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rint International Inc. 北京代表处和 Sprint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上海代表处 

诚信热线数据隐私政策 

 
1. T-Mobile 诚信热线是什么？ 

T-Mobile US, Inc.（注册地址为 12920 Se 38th St., Bellevue, WA 98006, USA）及其子公司（统称为

“T-Mobile”），包括 Sprint International Inc. 北京代表处（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

街 1 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1212 号，邮编 100004）和 Sprint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上海代表处（地

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168 号无限极大厦 26-27 楼 26051 办公室，邮编 200021）
（简称“SprintLink”）已实施《商业行为准则》（简称“准则”），反映了 T-Mobile 对合乎道德的商

业行为的承诺。 

T-Mobile 全体员工都应遵守《准则》中的标准，并有义务大胆发声和报告任何违反 T-Mobile 政策、

《准则》或任何法律或法规的行为。员工或相关第三方若认为存在违规行为或不当行为，可通过诚

信热线提出担忧，或请求行动指导。 

2. 谁负责处理这些数据？ 

SprintLink 负责处理与诚信热线有关的个人数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SprintLink 的数据保护专员：

privacy@t-mobile.com。 

3. 通过诚信热线可以报告哪些信息？ 

如果您认为存在违反《准则》的可疑行为，则应向您的直属上司或当地管理者报告这种行为。如果

您不方便向当地管理者报告，或者在报告后，您认为您的报告未得到充分处理，则可以通过诚信热

线，将与下方所列主题相关的问题报告给位于美国的母公司。 

您可以报告与以下实际或疑似违规行为相关的问题（简称“范围内问题”）： 

(1) 对会计及财务记录或报告进行有目的、不道德或可疑的记录， 
(2) 向销售商、供应商、经销商、其他第三方或政府官员提供或接受礼物或款项，以期错误地施加

影响， 
(3) 违反或未能遵守规则、法规或法律， 
(4) 员工或其他人的行为导致员工对 T-Mobile 的忠诚度或维护公司最佳利益的能力受到损害， 
(5) 未经授权访问、披露、滥用客户的敏感信息（包括客户的个人信息）， 
(6) 剥夺基于个人受保护阶层的正常特权或权利， 
(7) 未经授权访问、披露、滥用员工的敏感信息（包括员工的个人信息）， 
(8) 任何涉及不当储存、处理或处置危险或废弃材料，或未能遵守公司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情况， 
(9) 为牟求不公平或非法利得而蓄意行骗， 
(10) 基于个人受保护阶层的不受欢迎的恐吓、敌对或辱骂行为， 
(11) 未能遵守政策、法律或法规，对 T-Mobile 的员工、业务合作伙伴、经销商或客户的健康或安全

造成负面影响， 
(12) 因个人反对非法雇用做法，或指控、作证、协助或参与调查而遭受的任何形式的报复， 
(13) 影响员工、经销商、业务合作伙伴或客户的安全的行动或情况， 
(14) 任何令人反感和冒犯性的性挑逗或性侵犯言论或行为， 
(15) 未经授权访问、披露或滥用 T-Mobile 的机密或专有商业信息， 



(16) 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夺走现金、商品或其他财产的事件， 
(17) 员工行为可能导致对 T-Mobile 造成名誉损害；以及 
(18) 因员工渎职或过失导致公司资产破坏、损失或浪费的情况。 

对于上述问题以外的问题，应直接向直属上司或当地管理者提出，而不应通过诚信热线报告。 
 

4. 如何通过诚信热线报告问题？ 

您可以通过 T-Mobile 诚信热线报告任何范围内问题：https://www.t-mobile.com/responsibility/legal/integrity-
line。诚信热线由第三方公司 Convercent, Inc.（地址：3858 Walnut Street, Suite #255 Denver, CO 80205, USA，

简称“Convercent”）管理。 
 
SprintLink 明确建议您在提供报告时严格匿名，不要暴露身份信息。您无需披露您的身份信息或与您

相关的任何其他个人数据。匿名提交报告不会对您产生负面影响。SprintLink 不会惩罚、歧视或报复

任何出于善意匿名提交报告的员工。若在提交报告时需要您表明身份，则属于例外情况，而非规定

行为。 
 

5. 诚信热线报告可能会处理哪些个人数据？ 

可能会处理以下类别的个人数据： 

• 报告人的身份信息、职能和联系方式（例如姓名、验证凭据、身份证号码、职位、公

司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前提是须获得报告人的明确同意。因此，只有

报告人在提交报告时自愿选择披露其身份信息（例外情况），才会处理与其相关的任

何个人数据； 
• 报告对象的身份信息、职能和联系方式； 
• 处理所报告事实时涉及的人员的身份信息、职能和联系方式； 
• (i) 所报告事实，(ii) 就所报告事实及其后的调查所收集和审查的通信及其他资料，以

及 (iii) 调查报告中所载个人数据；以及 
• 与所调查事实的结果和后果相关的信息所载的个人数据。 

您作为报告人按本文所述程序提供个人数据属自愿行为。未能提供与所报告事实相关的个人数据可

能会导致 SprintLink 延迟或无法处理您所提交的报告。在任何情况下，提供您的身份信息均属自愿

行为，不提供身份信息并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6. 处理数据的目的是什么？ 

处理通过诚信热线提交的报告及其调查过程中所载的个人数据，对于贯彻《准则》，确保企业遵守

适用法律，在商业实践中保持诚信和道德，都至关重要。它使调查所报告行为成为可能，并基于该

调查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如本文所述。 
 

7. 谁可以使用诚信热线？ 

个人（包括 T-Mobile 及其子公司的员工、T-Mobile 董事会成员）、业务合作伙伴（包括代理商、承

包商、销售商和供应商）以及其他第三方可以根据上述第 3 节提交报告。 

https://www.t-mobile.com/responsibility/legal/integrity-line
https://www.t-mobile.com/responsibility/legal/integrity-line


8. 报告的信息是否保密？ 

在提交报告时，如果您选择（匿名报告规则的例外情况）披露您的身份信息，我们将按如下方式对

您的身份信息进行处理： 

我们会尽可能将善意报告者的身份信息保密。只有必须了解的人才会收集和处理报告信息。这些人

应承担特定的保密责任。 

原则上，不会向第三方披露善意报告者的身份信息。但是，此原则也有以下例外情况： 

• 为正确处理报告及/或进行进一步调查及/或因应调查而采取措施，共享有关人士的身份信息

是合理且必要的； 

• 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相关人士的身份信息（可能包括监管机构要求了解其身份信息，前提是我

们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守该要求）。 

9. 个人数据是否会被传输到第三方和国外？ 

T-Mobile US, Inc. 和 Convercent 均位于美国。这意味着您向我们提供的个人数据可能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简称“PRC”）境外存储和处理。 

10. 您的报告会得到怎样的处理？ 

与范围内问题相关的具体报告将传送至 T-Mobile 合规与道德部门，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调查。

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根据报告的主题与顾问、取证或审计公司分享报告。 

超出范围的报告将遭到拒绝和删除，报告者将被告知需在当地重新提交问题，因为诚信热线无法处

理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报告一经核实，在需要纠正和/或处罚已核实的不当行为的范围内，必要时将根

据已核实报告的严重性和性质通知当事员工的直线经理。 

不会发生自动决策的情况。 

11. 告知作为报告对象的员工 

根据适用法律，在记录报告后，将尽快告知相关员工他们已经成为报告对象。但如果出于调查或其

他取证目的，可以推迟告知时间。 

12. 滥用报告的后果是什么？ 

滥用报告（包括恶意报告）可能导致纪律处分甚至终止雇用关系，以及根据适用的劳工法和任何其

他适用的规则或法规实施司法制裁。 

13. 信息保留 

因报告而收集的任何信息将只在必要时和根据适用法律规定出于收集目的而保留，详情如下。 

如发现与报告有关的个人资料不属实，将立即删除。与报告有关的个人数据通常会在调查结束后的 
2 个月内及时删除或匿名处理，除非采取上述纪律处分或提起法律诉讼，在此情况下，数据将保留至

诉讼最终结束。 



14. 与个人数据相关的权利 

个人（例如报告者或报告对象）就本政策所述的个人数据享有多项权利。这些权利综述如下。请注

意，行使这些权利须受适用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的某些要求和条件的约

束。这些权利也可能受到当地数据保护法的限制。 

个人也有权向数据保护监督机构提出申诉。 

如果您希望行使这些权利，请联系 privacy@t-mobile.com。 

(i) 撤回权 

如果个人（特别是报告者）已声明同意任何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可在将来随时撤回同意。这种撤回

不会影响同意撤回之前所做处理的合法性。 

(ii) 访问权 

个人有权向 SprintLink 确认他们的个人数据是否已处理，如果已处理，则有权要求访问该等个人数

据，包括已处理的个人数据类别、处理目的以及接收者或接收者类别。个人有权获得正在处理的个

人数据的副本。 

由于可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因此这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其他人的利益可能会限制访问权利。

例如，若访问会披露依照法律或其性质必须保密的信息，特别是由于第三方压倒性的合法权益，则

访问权就不适用。 

(iii) 更正权  

个人有权要求我们更正与之有关的不准确的个人数据。视处理目的而定，个人有权补充不完整的个

人数据，包括通过提供补充声明来完成。 

(iv) 删除权（被遗忘权） 

在适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个人有权要求删除与其有关的个人数据。 

(v) 处理限制权 

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要求我们限制对您个人数据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相应数据将会被标记，

我们只会出于某些目的对其进行处理。 

(vi) 数据可携权 

个人有权接收他们以结构化、常用和机器可读格式提供的有关他们的个人数据，也有权将这些数据

传送给其他实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i) 反对权  

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有权以其特殊情况为由，随时反对我们处理其个人数据，并要求我们不再处理

其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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