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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新冠调查 

隐私声明 

 

1. 简介 

 

1.1 此隐私声明讲述苏格兰新冠调查（下称“调查”）将如何收集和处

理您的个人数据。 

 

2. 我们是谁？ 

  

2.1 该调查是苏格兰政府根据 2005 年《调查法案》设立的法定公开

调查，旨在审查新冠疫情的战略应对。调查的职权范围列于“职权

范围”中，可访问：职权范围 

 

2.2 调查在信息专员办公室注册为控制方（注册号 ZB298759），并

负责遵守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 2018 年《数据保护法

案》。 

 

2.3 调查致力于根据所有适用的数据保护法规处理任何可识别您身份的

个人数据。调查已指定一名数据保护官 ('DPO')，您可通过以下地

址就调查的数据管理实践和与本声明有关的任何问题联系该保护官： 

Kieran.Watson@covid19inquiry.scot 

Kieran Watson 

http://www.covid19inquiry.scot/terms-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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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新冠调查 

GD Bridge Victoria Quay 

Leith Docks 

Edinburgh 

EH6 6QQ 

 

3. 调查将收集您的哪些个人数据？ 

 

3.1 为履行调查新冠疫情战略应对的职能，我们需要收集信息。调查将

会请求、接收和处理个人数据，以确保其能够履行其职权范围。这

些信息可能包括姓名、出生日期、邮政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其他

联系详情，参与者、亲历者或潜在亲历者提供的陈述、通信副本、

录音和视频片段。调查亦会处理某些特殊类别的个人数据，例如医

疗记录。 

 
3.2 当您联系调查委员会时，或如果委员会联系您，我们将处理并存储

您的姓名、联系详情、您与调查主题的关系、您以任何形式发送给

我们的所有信函，以及您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

调查可能会在电话和听证会等过程中处理有关您的录音和视频片段。 

 

4. 调查如何获取个人数据？ 

 

4.1 调查将透过不同途径，向能够协助调查的个人及机构请求和接收个

人数据。包括： 

 

4.1.1 向调查委员会出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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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协助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个人或组织，可自愿向调查委员会

提供信息。此外，调查可根据 2007 年《苏格兰调查规则》第 8 
条提出书面请求，以获取信息。2005 年《调查法案》第 21 节赋

予主席要求个人或组织提供与调查职能有关的证据或文件的权力。

所提供的任何信息，包括来自组织的信息，可能包含个人数据，包

括关于第三方的个人数据。 

 

4.1.2 您联系我们时 

当您通过社交媒体或我们网站上的任何电子形式向调查委员会发送

电子邮件或写信时，我们将存储并处理您的通信记录和联系详情，

以及您共享的任何其他信息。如果您通过电话联系调查委员会，我

们将存储并处理您的姓名、联系详情以及谈话细节，包括通话录音。 

 

4.1.3 听证会上 

调查委员会将在调查过程中举行若干公开听证会。调查将在这些听

证会上听取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涉及亲历者和核心参与者的口头或

书面证据中的个人数据。 

 

4.1.4 如果您在调查委员会工作或申请在此工作 

调查将存储和处理个人数据，以使其能够合法有效地管理与其团队

成员的关系。这包括处理个人数据，以便调查能够： 

 
• 管理与调查员工有关的合同； 

• 建立调查员工的组织架构； 

• 为招聘和留存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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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更完善的财务建模和规划。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则可在调查网站上查阅调查的信息接收和处理

协议。 

 

4.1.5 当您访问调查网站时 

4.1.5.1 收集信息是为了衡量您访问网站时的使用情况。 

 

4.1.5.2 调查网站使用 Cookie，即放置在您设备上的小文本文件，以

帮助网站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调查网站可能出于以下两个目的使

用 Cookie： 

 

• 允许用户更改屏幕对比度和字体大小以方便使用；以及 

• 向 Google Analytics 和 Google Maps 提供匿名跟踪数据，

以便调查能够调整和改进网站。 

4.1.5.3 Google Analytics 捕获访客的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以捕

获访客的地理位置，保护服务并提供安全性。Google Maps 使用

匿名 Cookie 来确定网站的唯一用户数量。 

 

4.1.5.4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 Cookie 的信息，包括如何查看已设置的 

Cookie 以及如何管理和删除它们，请访问：信息专员办公室网站。 

 

5. 调查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1 调查必须在法律上有理由处理有关您的任何个人数据。以下处理个

人数据的法律依据可能与调查的工作有关： 

https://ico.org.uk/your-data-matters/online/cookies/
https://ico.org.uk/your-data-matters/online/cookies/
https://ico.org.uk/your-data-matters/online/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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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要求处理个人数据，因为根据 2005 年《调查法案》

和 2007 年《苏格兰调查规则》，它有必须要履行的法律义

务； 

• 调查作为具有职能和权力的法定公开调查，在执行符合公众

利益的任务时，亦须遵守职权范围。当调查依赖此公众利益

法律依据时，您有权反对此类处理（请参阅下方关于（“您

的权利及如何使用它们”）的部分； 

• 如果调查与您订有合同，例如雇佣合同或专家亲历者合同，

调查亦可合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以履行该合同； 

• 必要时，在处理某些数据时，调查还可能依赖于您的明确、

具体和知情同意。如果调查依赖于您的同意来处理个人数据，

我们将明确要求您这样做，并且您可以随时撤回对处理的同

意。 

5.2 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调查可处理特殊类别的个人数据，包括出

于重大公共利益的原因而有必要时。根据 2018 年《数据保护法

案》第 10(3) 条和附表 1 第 6 段，调查具有法定及政府目的。

处理特殊类别的个人数据，是为了确保具有法定职能和权力的调查

拥有所有必要的信息，以履行其职权范围，这是关乎重大公众利益

的任务和职能。 

 
6. 调查会与谁分享您的个人数据？ 

 

6.1 根据 2005 年《调查法案》第 18 条，调查有允许公众查看或获

取提供给调查的证据和文档记录的法定责任。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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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听证会，听证会可通过录制视频和音频，供公众在互联网上查

看。 

 

6.2 调查还将通过其网站，并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公开在任何口头听证

会过程中提及的证据、亲历者陈述和听证会文稿。在任何听证会前，

调查网站会发布修订和限制协议。如任何数据主体希望在公布前对

其个人数据匿名化或进行修订或限制，则应参阅该协议。 

 

6.3 调查只会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才会与第三方分享个人数据。与

之分享个人数据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均须遵守任何适用的数据保护法

例。此类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参与者（包括其法定代理人）；亲

历者；协助的专家调查团队；律师；外部顾问或服务提供商（如 

IT 或文档管理）；新闻机构；苏格兰记录保管处；以及更广泛的

公众。 

 

6.4 如果需要将任何个人数据传输到英国以外的地方（例如，由于服务

提供商系统的位置），我们将确保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 

 

7. 调查会将您的个人数据保存多久？ 

 

7.1 调查需保留所有个人数据，直至调查结束及发布最终报告为止。根

据 2007 年《苏格兰调查规则》的要求，调查工作的记录（个人

数据属于其中一部分）将在调查结束后移交给苏格兰记录保管处永

久保存。 

 

8. 您的权利及如何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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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对于调查处理的有关您的任何个人数据，您拥有特定的权利。您可

以联系调查的 DPO，寻求行使以下权利： 

 
• 确认调查是否正在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若是如此，则要求查

阅有关数据或获取副本； 

• 确认有关您的任何个人数据准确无误，必要时予以更正； 

• 适时撤销您对于调查委员会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同意； 

• 反对调查委员会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 删除或限制调查所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人数据。删除权不适用

于为公共利益执行调查任务而需要处理的情况；及/或 

• 以有序、常用和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您的个人数据和/或传

输给第三方，前提是您已向调查提供该等个人数据，并且调

查在征得您的同意后或为履行合同而处理该等个人数据。 

 

8.2 有关上述任何一项的请求应提交给调查的 DPO。为了协助调查委

员会处理此类请求，您应提供您的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证件复印

件以及任何其他联系方式。 

 

8.3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会认真考虑您的请求，只有在调查有法律依

据的情况下才会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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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您无需为行使您的权利而缴纳任何费用。如果您提出请求，我们有

一个日历月的时间回复您，从我们收到请求之日算起，除非我们能

够申请延期，并且我们会在申请延期之前通知您该延期。 

 

9. 确保您的个人数据安全 

 
9.1 调查会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防止个人数据意外遗失、或被非法使

用或查阅。调查限制了您的个人数据的查阅权限，仅真正有业务需

要的人士才可查阅。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人员将仅以授权的方式进

行处理，并负有保密义务。 

 

9.2 调查亦落实相应程序，以应对任何可疑的数据安全漏洞。如有任何

可疑的数据安全漏洞，调查将根据法律要求通知您和任何相应的监

管机构。 

 

10. 关于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投诉 

 

10.1 您有权对调查收集和使用您个人数据的方式提出投诉。如果您希望

进行投诉，请通过 Kieran.Watson@covid19inquiry.scot 与调

查 DPO 联系。 

 

10.2 您也有权通过 scotland@ico.org.uk 和 0303 123 1115 向信息

专员办公室投诉。 

 

11. 对本隐私声明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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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调查将定期审核本隐私声明。这是本隐私声明的第二版，并已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由主席批准。 

 

 

文档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