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out, Inc.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
隐私声明——中国

生效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
原发日期：2016 年 10 月 24 日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隐私权声明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隐私权声明
Lookout, Inc.（“Lookout”、“我方”或“我方的”）坚信您的隐私与安全同等重要，因此，对于为保护您的设备
及您雇主的安全而收集到的数据，我方希望您完全知情。Lookout
会向您提供本“企业隐私权声明”（“声
明”），以说明我方对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服务”）的信息处理方式。本声明适用于您在移动设备上
安装和激活我方服务时，我方从您那里收集到的或与您相关的数据。下载并激活此服务，即表示您承认本
声明中所述的数据收集、使用、披露和存储方式。Lookout 从您那收集到的任何信息（Lookout 在您使用此
服务的过程中收集的信息除外）均受另一份隐私权声明约束。
如您的任职机构 (1) 要求全部或部分员工安装该等服务或 (2) 要求全部或部分员工安装含该等服务的移动设
备管理套件，您可能已按指示下载并安装过该等服务。请理解，除非本声明另有明确规定，否则本声明仅
适用于有关此服务的信息处理方式。如您对您的雇主（“雇主”）或移动设备管理提供商（“MDM 提供商”）
的数据收集、使用、披露和安全处理方式有疑问或要求，或对我方代表您雇主收集的数据有疑问或要求，
您应向当事方提出这些疑问或要求。
Lookout 有权随时更改本声明，以反映法律、数据收集方式及使用方式、服务功能或技术进步方面发生的变
更。如我方对本声明作重大变更，我方将尽力通知您。如您对本声明中的信息有所异议，则请停止使用此
服务。
我方已在本声明中加入相应的详细说明，以解答有关此服务的常见问题。本声明包含以下问题的答案：
1.

What is the Lookout for Work application?

2.
3.

What data does Lookout collect from your mobile device?
Does Lookout read or review my emails or see my photos?

4.

Does Lookout collect any other data about me outside of my mobile device?

5.

When does Lookout collect data from my mobile device?

6.

How does Lookout us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my mobile device?

7.

Does Lookout share my data with anyone else?

8.
9.

What information can my Employer NOT see?
Do you use my data for marketing purposes?

10. How does Lookout protect my data and for how long is it retained?
11. Where does Lookout transfer and store my data?
12. What are my data rights and choices?
13. How can I contact you with more questions?

1.

何为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是一种移动安全解决方案，可保护移动设备和企业，使其免受威胁并避免违反公
司政策。Lookout 会利用由逾 1 亿个传感器组成的全球传感器网络，通过使用机器智能识别无法通过人工分
析得出的复杂风险模式，以做出安全预测。当检测到威胁时，Lookout 会为员工和管理员提供补救措施（例
如，卸载应用程序、调用条件式访问权限）。
2.

Lookout 会从用户的移动设备中收集哪些数据？

为保护您的移动设备和雇主，使其免受威胁，Lookout 会从您的设备中收集特定类别的数据。此类数据可能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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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数据，包括可在您的设备上分析产品性能的 Mixpanel 和 Firebase Crashlytics（来自 Google）等
第三方工具所产生的数据；

●

应用程序数据，包括您移动设备上安装的所有应用程序的元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应用程序的名称和
版本），在某些情况下，我方还会收集该应用程序的副本；

●

配置数据，例如您的设备是否配置为具有 root 访问权限或是否已删除设备的硬件限制；

●

设备数据，包括设备以及您移动设备上的 MDM 标识符；

●

固件/操作系统数据，包括您移动设备的制造商和设备型号、您移动设备的某些技术设置（包括您
移动设备的显示器尺寸和固件版本）以及您移动设备上的操作系统类型和版本；

●

识别数据，例如，除非您的雇主使用我方服务中的隐私控制功能，否则我方会随机收集您的电子邮
件地址；

●

网络数据，包括您移动设备所连接网络的元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网络
SSID
MAC/BSSID 地址）以及 IP 地址（可指示您所在国家/地区以及地理位置）；

●

Web 内容数据，包括恶意内容的 URL 和域，以及需进一步分析的内容。

或网络设备的唯一

请注意，我方提供服务前需获取特定类型的信息。如您没有向我方提供此类信息，或要求我方删除此类信
息，请勿再访问该等服务。
3.

Lookout 是否会阅读或查看本人的电子邮件或查看本人照片？

不会。Lookout 仅收集您设备上应用程序的相关元数据或应用程序本身的元数据。Lookout 不会收集您输入
到应用程序中的用户数据。鉴于 Lookout 不会收集您输入到移动设备应用程序中的任何用户数据，Lookout
不会收集、阅读、查看或扫描您的电子邮件或短信。Lookout 不会收集您的照片或视频，但可能在本地设备
上扫描此类文件，保护您不受照片或视频文件中隐藏的某些威胁侵害。
4.

Lookout 是否会在移动设备之外收集有关本人的其他任何数据？

您的雇主为启用该等服务，会向 Lookout 提供您的电子邮箱地址。如在该等服务中组合提供 MDM 解决方
案，启动隐私权控制功能，即使 Lookout 可通过 MDM 访问您的电子邮箱地址，Lookout 亦不会收集您的电
子邮箱地址。
如您将该等服务安装到 MDM 提供商产品中，我方亦可从 MDM 提供商处收集或访问包含您电子邮箱地址的
信息。请与适当的 MDM 提供商联系，了解该提供商的隐私处理方式。
如您直接联系我方，向我方提供您的其他信息，并自愿披露此类信息，Lookout 亦可收集此类信息。
5.

Lookout 何时收集本人移动设备上的数据？

在您下载、安装并激活该等服务后，Lookout 将立即开始收集您设备上的数据，确保其不受威胁且符合公司
政策要求。鉴于您在移动设备上安装或访问应用程序，我方将扫描该等应用程序，查找潜在的安全威胁。
6.

Lookout 如何使用从本人移动设备上收集的数据？

我方会将收集到的数据用于各种商业用途。举例来说，我方可使用从您移动设备上收集的数据检测您和/或
您雇主是否受到任何威胁，以改进我方服务以及我方的其他产品。我方还可将从您移动设备上收集的数据
与从第三方处收集的数据结合起来，改进我方服务。该数据属于假名数据。如我方的分析结果可公开分
享，我方将汇总该等分析结果并对其作假名化处理，保护您以及您雇主的隐私。我方使用您信息的方式将
取决于下述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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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分析数据该数据系直接使用第 2 节中描述的第三方工具收集，Lookout 可使用该数据分析服务的使
用情况。
应用程序数据。我方在使用该数据提供服务之前，会扫描应用程序文件来确定是否有恶意应用程
序。在分析您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时，如遇到以前尚未分析过的应用程序，我方会下载该应用程
序的部分或全部副本，以便分析和确定其是否有风险，这具体取决于您雇主配置该等服务的方式。
如第 3 节所述，我方在下载应用程序副本时，没有收集您输入到应用程序中的任何用户数据。
配置数据。我方会分析您设备的配置数据，确定您的设备是否已被修改、破坏或配置是否安全，例
如受感染、被刷机或破解或未设置密码。
设备数据。我方使用设备或 MDM 标识符，协助您匹配您的设备与第三方系统中的设备（例如移动
设备管理解决方案），我方将借助该系统报告您的设备是否遇到了任何威胁。
固件/OS 数据。Lookout 使用该信息识别被攻破的固件和操作系统，并在设备有安全更新时通知
您。
识别数据。当我方通知您的雇主，您遇到威胁时，我方可能会选择收集您的工作邮箱地址，协助提
供背景信息。未经许可，我方绝不会向您发送电子邮件。
网络数据。攻击者可能会使用 Wi-Fi 等互联网连接来窃取数据，即中间人攻击 (MitM)。我方可使用
SSID 协助识别此类 MitM 攻击。Lookout 可能还会使用您的 IP 地址来粗略估计您所在国家和地区，但
Lookout 不会读取、存储或传输用户的实际设备位置 (GPS) 数据。我方会对数据作假名化处理并汇总
该信息，按区域显示应用程序的普及程度，并执行移动威胁分析。为保护数据隐私，该信息将保留
为假名信息。
Web 内容数据。Lookout 会使用 VPN 接口分析设备上的流量是否受到威胁，阻止访问恶意网站或网
络钓鱼网站，VPN 接口是我方安全浏览功能的一部分。我方不会将您的流量内容和历史记录共享给
您的雇主，只有当您受到威胁时我方才会通知您的雇主。

本声明中，使用您信息的法律依据将取决于您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以及雇主的用例，包括：(a) 为履行我们双
方在任何合同项下的义务而有必要使用您的个人信息（例如，为确保您的雇主履行其雇佣合同，或确保
Lookout 遵守您在下载和使用我方应用程序后接受的服务条款）；或 (b) 履行合同并非一定要使用您的信
息，但出于我方的合法权益或雇主或其他方的合法权益考虑，有必要使用您的信息（例如，为确保服务的
安全、运营该等服务、确保我方和您雇主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工作环境安全、支付和收取相关款项、
防止欺诈以及了解我方服务的客户）；以及遵守法律要求，例如提出适当数据安全要求的法律。
7.

Lookout 是否与其他人共享本人的数据？

作为一种企业产品，Lookout for Work 会与您的雇主或经其授权，有权查看此类数据的任何人共享特定数
据。雇主或其授权人员有权通过服务仪表板，访问有关您移动设备的安全信息。您的雇主会看到您的设备
属性，例如设备型号和运营商。您的雇主会看到我方确定为恶意的应用程序，以及违反您雇主的适用公司
政策的应用程序。请联系您的雇主，了解违反适用公司政策会给您造成的影响。
如您通过 MDM 提供商安装并激活我方服务中的一项产品，我方可能会与该 MDM 提供商共享您移动设备的
安全状态和激活状态。
我方可能会与我方公司群中的其他成员以及经我方聘用，代表我方执行业务相关职能的服务提供商或合作
伙伴等第三方共享您的任何数据。上述服务提供商可包括提供以下服务者：(a)
提供客户、技术或运营支
持；(b) 履行订单以及满足用户或雇主的要求；(c) 托管我方服务；(d) 维护数据库；(e) 分析数据，改进和增
强产品；以及 (f) 以其他方式支持或营销我方服务或任何其他 Lookout 产品。我方可能会披露您的有关数
据，回应收到的任何传票、法院命令或其他法律程序，或确立或行使我方的合法权利，或抗辩法定求偿
权。如我方收到地方、州、联邦或外国执法机构的信息申请，我方将尽力将该等申请传输给您的雇主，由
其作相应处理，但我方保留在认为有关申请合法适当的情况下，直接回复并提供申请信息的权利。如我方
以诚信的态度认为，为调查、防范可能的非法活动、涉嫌欺诈行为、可能威胁人身安全的情况、违反本声
明、许可协议或最终用户服务协议的情况，就此采取应对措施，和/或保护 Lookout、我方员工、用户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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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权利和财产，可适当披露您的信息，则我方可作此披露。这可能涉及与执法机构、政府机构、法院和/
或其他组织共享您的信息。
我方可能会在任何合并、重组、出售我方部分或全部资产或另一家公司融资或收购我方全部或部分业务
时，共享您的任何相关数据。
8.

哪些信息是本人雇主看不到的？

Lookout
仅会将可确保您的设备不受威胁并符合公司安全策略的必要信息共享给您的雇主。举例来说，
Lookout 不会让您的雇主查看您的电子邮件内容、浏览历史记录、联系人、日历、短信、已安装的非恶意应
用程序，亦不会允许其跟踪您的位置。
9.

您是否会将本人的数据用于营销目的？

我方不会使用从您的移动设备上自动收集的数据来向您销售产品，亦不会出于营销目的与第三方共享该数
据。我方可能会汇总从您的设备上收集的信息供研究用，并就移动设备的安全性及其面临的威胁发表见
解。在该等情况下，应对研究中的汇总信息作假名化处理。
10. Lookout 如何保护本人数据以及会将其保留多长时间？
我方已采取合理的管理、技术和实体安全措施，可防范未经授权访问、破坏或更改您的信息。该等保护措
施旨在应对我方收集、处理和存储的信息的敏感度，满足当前技术水平的要求。
尽管我方采取了适当措施，防止未经授权披露信息，但由于互联网传输方法或电子存储方法并非 100% 安
全，我方无法向您保证，我方一定会以符合本声明要求的方式披露我方收集到的信息。
我方的政策是，仅在向您和他人提供服务所需的合理范围内或根据其他法律合规要求保留个人数据。如您
的帐户属于不活动帐户或我方服务条款另有规定，我方可能会在 60 日后删除您的数据。但为备份和业务连
续性目的而制作的副本中还会保留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 256 位静态加密来保护数据。
11. Lookout 在哪里传输和存储本人数据？
Lookout 总部位于旧金山，其服务器位于美国。美国境外用户（包括中国）的个人数据会被传输到美国。如
您在中国使用该等服务，您的信息将被传输并存储到我方服务器所在地及数据库运营地美国，亦将在美国
进行处理。我方还可能会将您的信息传输到 Lookout 或我方关联方、子公司和服务提供商运营所在的其他国
家/地区。
如您对 Lookout 的隐私处理方式有任何疑问或投诉，包括隐私护盾相关问题，您可通过“如有任何疑问或疑
虑，请联系我方”中载明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邮寄地址，联系我方。我方将与您一起解决问题。
12. 本人有哪些数据权利和选择？
如您是中国居民，您有权注销您的帐户。如您想行使该权利，请联系您的雇主，如您的雇主向我方发出指
示，我方将删除您的帐户。如您联系我方，我方会将您的申请发送给您的雇主并按其指示行事。您亦可从
设备中删除 Lookout for Work 应用程序，但您仍应联系雇主注销您的帐户。
13. 本人如有其他问题，该如何联系贵方？
如您有其他问题，我方建议您联系您的雇主。您亦可直接将问题发送给我方的数据保护官，邮箱：
privacy@lookout.com 或寄信给 Lookout, Inc.，收件人：Michael Musi,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28 State Street,
19th Floor, Boston, MA 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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