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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方是否需要委任 GDPR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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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します。

如果您方的组织或机构在欧洲经济区 之
外成立但在欧洲经济区 1 开展业务，则根
据 GDPR，您方需要委任一名欧盟代表以
合法从事业务活动。这适用于：



如果您方向居住在欧洲经济区中的个
人提供商品和/或服务；或
如果您方监控位于欧洲经济区中的个
人的行为。

GDPR 代表的职责
GDPR 代表将代表您方作为本地联系人与
欧洲经济区中的个人和数据保护机构进行
联系，并协助您维护数据处理活动记录。
GDPR 代表必须依照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
发布的指南，符合 GDPR 的所有相关要
求。

我们如何帮助您方
我们所提供的GDPR代表服务不仅是一个
联络的邮箱。
我们将竭力与您方的团队一起了解您的个
人数据处理活动，并了解您的合规方式。
我们的顾问和律师团队将协助您方编制数
据处理活动记录（如果您方还未进行编
制），并将帮助您方定期审阅此记录文档
以使其保持最新状态。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指定
的主要联系人会代表您作为您方的本地联
系人，与欧洲经济区中希望与GDPR代表
联系的个人和数据保护监管机构进行沟
通。
我们广泛的欧洲分布足迹使我们能够在与
监管机构和个人沟通的时候拥有更好的当
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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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方应在哪里委任您的代表？
您方的GDPR代表应该位于数据被处理的
个人所处的成员国之一。我们可以帮助您
评估您方的GDPR代表应当设立的地点。
如果英国实现无条件脱欧，如您方有需
要，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英国办公室向
您提供英国代表。

不仅是一名代表
如果您方有需要，“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
问题解决方案”的顾问团队也会得到我们
知名的数据保护法律团队的支持。您方将
可得到我们遍布全球、经验丰富的的数据
保护法律师的直接帮助，将充分利用
GDPR代表对您方的组织或机构的了解，
为您提供无缝对接的服务，并根据您方的
业务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
如果您方有需求，我们可以迅速为您方提
供法律指引，以帮助您方高效地回复来自
监管机构的询问或者与数据主体进行更加
复杂的互动。
我们的代表服务团队还可以借力专门从事
管理咨询、变更管理和数字化转型的顾
问。我们能够向您方推荐网络安全专家和
工具，助力您方的合规之路。

更进一步： 额外的鸿鹄支持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致
力于通过您的主要联系人提供更多的支
持。在适当情况下，并经您同意，我们可
向您方提供列于我们聘用条款下的法律服
务，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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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区由以下国家组成：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共和国，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利希滕斯泰因，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
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如果您的组织或机构未在其中一个国家/地区设立营业
地，您可能需要一名GDPR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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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如何帮助您
了解您的 GDPR 合规方式
到任初始

致力于（i）极大程度地了解您方的合规方式；（ii）更新您方的隐私声明和政
策，以确保包括GDPR代表的联络方式，设置专用的联络邮箱。

活动管理

致力于管理业务活动（每半年、每季度或每月份的会议和报告）。

向您提供关于您方目前合规状态的评估报告

选项1：
GDPR审计初期评估

根据我们在审核开始前与您方达成的范围（包括治理、政策和程序审核、利益
相关方参与），审核您方的组织或机构的合规状态。此项审计旨在为您提供高
层级的风险概述和对客户和建议。

（第一年）

选项2：
对已有的GDPR审计报告进
行高层级审阅

审核已有的一份报告和高层级审核各项政策。旨在为“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
题解决方案”提供对于您方的组织或机构合规性的更好理解。我们将采取以风
险为基础的方法与您方一起选择审核的业务单元。

（第一年）
年度GDPR审计
（第二与第三年）

根据我们在审核开始前与您方达成的范围，审核您的组织或机构的合规状态。
这包括审核已有的程序和政策。此项审计旨在为您方提供高层级风险概述和合
规建议，并评估我们在初期评估中提出的建议已得到实行的程度。

数据处理记录的要求

选项1：
编制一份数据处理活动记录

选项2：
协助更新数据处理活动记录

此服务致力于为尚未根据GDPR第30条编制数据处理活动的组织或机构提供协
助。
旨在确保数据处理活动每年都处于最新状态，并将您方任何新的数据处理活
动、IT系统或法律发展纳入考量。

数据主体的联络点（个人权利管理）
处理数据主体的请求（访
问、删除、可携权）

接收和处理来自欧洲经济区中的个人的请求。我们将与您方的法务团队进行合
作以获取用以解决数据主体请求的有关信息。
对于更加复杂的数据主体请求，我们可以提供专业法律指引。

监管机构的联络点
监管机构的联络点

担任相关监管机构的联络点并负责处理联络、投诉和调查事宜（如有需求，与
我们的法律团队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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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细则
本 GDPR 代表服务由与鸿鹄律师事务所独立的
法律实体，Bird & Bird GDP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Srl（鸿鹄 GDPR 代表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
对合规状态进行初步评估是必须的，因为如果
没有初始审计或对现有报告进行审核，我们将
无法提供 GDPR 代表服务。
费用包括表中详细列出的服务，不包括增值税
和垫付费用。 如果我们一致同意在具体活动之
外需要额外的支持协助，这则需额外收费。
我们将与您方讨论人工日的分配，并且可在聘
用初始时与您方商定作为与监管机构和个人的
联系人的所需人工日。 任何未使用的人工日都
可用于为其他数据保护相关服务提供商定的支
持。
鸿鹄律师事务所数据保护律师将按照您方同意
的费率提供任何其他法律工作。

为什么选择“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
方案”？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由鸿
鹄律师事务所创造。20 多年来，鸿鹄一直活
跃在数据保护领域，比其他大多数律师事务
所从事该领域的服务时间都更长。我们可借
鉴实际积累的经验，研究组织和机构如何应
对数据保护合规事宜，从而为客户的业务创
造价值。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就有关跨国的数
据保护事宜而向客户提供建议。
如何与数据保护主管机构打交道将是了解其
如何执法的关键，并可从中了解主管机关在
尚未存有法律指导的领域的执法态度。我们
团队中有一些律师曾在监管机构任职，且我
们与监管机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数据保护领域，鸿鹄在诸多评级机构发布
的排名中位列第一，其中包括《钱伯斯英
国 》 、 《 钱 伯 斯 欧 洲 》 以 及 《 法 律 500
强》。我们的各个办事处都有专门的隐私和
数据保护律师，他们可在多个方面为您方业
务提供支持。
我们的建议始终切合实际，注重业务。 我们
对所有问题均采取切合实际的方法，不仅提
供法律条文建议，还提出兼具实用性和风险
考量的建议，供客户参考。

联系我们

Vincent Rezzouk-Hammachi
常务董事 – 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
vincent.rezzouk@twobi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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