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uXi AppTec - 隐私政策 

最后更新日期：2022年 1月 25日 

 

谢谢您访问WuXi AppTec网站（“本网站”）！ 

本网站由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提供和控制，我们的注册地址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五号桥。 

本隐私政策解释了我们如何收集、使用和披露您的信息。在您使用或访问本网站之前，请仔

细阅读并确保您理解本隐私政策。 

1. 我们收集了您的哪些类型的信息 

当您使用本网站时，我们可能会收集您的以下类别的信息： 

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可能会收集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当您通过本网站上的“联系我们”页面向我们发送

信息时，您需要提供您的个人身份和联系信息，如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所

在国家和城市；您还可能向我们提供您的就业信息，如您的雇主和工作职位。我们还可能在

您与我们的通信中，例如在您的评论、问题、反馈和您在使用本网站功能过程中提供的其他

内容，获得有关您的信息。 

我们收集的您的信息。 

在您使用本网站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自动收集您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 

� 技术和设备信息。我们可能会收集有关您和您的设备的某些技术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

括但不限于您的IP地址、系统时区、系统语言和其他系统或网络识别信息。 

� 操作和行为信息。我们自动收集您访问本网站时产生的信息，并记录您在本网站上的使

用活动，包括您在本网站上的停留时间，您访问了本网站的哪些部分以及您访问了哪些

信息。 

� Cookies及其相似技术。本网站可能使用“Cookies”和其他跟踪技术，以存储本网站用户

提供的信息。Cookies是由网络服务器发送至用户浏览器的信息片段。Cookies可能包括

如用户偏好、在网站上花费的时间和访问的页面等信息。我们使用这些信息来识别您，

并定制和改善您在本网站上的体验。您可以通过大多数浏览器自带的功能来管理您设备

上的Cookies设置。例如，您可以将浏览器设置为在收到Cookies时通知您，或者您可以

选择用浏览器阻止Cookies，但请注意，不接受Cookies可能会限制您使用本网站的某些

功能。此外，请注意，目前本网站对您发出的“不跟踪”指令无法回应。 

我们从第三方收集的您的信息。 



我们可能会从第三方平台和我们的服务提供商获得关于您使用和访问本网站的个人信息，如

您的系统所在国家/地区、设备的品牌和型号、正在浏览的记录、浏览历史，包括您为访问我

们的网站而访问的其他服务、搜索记录和点击记录。例如，我们可能使用Google Analytics（谷

歌分析）和Google Analytics（谷歌分析）的受众特征和兴趣报告来收集有关您在本网站上的

行为和受众特征，并开发网站内容。这种分析数据不与您的任何个人信息相关联。如果您想

了 解 关 于 Google Analytics （ 谷 歌 分 析 ）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partners/。就您使用本网站所产生的数据，您可以通过访问

http://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选择不接受谷歌的收集和处理。 

2.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信息 

我们可能在以下方面使用您的信息： 

基于我们提供本网站的合法利益，我们可能将您的信息用于以下目的： 

� 查阅您的意见或问题，并向您提供适当的服务； 

� 执行我们的条款和政策； 

� 处理和回复您的请求、问询、申请、投诉和反馈； 

� 提供支持并回应您的请求、反馈和问询； 

� 监测、操作、维护和管理本网站； 

� 处理和解决本网站的技术问题和故障； 

� 确保本网站有效和高效地运行； 

� 发现、防止或以其他方式解决安全、欺诈或技术问题； 

� 改进和提高本网站和相关服务的功能和性能； 

� 妥善管理和经营我们与您的关系； 

� 管理我们的业务；以及 

� 保护、执行或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利益（包括我们对于违反我们的条款和条件的情况所享

有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可能出于履行我们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的目的使用您的信息。在我们取得您的同意，或法

律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根据我们向您披露的其他目的来处理您的信息。 

3. 我们如何共享您的信息 

我们可能与以下第三方共享您的信息： 

服务提供商。我们可能与为我们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分享您的信息， 

� 用以运营和维护本网站，如网站托管服务提供商、开发服务提供商、云服务提供商；



以及 

� 用以优化和改进本网站，如分析服务提供商跟踪用户使用数据。 

我们的关联方。我们为提供本网站，可能会出于包括防止非法使用和支持用户在内的目的，

与我们集团的任何成员、子公司或关联方分享您的信息。 

执法机构和主管部门。我们可能会根据法院命令、传票、合法的诉讼准备程序的要求、监

管要求，或在法律允许或要求提供信息的情况，包括我们合理认为有必要或适宜对非法活

动、涉嫌欺诈或对任何人的人身安全的潜在威胁进行调查、预防或采取行动的情况，而向

主管部门、法院、第三方和其他机构分享您的信息。 

出售或兼并。我们可能向符合以下情形的任何第三方披露您的信息： 

� 收购或有意收购我们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份的第三方； 

� 被我们全部或部分收购的第三方。 

� 与我们合并的第三方；或  

� 承继我们的全部或部分业务的第三方， 

在上述每一种情形下，如未经我们授权，该第三方有法律义务不得披露和使用您的信息。 

4. 跨境传输 

我们通过世界各地的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我们所收集的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传输到您

访问本网站时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以外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被存储、处理或以其他方式访

问。我们将采取措施，确保按照本隐私政策对您的信息进行此类传输、存储和处理的安全

性。在适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我们还将就您的个人信息的跨境传输单独征得您的同意。 

5. 我们如何保护您的信息 

我们根据本隐私政策实施安全措施，并设有实体的、电子的和管理上的流程，以保护和保

障我们所处理的您的信息。但是，在互联网上传输数据不存在绝对安全，我们不能确保您

的信息的绝对安全。所有向我们传输您的信息的行为应由您自行承担风险。 

6. 我们将您的信息保留多长时间 

我们会在您的信息对于我们提供本网站、服务以及经营业务所需的期限内，或在为实现收

集这些信息的目的所需的期限内，保留您的信息。 

在我们有其他合法目的时，我们也可能保留您的信息；例如，在我们受到法律、合同或类

似义务的约束而需要保留个人信息的情况（如，强制性的关于数据保留的法律、保留与调

查案件相关数据的政府命令），或者我们可能需要为未决的或即将发生的诉讼或争议保留

您的信息。 

7. 您享有的权利 



我们尊重并高度重视与您的个人信息有关的权利，包括： 

数据访问权。您有权要求我们确认我们是否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并要求我们提供您的个人信

息的副本。 

更正权。如果我们所收集的您的任何个人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您可以要求我们更正或更新

这些信息。 

删除权。在特定情况下，您可以要求我们删除您的全部或部分个人信息。 

撤回同意。如果我们对您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基于您的同意，您有权在任何时候撤回您的同意。

但是，如果您的同意被撤回，您可能无法使用本网站的一些功能和我们的服务。 

您可以根据本隐私政策第 11节（联系我们）联系我们，以行使您的任何权利。为了保护您

的隐私，在我们处理您的请求前，我们可能要求您提供额外的信息以证明您的身份。 

8. 儿童信息 

本网站不面向13岁以下或相关司法管辖区同等最低年龄的儿童。我们不会有意收集任何低于

该年龄段的人的个人身份信息。 

9. 变更 

我们保留不时自行决定修订本隐私政策的权利。我们将通过本网站发布的通知告知您本隐私

政策的任何重大变更，该等变更仅适用于修订后的隐私政策生效后收集的信息。对本隐私政

策的任何修订将在发布后立即生效。我们鼓励您定期查阅本隐私政策，以了解本隐私政策的

变更情况以及我们如何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10. 第三方链接 

本隐私政策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网站或平台，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请注意，本网站可能包括

其他网站、平台或产品的链接，这些网站、平台或产品的隐私政策和实际操作与我们的不同。

这些链接只是为您提供便利和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我们与第三方网站构成关联关系或赞助关

系，亦不代表我们对第三方网站上信息的认可。如果您向任何这些第三方提供您的信息或与

这些第三方网站互动，我们对您的信息被其收集和处理不承担责任。 

11.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政策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Corporate_Communications@wuxiapptec.com 与我

们联系。 

12. 适用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款 

如果您位于以下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除了本隐私政策规定的其他条款外，该等适用于特定

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款将适用于您的信息的处理。如果适用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款与

本隐私政策的其他条款有任何冲突，以相关适用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款为准。 

欧盟经济区及英国（EEA/UK） 



如果您位于欧洲经济区（"EEA"）或英国（"UK"），本小节适用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

款将适用于对您个人信息的处理。 

我们，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五号

桥，就本网站和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而言，是您个人信息的控制者。 

我们在欧盟的代表是 Crelux GmbH，联系方式为+49 (0) 89700760200。我们在英国的代表是

Oxford Genetics Limited，联系方式为+44 (0) 1865415107。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信息 

下表罗列了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以及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我们处理您的个人

信息所适用的合法依据。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我们的合法依据 

查阅您的意见或问题，并为您提供适当的服

务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查阅和回应您，并向您提供适当的

服务。 

执行我们的条款和政策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执行我们的条款和政策以保护本

网站，以及有效地管理和保障我们的业务。 

处理和回复您的请求、问询、申请、投诉和

反馈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在您与我们联系时，查阅和回应您

的请求、问询、申请、投诉和反馈。 

提供支持并回应您的请求、反馈和问询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支持，并在您联系我们时

向您作出回应。 

监测、操作、维护和管理本网站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有效运作我们的网站。 

处理和解决本网站的技术问题和故障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有效地运营我们的网站并解决任

何技术问题。 

确保本网站有效和高效地运行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有效和高效地运营本网站。 

发现、防止或以其他方式解决安全、欺诈或

技术问题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保障本网站和我们业务的安全。 

改进和提高本网站和相关服务的功能和性

能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改进和开发本网站和相关服务。  

妥善管理和经营我们与您的关系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管理与您的关系。  



管理我们的业务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有效地管理我们的业务。 

保护、执行或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利益（包括

我们对于违反我们的条款和条件的情况所

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基于我们有合法权益采取以下行动的需要，

以便我们保护和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利益。  

满足我们的法定义务及责任  为了满足我们遵守适用于我们的法定义务

的需要。 

在取得您同意后，用于向您披露的其他目的 基于您的同意。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 为了满足我们遵守适用于我们的法定义务

的需要。 

您享有的权利 

除了本隐私政策第 7节（您享有的权利）中规定的权利外，您还拥有与您的个人信息有关的

以下权利： 

o 撤回同意。如果我们对您的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基于您的同意，您有权在任何时候撤回您

的同意。但是，如果您的同意被撤回，您可能无法使用本网站的一些功能和我们的服务。 

o 限制权。在特定情况下，您有权要求限制我们对您的个人信息的处理。 

o 可携带权。您有权以结构化的、常用的且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您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您

的个人信息，并且您有权将该个人信息传输给另一个实体。 

o 异议权。如果我们基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您有权提出异议。但是，如

果您提出异议的是我们基于强制性的合法依据而须继续处理的个人信息，或是基于我们

需形成、行使或抗辩法律主张的个人信息，我们可能会继续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o 直效营销。您有权要求我们停止为直接营销目的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o 自动化决策。在特定情况下，您有权要求我们不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这将

产生法律效力或对您产生类似的重大影响。 

您同时有权就您个人信息的处理向您司法管辖区当地的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您可以使用本隐私政策第 11节（联系我们）中的联系方式，或上述提供的欧盟经济区及英

国的联系方式与我们联系，以行使您的任何权利。 

跨境传输。以下内容将被增加到本隐私政策主文部分第 4节（跨境传输）： 

传输个人信息至欧洲经济区/英国以外地区 

如果您位于欧洲经济区或英国，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传输至欧洲经济区或英国以外的地区

（例如中国），并在该地区被储存、处理或以其他方式访问。我们将确保对您的个人信息的

跨境传输、存储和处理采取了适当措施及安全保障。我们还将在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要求的



范围内，就您的个人信息在欧洲经济区或英国之外的跨境传输获得您的单独同意。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如果您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居民，本小节适用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款将适用于

您个人信息的处理。本小节中使用的以下术语“个人信息”，以及 “出售/销售”，以及本隐

私政策中没有定义的术语，具有《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及其不

时的修订赋予这些术语的含义。 

加州隐私权。根据 CCPA，加州居民有权要求访问或删除我们在过去十二（12）个月内收集

的个人信息。您还可以要求我们披露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别，我们收集、出售或披露该信息

的目的，以及我们与之分享该信息的第三方的类别。 

不出售。您有权选择不出售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不出售，且在过去的十二（12）个月内也未

出售任何关于您的个人信息。 

无区别对待权。您不会因合理行使 CCPA 项下的任何权利而受到歧视。 

行使权利。如您行使您在 CCPA 项下的隐私权，请与我们联系，并通过本隐私政策第 11节

（联系我们）中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通过拨打（免费）+1 857-413-2800电话提交请求。为

了保护您的隐私，在我们处理您的请求前，我们可能要求您提供额外的信息以证明您的身份。

您可以以书面形式或通过授权书指定一个授权代理人代表您提出此类请求。我们可能要求该

代理人提供您的授权证明，并在我们接受代理人的此类请求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向您直接确

认。 

中国 

如果您位于中国大陆，本小节适用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特别条款将适用于对您个人信息的处

理。 

我们，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五号

桥，就本网站和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而言，是您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执法机构和主管部门 

在本隐私政策主文部分第 3 节（我们如何共享您的信息--执法机构和主管部门），应增加以

下声明： 

“本节项下对您信息的披露也将受到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的约束。” 

您享有的权利 

除了本隐私政策第 7节（您享有的权利）中规定的权利外，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您还

拥有与您的个人信息有关的以下权利： 

o 限制和拒绝处理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您有权限制或拒绝我们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处



理。 

o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您有权要求我们将我们所掌握的您的个人信息转移给您指定的另一

个个人信息处理者。我们将对您的要求进行审查，如果该要求符合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

法定要求，我们将适时向您提供该转移的途径。 

o 要求解释权。您有权要求我们解释我们对您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