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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下では、EEA域内に拠

点を持たない場合、（該当する）

組織に EEA域内における代理

人を選任する義務が課されてい

ます。 

Bird＆Birdの新しいサービス

である Bird＆Bird Privacy 

Solutions（プライバシー・ソリュ

ーソン）は、新しい専用事業を通

じ、GDPR代理人サービスを提

供します。 

[Type a quote from the document or the 

summary of an interesting point. You 

can position the text box anywhere in 

the document. Use the Drawing Tools 

tab to change the formatting of the pull 

quote text box.] 
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贵

组织或机构必须或可自行决定委任一名数据保护官

（DPO）。尽管数据保护官可于您方内部予以委任，但将该

职能委外将为您方带来诸多益处。鸿鹄（Bird & Bird）现

通过专门的服务——“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

案”，为客户提供数据保护官外包服务。 

 



  

 

 

 

 

 

 

 

 

 

 

 

 

 

 

 

 

 

 

 

 

 

 

 

 

 

 

 

 

 

 

 

 

数据保护官的职责 

您方的数据保护官负责监控数据保护

规定的合规情况。数据保护官不应参

与有关个人数据处理活动的决策。他

们负责就数据保护事宜向您方提供建

议，并确保您方的员工了解日常应如

何处理个人数据。 

数据保护官的职责可以委外。 

您方是否需要委任一名数据保护官？ 

以下情形，您方必须委任一名数据保

护官： 

您方是公共权力机关（例如：市议

会，医院管理机构）；或 

您方大规模地实施若干需要对个人进

行定期及系统性监控的数据处理活

动，例如：信用评分、载于移动应用

程序中的位置跟踪）；或 

您方的核心业务包括：大规模处理特

殊类别数据（例如：健康数据、种族

或民族、政治观念、宗教信仰）或与

犯罪记录有关的个人数据。 

即使您方未被要求委任一名数据保护

官，您方仍可出于最佳实践的考量而

选择这样做。 

 

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如何帮助您方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

案”通过独立于鸿鹄现有数据保护法

律团队的专门框架，提供数据保护官

外包服务。 

您方可委任“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

题解决方案”作为您方的数据保护

官，管理您方大部分的处理活动，并

在需要法律意见之时，获得鸿鹄律师

的鼎力支持。 

我们遵循以风险为基础的工作方法，

优先开展重点工作，在关注低风险性

处理活动的同时，集中解决数据保护

高风险问题。 

除履行数据保护官的职责外，我们会

定期跟进监管政策的变化，以确保您

方充分并及时地了解对您方所在行业

具有影响的信息。 

专门的联系人 

我们将确保为您方的团队安排专门

的联系人。 此联系人可以是在数据

保护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执业律师

或合规顾问。根据您方的要求，此

联系人可常驻于多个欧盟成员国之

一。 

通过其背后的隐私专家团队的支

持，专门的联系人可负责包括项目

管理在内的多项任务。 



  

 
  

 



  

 

 

 

 

 

 

 

 

 

 

 

 

 

 

 

 

 

 

 

 

 

 

 

 

 

 

 

 

 

 

 

 

数据保护官职能委外的益处 

数据保护官需要运用广泛的技能来执

行其工作任务，包括法律专业知识以

及对信息技术、网络安全、业务和项

目管理的理解。此外，您方的数据保

护官应具备处理与数据保护相关问题

的成熟经验。将数据保护官职能予以

外包，您方即可依赖一支掌握各项技

能的团队来处理相关事宜。 

数据保护官必须保持独立，这意味着

其无法在组织机构内部担任任何对个

人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手段具有决策权

的职位。鉴于大多数合适的内部职位

仍可能会涉及个人数据处理方面的决

策，因此上述要求在组织机构内部可

能难以实施。 

将数据保护官职能外包可帮助您方成

功地满足上述要求。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

案”提供专门的专家团队，可避免您

方的数据保护官处于利益冲突的境

地。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

总部位于何处？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

案”总部位于布鲁塞尔。 

更进一步：额外的鸿鹄支持 

您在“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

方案”的联系人将能为您方提供支持

与协助。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该主

要联系人许会需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如需要考虑欧盟成员国本国特殊

法律要求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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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O Dashboard 

我们的数据保护官服务可通过在线

门户网站——DPO Dashboard 予以

提供。 

使用该门户网站的益处包括： 

 监督持续提出的建议（保密信息

除外）、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DPIA）和您方数据保护官的联

系工作； 

 数据保护官服务管理透明化，包

括财务报告和项目规划； 

 年度工作及数据保护合规报告与

统计数据； 

 通过使用协作平台而减少对电子

邮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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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保护官服务 

 
 

 核心服务 

 

 

管理业务活动并向高级

管理层的报告) 

 我们将与您方团队安排一次项目启动会议，以便充分了解您

方数据保护合规的方法。 

 我们将与您方相关团队定期组织并参加会议。 

 我们将进行年度审核，计划下一个报告期。 

 我们将向高级管理层提交年度报告，确认该年度已开展的工

作并确定合规程度的变化。该报告还将包括下一个报告期的

行动规划。 

 监控 GDPR、其他数据保

护法规、您方内部数据

保护政策的合规情况，

包括认知、培训与审计 

 

 我们可就新的数据保护措施提供建议。 

 我们可以帮助您方处理来自个人或监管机构的较为复杂的询

问和投诉，并审核您方内部负责处理风险较低的询问和投诉

的数据保护团队的方法。 

 我们将与您方合作，与您方部门开展定期审核，以确认他们

的合规方法。 

 我们将与您方一起举行年度地平线扫描会议，以确定近期或

未来发布的许会对您方产生影响的法律发展。如有必要，我

们的审计还将包括测试措施（测试现有的程序）。 

 我们还将每年参加商定的内部培训课程 

 与监管机构合作并担任

联系人  

 我们将负责与监管机构的联络，并就来自监管机构的询问担

任您方的联系人。 

 记录维护 
 我们可根据您方与我们沟通的信息帮助维护您方的处理活动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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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支持 

 

 

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DPIA) 

 我们可以就与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相关的问题提供建议，包

括是否需要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采用何种方法以及如

何遵守 GDPR 的要求。 

 

 

协助处理数据泄露事件  我们可以帮助您方评估潜在数据泄露行为的严重程度，并

就是否应向监管机构和个人报告提出建议。。 

 

 

数据主体能够与数据保

护官联系进行相关查询

并行使其权利 

 我们可以通过专门的数据保护官邮箱地址回复数据主体的

请求。 

 支持您与第三方之间的

合作 

 我们可就您方与第三方之间的联系提供帮助，以确保其遵

守数据保护法规。 我们还可就您方是作为数据控制者还是

处理者而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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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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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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官资质和经验 

 专业资格，法律和实践

的专业知识，完成任务

所需的能力 

GDPR 第 37（5）条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是一个由隐私与数

据保护法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执业律师组成的团队。 

 鸿鹄的数据保护团队在法律评级机构发布的排名中名列前

茅。 

 您方团队将始终得到一位联系人，该联系人为数据保护领

域专业人士。 

 您方还可以得到其他专业人士的支持，以便在需要时提供

帮助。 

 数据保护官的保密义务 

GDPR 第 38（5）条 

 这是由 GDPR直接规定的，并在我们的聘用条款中得到确

认。“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由执业律师领

导，由于自身的专业保密性而惯于遵守此类义务。 

独立意见 

 不得接受关于执行任务

的指示&不得因执行任务

而被解雇或处罚 

GDPR 第 38（3）条 

 您的聘用条款将确认我们在提供数据保护官服务时有自由

裁量权。它还将确认任命期限，且不可因我们履行数据保

护官的任务而被终止。 

 如果数据保护官有其他

任务或职责，其中不得

有利益冲突 

GDPR 第 38（6）条 

 任命外部数据保护官可避免利益冲突，因为合适的内部职

位可能涉及有关个人数据处理的决策。 

 我们惯于识别和处理利益冲突。 

 我们将对任何建议进行利益冲突检查，我们每年会对整体

关系进行利益冲突检查，以确保我们向您提供的服务没有

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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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birds.com 

Abu Dhabi & Amsterdam & Beijing & Berlin & Bratislava & Brussels & Budapest & Copenhagen & Dubai & Dusseldorf & Frankfurt & The 

Hague & Hamburg & Helsinki & Hong Kong & London & Luxembourg & Lyon & Madrid & Milan & Munich & Paris & Prague & Rome & 

San Francisco & Shanghai & Singapore & Stockholm & Sydney & Warsaw 

鸿鹄数据保护及隐私问题解决方案(Bird&Bird Privacy Solutions)是 Bird&Bird DPO Services SRL与 Bird & Bird GDP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SRL的商业用名。Bird&Bird DPO 

Services SRL 提供外部数据保护官服务，Bird & Bird GDP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SRL提供 GDPR代表服务，均旨在为鸿鹄的客户提供包括鸿鹄律师事务所及其附属和相关业务的

国际法律实践。 鸿鹄在网址为 www.twobirds.com上列出的地点设有代表处。Bird&Bird DPO Services SRL在比利时注册成立，企业号为 0727.512.371，增值税号为 BE0727.512.371

。 Bird & Bird GDP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SRL在比利时注册成立，企业号为 0727.512.470，增值税号为 BE0727.512.470。二者为鸿鹄律师事务所的附属公司，并且在提供法律服

务方面不需要在 比利时获得授权或监管。 

鸿鹄提供包括鸿鹄律师事务所及其附属和相关业务的国际法律实践，网址为 www.twobi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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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0)20 7415 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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