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CHAMPIONSHIP 隐私政策
Group One Holding Pte. Ltd（ONE CHAMPIONSHIP)致力于保护并尊重您的个人数据的隐私。
定义:
“帐户”指当 ONE CHAMPIONSHIP 网站的用户或访客注册并向 ONE CHAMPIONSHIP 提供必要个人信
息时产生的独特的记录。
“合约”指的是您根据《条款与条例》在 One Championship 平台上为商品下单，随后 One Championship
根据《One Championship 客户条款与条例》中的第 11 条描述的过程接受订单的行为。
“顾客”指的是任何在 One Championship 网站上下单并被接受的个人。
“订单”指的是您在网站上提交的用来在我们的网站上购买商品的订单。
“个人信息”指的是能够明确个体身份的信息或由持有该信息的实体合理并直接确定的信息，或与其他信
息一起能够直接并一定确定个体身份的信息。
“处理”指的是收集、记录、组织、存储、更新或修改、恢复、咨询、合并、使用、屏蔽、擦除或摧毁数据。
“商品”指的是网站上可供销售的商品。
“服务”指的是 ONE CHAMPIONSHIP 通过网站提供的服务。
“用户”指的是帐户的所有者，不管其是否为顾客。
“访客”指的是任何在没有创建或登录账户的情况下访问 ONE CHAMPIONSHIP 网站的个人。
“网站”指由／为
https://shop.onefc.com。

ONE CHAMPIONSHIP 所 拥 有 、 发 展 和 运 营 的 网 站 ， 其 地 址 为 ：

政策声明：
此隐私声明公布了 ONE CHAMPIONSHIP 的隐私惯例（“隐私政策”），并仅适用于 ONE CHAMPIONSHIP 网站
上的个人信息处理。本隐私政策描述了 ONE CHAMPIONSHIP 如何处理和保护您在使用 ONE CHAMPIONSHIP
网站时提供的个人信息，并旨在向 ONE CHAMPIONSHIP 网站的访客提供关于收集的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存储、
使用和处理方式的清晰解释。ONE CHAMPIONSHIP 重视用户的隐私。在使用 ONE CHAMPIONSHIP 网站之前，
我们建议您阅读本隐私政策。
收集的信息:
当您通过 ONE CHAMPIONSHIP 帐户注册或通过网站下单时，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可能包括如下：






姓名
电话号码
邮箱地址
配送／账单地址
付款信息（受到加密技术保护）

处理的目的:
ONE CHAMPIONSHIP 只在对我们必要并且与我们的合约及操作相关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从而为您提供最好的
体验和服务。ONE CHAMPIONSHIP 承诺只为以下提到的目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


用于商品配送



用于更新向您提供的配送信息



用于客户支持



用于提供相关商品信息



用于订单处理



用于管理您的 ONE CHAMPIONSHIP 帐户



用于审核从 ONE CHAMPIONSHIP 网站上下载数据



用于改善／修改／定制网站的排版布局和／或设计，从而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用于识别我们的用户和游客，并且对我们的用户人口数据进行调查



如果您同意您对于接收此信息无异议——根据您的兴趣和使用情况向您发送我们认为您可能认为
有用或可能向我们索取的关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处理和公布个人信息的范围以及方法：
只要法律要求或与上述目的相关:


浏览 ONE CHAMPIONSHIP 网站将不需要您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您可以保持匿名状态，我们将无



ONE CHAMPIONSHIP 不会将从网上收集的您的个人信息向第三方出售、分享或交易，除非发送

法识别您的身份；除非您在 ONE CHAMPIONSHIP 上根据提到的流程注册和创建账号。
给我们第三方物流伙伴或第三方支付伙伴的相关信息对于处理您的订单、付款和配送有必要。这包
括但不 限于 名字 、银 行账 号／信 用卡 ／借 记卡 、运 输地址 和其 他与 订单 相关 的信息 。 ONE
CHAMPIONSHIP 的第三方物流伙伴和第三方支付伙伴处理的用户／客户的个人信息受适当外包或
分包协议的管理以确保被处理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防止不受许可的使用，并且遵
守关于数据隐私和保护的法律要求。


我们还会向您发送营销和／或促销材料，但您可以随时取消。



在线收集的个人信息可能会在我们的企业集团内部公开，但仅供内部使用并与上述目的一致，并
且可能在需要的情况下受到适当《数据共享协议》的管理。

个人信息的保留和处理:


我们存储与您的订单相关的信息，但是出于安全原因无法直接被我们检索。然而，您可以通过登录
到您在网站上的帐户来访问该信息和其他与帐户相关的／营销／促销信息。

用户／顾客的权利和承诺：


用户／顾客承诺对转发到网站的个人信息保密，并不透露给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客户接受并同意
ONE CHAMPIONSHIP 不对密码的滥用负责，除非此滥用由我们的行为导致。



用户／顾客有权拒绝同意处理或反对继续处理他或她的个人信息。由于这种对个人信息处理的拒绝
同意或反对，ONE CHAMPIONSHIP 可能无法完全提供服务。



用户／顾客有权利通过登录到您的帐户来查看、更新或删除已经提供给 ONE CHAMPIONSHIP 的
信息。



用户／顾客有权利延长、撤回或要求对 ONE CHAMPIONSHIP 处理的他／她的个人信息进行屏蔽、
移除或摧毁。



用户／顾客可能通过本合约內提供的联系信息行使上述权利。

ONE CHAMPIONSHIP 的承诺:
ONE CHAMPIONSHIP 将实施合理及适当的组织、物理和技术安全措施来保护用户／游客的个人信息。
ONE CHAMPIONSHIP 将确保实施和即将实施的安全措施能够保护个人信息的可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同时不受意外或非法的损坏、更改、揭露或任何非法的处理。

ONE CHAMPIONSHIP 将致力于确保从您收集的全部信息都被安全地存储。我们将按照以下方面保护您的
个人信息：



限制第三方访问您的个人信息，除非绝对必要；以及
不在为完成上述目的所需的任何时间段之外保留您的个人信息



所有与付款相关的数据都按照我们第三方支付伙伴的政策进行了加密。

我们的隐私政策遵守相关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并且代表了行业的最佳典范。
例外情况:

ONE CHAMPIONSHIP 致力于遵守相关个人数据保护法律。然而，在例外情况下，如果法律要求 ONE
CHAMPIONSHIP 公布个人信息，尤其是在对于阻止危害生命或健康至关重要，或出于其他实施法律的要
求的情况下，ONE CHAMPIONSHIP 会这样做。
电脑数据:
当使用网站时，ONE CHAMPIONSHIP 的服务器会自动记录您的浏览器发送的信息，例如但不限于 IP 地址、浏览器
类型、推荐网址或页面、网站内访问的页面、访问日期和时间或操作系统。此信息被收集用来帮助我们定制和／或改
进我们的网站和服务和我们提供的体验，将不会与任何其他个人信息一起使用。
ONE CHAMPIONSHIP 还可能使用谷歌分析的显示广告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再营销、谷歌显示网络
印象报告、双击活动管理器整合以及谷歌分析人口和兴趣报告。然而您可以使用谷歌广告设置
(https://www.google.com/settings/ads),来选择退出谷歌分析的显示广告并且定制谷歌显示网络广告。
此外，ONE CHAMPIONSHIP 可能选择使用谷歌分析再营销来进行在线广告；第三方卖家，包括谷歌，可
能会在网络上展示 ONE CHAMPIONSHIP 广告。ONE CHAMPIONSHIP 和第三方卖家——这其中可能包
括谷歌——同时使用第一方 cookie（例如谷歌分析 cookie）和第三方 cookie（例如双击 cookie），根
据游客对 ONE CHAMPIONSHIP 的历史访问来通知、优化和服务广告，并报告广告印象、对广告服务的其
他使用以及与这些广告印象和广告服务的互动如何与对 ONE CHAMPIONSHIP 的访问有关。
ONE CHAMPIONSHIP 可能会使用或安装 cookie 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服务和网站。 cookie 是位于您
的网站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上的文件，用于追踪我们网站上的活动，但不被用于运行程序或向您的电脑／移
动设备传播病毒。您可以通过修改您的浏览器设置来允许或拒绝 cookie。当您选择拒绝使用 cookie 时，
网站上的一些功能可能也会被禁用。
询问:
如果您有更多问题或疑虑，您可以通过 shop@support.onefc.com 联系我们。
确认:
通 过 同 意 本 隐 私 政 策 ， 您 同 意 ONE CHAMPIONSHIP 保 留 随 时 修 改 本 隐 私 政 策 的 权 利 。 ONE
CHAMPIONSHIP 将努力确保任何对此政策修改会被立即公布于网站上。
通过同意本隐私政策，您同意并接受您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都真实无误并且是最新的，若有任何更改，您
会通过访问您的 ONE CHAMPIONSHIP 账户告知我们。
您同样承认您已阅读本隐私政策，了解其内容并同意根据上述目的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接受本隐私政策即表示
您认可您的同意不排除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其他标准的存在，并不放弃该国相关隐私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下的
任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