。关于 LinkedIn

（LinkedIn Ireland、Wilton Plaza、Wilton Place, Dublin 2, Ireland）如何处理您的数据，

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针对本服务正常运行所

需要的 Cookie，其存储期限最长为两年，广告型 Cookie 将存储 30 天。  

 

1.3 撤销您的同意 

您可以随时通过单击此处，然后激活屏幕底部的图标，来撤销您的同意，该操作永久有效：  

 

 

 

 

 

https://tas-boehringer.taleo.net/careersection/global+template+career+section+28external29/jobsearch.ftl?lang=en


VI. 国家数据保护注意事项 

 

请注意，您所申请职位的所在国家/地区的相关数据保护指令将适用。例如，如果您的

住所位于欧洲经济区内，而您向位于经济区以外（例如，中国或美国）的公司申请职

位，则这些公司对您数据的使用将不受欧洲数据保护指令的约束，因此，将有不同的

保护级别适用。 

 

存储期：如果您申请的国家/地区没有指定特定的存储期，个人或个人身份识别数据将

在申请系统中处于非活动状态的 36 个月后被删除。 

 

以下是勃林格殷格翰各分公司所在地相关的额外数据保护要求的信息： 

 

 

1.  申请中国境内的通知 

 

如您申请勃林格殷格翰集团在中国境内（仅为本通知之目的，不含港澳台）子公司的职位，则

除了前述《求职平台数据保护信息》，本《关于中国境内申请的通知》同时适用，两者如有冲

突，后者优先适用。 

 

收集与使用个人信息 

 

如果基于您的同意，或为了订立、履行劳动合同所必需，或为了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我们将

收集、使用、提供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并在实现下列目的所需的合理期限内保存

您的个人信息。 

 

在创建账户时，您需要提供您自定义的用户名、拟设置的密码，以便您完成注册并保护账户安

全。在申请职位时，您需要提供您的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居住城市；此外，您还可以

选择进一步提供您的简历和其他个人信息，具体请见申请页面的提示语。我们收集、使用这些

信息是为了了解您的基本情况、评估您是否适合相应的职位，并与您联系、安排后续的面试与

招聘工作（如有）。如您同意进入勃林格殷格翰的全球人才库，我们将继续留存您的上述个人

信息，以便日后为您推荐合适的工作机会。关于日志数据与 Cookies的收集与使用，详见《求

职平台数据保护信息》第 V条。 

 

收集与提供个人信息 

 

勃林格殷格翰属于跨国集团公司，由勃林格殷格翰总部（总部位于德国）统一运营本求职平台、

统筹全球的人力资源管理及招聘事宜，因此，您的个人信息将在境外进行存储和处理。请您注



意，如果您不同意您的个人信息离开中国境内，请不要点击上一页面的“我接受”，也不要向我

们提供您的任何个人信息。 

 

由于您申请的职位在中国境内，勃林格殷格翰集团在中国境内的子公司（包括勃林格殷格翰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简称“勃林格殷格翰中国”）、以及负责招聘工作的境外

关联公司，将访问、使用、接收、存储、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您的上述个人信息，以便和勃林格

殷格翰总部共同开展招聘工作。此外，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或总部选用的背景调查、问卷测试、

技术运维等服务商可能在必要范围内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以便提供相应的服务，该等服务商也

可能在中国境外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联系我们了解该等服务商的进一步信息。 

 

我们高度重视您的个人信息安全，并采取符合中国法律与业界标准的、合理可行的各类安全措

施，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相关权利及行使 

 

您对您的个人信息依法享有知情、决定、查阅、复制、更正、补充、转移、删除等权利。如果

您想行使您的权利，或者您对我们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有任何疑问，您可以联系勃林格殷格翰

总部（联系方式详见《求职平台数据保护信息》第 III 条）或勃林格殷格翰中国

（HRTalent.CN@boehringer-ingelheim.com）。此外，您还可以在本求职平台“我的帐户选项”

中查阅、修改您的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