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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隐私声明 

请在下面查找本声明的翻译版。 

法语/ Français | 德语/ Deutsch | 意大利语/ Italiano  | 日语/ 日本語 | 韩语 / 

코리언| 马来语/Bahasa Malaysia | 简体中文/ 简化中文 | 繁体中文/ 傳統漢語 
 

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集团公司（统称为“美光”、“我们”或“我们的”）致力于

以毫不妥协的诚信和专业精神来经营业务，包括尊重您的隐私并保护您的个人数据。 
 

在本《美光隐私声明》（本“声明”）中，我们向您详细介绍了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

据，以及您在适用的数据隐私法规项下可能拥有的、有关管理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数据

的选项。“处理”是指收集、使用、共享、传输和存储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通过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我们的附属公司和子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点击此处

可以查看我们的附属公司和子公司列表；我们的产品品牌包括美光、Crucial 英睿达和 

Ballistix 铂胜。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顾虑，欢迎联系我们（参见下面的“如何联系我们”）。 

 

最后更新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 
 

1. 本隐私声明的适用范围 

本声明适用于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光的网站或应用程序、访问我们的设施或使用我们的
服务的个人。 
 

本声明涵盖美光全球隐私和信息惯例，适用于我们的网站、应用程序、实体设施及相关服

务。请记住，您使用我们的产品或服务也可能受我们《使用条款》的约束。 
 

美光可能会处理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访客或者其他与美光有业务往来或寻求与美光

开展业务往来的个人（“个人”）的个人数据。本声明适用于上述个人，无论他们在与美

光互动时身在何处。我们的《申请人隐私声明》和《雇佣隐私声明》适用于我们在招聘或

建立雇佣关系期间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2. 您的权利和偏好 

美光允许您行使自己的隐私权，并对我们使用您数据的方式进行管理。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赋予了个人对其个人数据方面的某些权利。我们依照

《美光隐私声明》以及我们与您互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来执行隐私保护措施。

美光建议您联系我们或使用我们网站上提供的自助工具，以便详细了解您的隐私权以及我

们收集和使用您个人数据的方式。 

 

3. 我们收集的信息类型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fr-fr.pdf?la=en&rev=f9562bf0c448486082a96009a06676ac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de-de.pdf?la=en&rev=0522bd06fe3645f88e6dded71b0094dd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it-it.pdf?la=en&rev=3ae2aa1c5bd344e99e302f92206ad076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ja.pdf?la=en&rev=446a9ca573614bdd8be576fa8628c69e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applicantprivacynotice_korea.pdf?la=en&rev=8db2a0699888428ea52bd2ef220ed215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applicantprivacynotice_korea.pdf?la=en&rev=8db2a0699888428ea52bd2ef220ed215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ms-my.pdf?la=en&rev=083ed223b5aa4c368af827c805cde8e1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zh-cn.pdf?la=en&rev=dba125efc63a455c8849f872e00eb3ec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privacy/micronprivacynotice_zh-tw.pdf?la=en&rev=606d56c6f22a46a6b2782f2a8809694c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micron-entitie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micron-entities
https://www.micron.com/terms-of-use
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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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关于您以及您与美光互动的信息。 
 

本声明中使用的“个人数据”一词指的是任何能直接或间接地识别、关联至、描述或能直

接或间接地合理关联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合理关联至个人（“数据主体”）的信息，并且

包括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律中定义的“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不包括那些无

法关联至您的数据，例如汇总的、去身份识别的或匿名的信息（“匿名信息”）。美光致

力于使匿名信息保持“去身份识别”状态，并且不会尝试重新识别此类数据。 
 

A. 您提供的个人数据。 

• 当您与我们互动时，我们会在我们的关系（例如供应商、东道主、雇主等）存续期

间收集信息。为了您能够与我们互动，您可能需要向我们提供一些个人数据。我们

可能会请您提供额外的个人数据，以便您能以更加个性化的方式与我们互动。 
 

B. 来自第三方的个人数据。 

• 如果您通过第三方与美光互动或从此类第三方处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可能会从此

类第三方处接收您的个人数据。 

• 我们可能会使用第三方服务来补充、验证或提高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个人数据的准

确性。例如，我们使用第三方来验证您的邮寄地址，以便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向您交

付产品。 

• 您与第三方共享的个人数据不受美光控制，也不受我们隐私声明的保护。我们建议

您查看第三方的相关政策和隐私设置，以便了解您共享给此类第三方的个人数据可

能会被使用或共享给他人的方式。 
 

C. 自动收集的信息。当您与我们互动时，我们可能会自动收集一些使用情况信息。例

如，我们依照我们的《Cookie 政策》使用 Cookie 以及其他跟踪技术来自动收集 URL、

Cookie 数据、IP 地址、设备类型、唯一设备 ID、设备属性、网络连接类型（例如 

WiFi、3G、LTE、蓝牙）和提供商、网络和设备性能、浏览器类型、语言、操作系统等技

术信息，以及产品和服务信息。 

 

D. 衍生信息。美光可能会利用已经拥有的关于您的信息得出推论，然后可能会利用这些

推论更全面地了解您的偏好。 

我们利用偏好相关数据为您提供潜在选择，提供建议，或者提醒您留意您可能感兴趣的产

品或服务。 

 

E. 儿童信息。美光并不向儿童营销商业产品或服务。如果您未满 16 岁，请勿向美光提

供任何个人数据。如果您想购买美光产品、使用我们的服务，或者参加我们的教育或慈善

计划，请让您的父母或监护人为您处理这些交易。点击此处，了解有关美光基金会收集和

使用与美光基金会（一家符合《美国国内税收法》第 501(c)(3) 款规定的爱达荷州非营

利公司）提供的网页和教育计划相关的个人数据的详情。  
 

F. 个人数据的收集、披露和保留图。 
 

https://www.micron.com/cookie-policy
https://media-www.micron.com/-/media/client/global/documents/general/k12/micronfoundation_privacy-policy.pdf?rev=91ef8b9f897a46dfb4f2c5c41c8808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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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信息 

我们使用您的个人数据为您开发并提供产品和服务、改善和促进我们与您的互动并为您提
供个性化体验、管理我们的业务以及确保遵守适用的法律。 
 

我们收集的个人数据的类

别 

个人数据的业务和商业

用途 

我们向其披露数据的第三

方的类别 

个人数据的保留 

标识符（如姓名、电子邮

件地址、电话号码、所属

企业和其他联系信息） 

• 账户注册和服务。 

• 与您沟通。 

• 改进产品和服务以及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 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

经营业务。 

• 我们的附属公司和子

公司 

• 协助我们的第三方，

如支付处理商、营销

提供商、分析提供

商、技术服务提供商

（例如，数据存储、

客户支持和 CRM 系统

提供商）以及其他分

包商 

• 争议解决涉及的实体

（如仲裁员或对方当

事人） 

• 潜在或实际重大公司

交易或事件涉及的实

体 

• 政府实体 

10 年 

商业信息，包括购买、获

得或考虑的产品或服务，

或其他购买或消费历史或

趋势 

• 改进产品和服务以及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 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

经营业务。 

同上 10 年 

财务数据（如支付信息、

账户或信用卡信息） 

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经

营业务。 

同上 10 年 

互联网或其他网络或设备

活动（如 IP 地址、设备

标识符、Cookie 数据、

设备属性、设备使用信

息、浏览信息、元数据和

我们的隐私声明第 3 节

所述的其他信息） 

• 账户注册和服务。 

• 与您沟通。 

• 改进产品和服务以及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 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

经营业务。 

• 我们的附属公司和子

公司 

• 协助我们的第三方，

如支付处理商、营销

提供商、分析提供

商、技术服务提供商 

（例如，数据存储、客户

支持和 CRM 系统提供商）

以及其他分包商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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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另外专门告知您，否则您理解我们可能会使用任何所收集到的您的个人数据用于

本声明所述的任何用途（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些用途包括： 
 

A. 账户注册和服务。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个人数据来创建、维护、补充、服务、更改或删除您的美光账

户。 

• 如果您在美光开设了客户账户，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可能会收集某些个人数据，以

验证您是否有权访问您的美光账户。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个人数据来解决您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时可能遇到的客户

服务问题，并对您的体验进行跟进。 
 

B. 与您沟通。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个人数据与您沟通关于我们产品和服务的新动态，以及共享我

们认为可能对您有用的第三方产品和服务优惠。 
 

C. 改进产品和服务以及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个人数据为您提供个性化的互动和体验。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个人数据来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在调查或其他形式的反馈中向我们提供的任何信息。 

• 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信息与其他客户提供的信息结合使用，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产

品和服务以及如何进行改进。 
 

D. 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经营业务。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信息来运营我们的业务（包括满足您的请求）、为您提供技术

或客户支持以及确保遵守法律要求。 

•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我们保护产品、服务、员工和客户，包括打击欺诈

和保护您的信息。 

•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我们使用人口统计数据（如种族）以实施多元化和包容性计

划。 

• 我们可能会单独使用您的信息或将您的信息与其他客户的信息结合使用，开展研

究。 

• 我们使用个人数据来创建汇总的或去身份识别的数据，我们可以出于任何目的使用

和披露这些数据。 

 

5. 我们如何共享您的信息 

我们仅共享我们在本隐私声明中描述的您的信息。 

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信息（包括个人数据）共享给帮助我们提供产品和

服务以及经营业务的签约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以便满足您的要求，为您提供技术支持或客

户支持，保护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打击欺诈，保护您的信息，核实是否符合美光政策和适

用法律，准备和交付广告和营销内容，提供内容服务，打造个性化广告，研究我们的广告

活动的有效性，以及了解和衡量与我们的线上资源的互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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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美光实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本声明适用于您与美光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所有互动。除非

法律、法规或合同义务禁止，否则我们会出于本声明所述目的在美光内部共享您的信息

（包括在我们的附属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共享）。我们在美光实体之间共享信息时，采取了

技术和组织保障措施，包括这些实体之间的合同措施，对于相关转让，这些措施包括欧盟

委员会批准的《标准合同条款》。您可以联系我们，以进一步了解这些条款。 
 

C. 遵守法律，保护美光。在我们基于诚信原则认为有必要或者适用法律、法规或法律程

序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与法庭、执法或监管机构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共享您的信息。

如果我们认为为了执行我们的《使用条款》或其他合同，为了保护美光的权利、财产或安

全以及我们的产品、服务或人力资源，或者为了保护或帮助别人而披露您的信息是适当

的，我们可能会披露您的信息。 
 

D. 信用报告。我们可能会与征信机构、消费者报告机构和信用卡组织共享关于您信用状

况的信息。您的账户出现的逾期付款、欠款到期未付或其他违约情况可能会反映在您的信

用报告和消费者报告中。我们可能还会就欺诈、信用或债务追讨相关的问题将您的信息共

享给其他公司、律师、征信机构、代理商、政府机构和信用卡组织。 
 

E. 业务出售。如果我们出售、合并或转让任何一部分业务，关于您的信息可能会作为该

交易的一部分被共享、出售或转让。我们可能还会与当前或未来的母公司、子公司或附属

公司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F. 去身份识别或汇总数据。我们可能会对您的信息进行去身份识别或汇总，单独使用您

的信息或将您的信息与其他个人的信息结合使用，以及自由共享该等去身份识别或汇总的

信息。 
 

G. 经您同意。除非上文另有规定，在您的同意或指示下，我们可能还会出于其他目的共

享您的信息。 

 

6. 数据传输和隐私保护 

我们可能会在您所在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传输、处理或存储您的个人数据。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在我们拥有设施、经营业务或雇用服务提供商所在

的任何国家或地区或者本声明中所述个人数据的其他接收者的所在地传输、处理或存储您

的个人数据。使用我们的网站或以其他方式与我们互动，即表示您承认将您的个人数据传

输到您的居住国或信息收集点以外的国家/地区，并同意在这些国家/地区处理和存储您的

个人数据。 
 

一些国家/地区的数据保护法律可能与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有所不同。然而，美光已依

法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来确保您的个人数据在传输、处理和存储时得到保护。 

 

https://www.micron.com/terms-o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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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光《隐私保护政策》所述，美光作为自认证实体遵守欧盟-美国隐私保护框架和瑞

士-美国隐私保护框架，您可以在该政策中找到更多关于美光如何遵守隐私保护框架的信

息。然而，在美光把个人数据从欧盟（“EU”）、欧洲经济区（“EEA”）、英国

（“UK”）或瑞士（“CH”）传输至美国时，美光不再依赖于这些框架。在进行上述传输

和将个人数据传输至被认定为没有可提供充分隐私保护的法律的司法管辖区的其他情况

下，美光依赖于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标准合同条款》等法律机制或您的同意（在少数情形

下）。如需相关条款的副本，您可以按照下文所述方式联系我们。 
 

请联系我们或使用我们网站上提供的自助工具，详细了解您在个人数据传输、访问权限请

求、使用限制和披露限制等方面的权利。如果您提出涉及个人数据的请求，您将需要提供

某些身份验证和确认信息，便于我们处理您的请求。 
  

7. 与第三方联系 

美光可能会与第三方合作，以改善您的体验。 
 

如果您与我们互动，我们可能有必要与第三方同步、链接或连接您的个人数据，包括提供

识别或验证您请求的互动所需的个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和/或第三方需要您同意

这些互动。我们对第三方的隐私保护措施概不负责，因此我们建议您查看您选择与之共享

个人数据的任何第三方的隐私保护措施。 
 

访问 shop.crucial.com 

网站 shop.crucial.com 由 Digital River 运营，而非美光。Digital River 是在该网

站上所收集的个人数据的控制方。Digital River 承诺根据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来处理通过

其网站收集的信息。当 Digital River 与美光共享您的信息时，我们会根据《美光隐私

声明》处理此类信息。 
  

8. 管理您的隐私 

关于是否使用能够识别您身份的信息、是否接收我们发送的营销通讯以及是否使用我们的 
Cookie 和其他跟踪技术，您可以自行作出选择。您可以在账户设置中查看和更改您的信
息或禁用您的账户，但我们可能会保留某些信息。您有权选择是否接收促销信息，但您依
然可能会收到我们提供的其他非促销信息。 
 

A. 管理我们提供的营销通讯。  对于您是否接收我们的营销通讯，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如果您不再希望收到我们提供的营销通讯，您可以： 

• 联系我们或使用我们网站上提供的自助工具，管理您的个人数据并调整您在个人数

据以及与我们互动方面的偏好设置。 

• 点击您收到的电子邮件或新闻通讯中的“取消订阅”链接。 

• 在您的美光账户设置中调整偏好设置。 

• 短信请回复“STOP”或者按照信息或设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即可停止接收通讯。 

• 如果您不再希望收到我们发送到您移动设备上的推送通知，您可以在设备上关闭接

收这类通讯。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privacy-shield
mailto:privacy@micron.com
mailto:mailto:privacy@micron.com


 

 

美光机密 

美光机密 

• 请记住，即使您选择不接收我们提供的营销通讯，我们仍会继续向您发送强制性的

服务或交易通讯。 
 

B. 更新您的个人数据。  您可以使用我们网站上的自助工具、调整您的美光账户设置，

或联系美光客户支持，以此来访问、更新、变更、更正或请求删除您的个人数据。 
 

C. Cookie 以及类似的跟踪技术。我们可能会使用以及允许别人使用 Cookie、网络信

标、像素、本地共享对象、设备标识符以及其他类似技术（“Cookie”）来收集和管理关

于您的信息。您可以控制我们通过 Cookie 收集的部分数据以及我们使用这些数据的方

式。请参见我们的《Cookie 政策》和相关的美光网站下角的“管理您的个人数据”按

钮，详细了解其中某些技术及此类网站收集、使用或共享的信息，包括您如何控制或禁用

这些应用程序。请注意，即使您选择不启用基于兴趣的广告 Cookie，您仍可能会收到并

非根据您的兴趣和此类 Cookie 定制的广告。此外，如果您选择接收 Cookie，之后又将

其删除或者使用不同的浏览器或计算机，您很可能需要再次进行设置。 
 

D. 请勿追踪。与大多数公司一样，我们目前的做法是不响应浏览器的“请勿追踪”信

号；目前尚未有正式的“请勿追踪”标准。如需了解更多有关“请勿追踪”的信息，请查

看我们的《Cookie 政策》。 

 

E. 社交媒体功能。美光或我们授权的第三方可能会使用社交媒体功能来收集某些关于您

的信息。这些功能可能会收集您的 IP 地址，记录您访问的网页，还可能会设置 

Cookie，以便功能可正常使用。您对这些社交媒体功能的操作受提供这些功能的公司的隐

私政策和措施所约束。 

 

 9. 数据保留 

美光依照适用法律和法规并在这些法律和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和使用您的信息： 

• 我们会出于为您提供服务的需要，为了在您账户处于活动状态时维护您的账户，或

出于我们经营活动的需要而保留您的信息。 

• 在您关闭账户后，我们可能会继续告知您关于我们产品和服务的情况，向您提供可

能会影响您的业务方面的重要新信息，并让您了解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除

非您选择不接收我们提供的营销通讯。 

• 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将您的某些信息用于商业目的以及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 我们会根据适用法规以及美光的记录和信息管理政策的要求保留和使用您的信息，

以履行我们的法律和报告义务、解决争议、执行我们的协议、完成待处理交易，以

及检测并防止欺诈。 

• 请参阅第 3 节中的表格，了解按个人数据类别进行的保留。 
 

10. 您的信息安全 

我们采用安全措施来协助保护个人数据。 
 

对我们来说，保障您的个人数据安全至关重要。在美光，我们： 

• 不断更新安全实践，以协助保护您的个人数据，并仔细审查我们的安全程序。 

https://www.micron.com/cookie-policy
https://www.micron.com/cookie-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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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适用的法律和安全标准。 

• 对相关员工和承包商进行数据隐私方面的培训，并要求他们保护您的数据。 

• 在适用的情况下，遵守支付卡行业的数据安全标准。 
 

11. 其他国家/地区性考量 

我们在许多国家/地区运营。我们的隐私声明载明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遵守的隐私原则和
程序，但根据您身处的国家或地区，特定法律可能适用于您。 
 

美光已以全球视角考虑隐私问题，旨在为个人提供强有力的隐私保护，无论他们居住在哪

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接受并采用隐私权合规高标准。 
 

您可以在下文中找到可能与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的其他隐私规定： 

• 中国 

• 欧盟、英国、瑞士和欧洲经济区 

• 印度  

• 新加坡 

• 美国 - 加利福尼亚州  

• 美国 - 弗吉尼亚州  

 

12. 美光隐私声明变更。 

我们可能随时变更本隐私声明或辅助隐私规程。 
 

我们可能会不时更改或更新本声明。我们保留随时更改或更新本声明的权利，恕不另行通

知。如果我们处理个人数据的方式发生重大改变，我们会通过在网站上发布本声明的新版

本通知您，我们还可能会通过产品和服务信息或其他沟通渠道（例如电子邮件、新闻通讯

或社区帖子）让您获悉变更情况。请仔细查看任何变更。 
 

如果您反对变更并且不再希望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您可以关闭账户并停止与我们互

动。本隐私声明的所有变更发布后立即生效，除法律禁止的范围外，如果您在更新版隐私

声明发布后继续与我们互动，即被视为您同意接受所有变更。 
 

13. 如何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存在任何疑问或意见，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直邮联系我们。请
参见第 11 节详细了解如何在特定地区和国家联系我们。 
 

A. 通过电子邮箱：privacy@micron.com 

B. 通过电话：1-800-336-8915 

C. 通过直邮： 

Micron Technology, Inc. 

收件人：Legal-Privacy（法务-隐私部） 

8000 South Federal Way 

Boise, Idaho 83707-0006, USA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china-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eu-and-uk-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india-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singapore-privacy-considerations
https://www.micron.com/privacy/us-privacy-considerations
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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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其他隐私考量 

除《美光隐私声明》条款外，以下隐私和数据保护规定也适用于美光处理与在中国的个人
相关的个人数据。 
 

A. 管辖法律： 

在您与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会依照我们的隐私声明中的条款收集和处理您的个人数

据。这些附加规定适用于美光处理与位于中国的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个人相关的个人数据。 
 

由哪个美光实体负责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将取决于您和我们之间的特定互动情况和适用的

数据保护法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美光已制定内部政策并采取

措施，以确保满足适用的法律要求，并确保使用适当的技术来保护和谨慎处理您的个人数

据。 
 

B. 管理您的数据： 
 

美光将确保其记录的个人数据准确无误，并且对于收集目的而言确有必要。 
 

您有权请求访问由我们处理的您的个人数据，有权要求我们更正或删除这些数据，除非美

光需要依法保留这些数据。您还有权限制或反对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拥有数据可携

权，并有权获得关于本隐私声明的解释。 
 

如果要行使这些权利，请使用我们的在线表格，或致电 +1-800-336-8915。 请注意，如

有必要，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更多信息，以验证您的身份或在我们的系统中查找您的唯

一记录。 
 

我们尊重您的隐私权，不会因您主张您的权利而对您采取任何负面行动。如果我们需要得

到您的同意才能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您可以通过联系我们来随时撤销同意或修改您的意

愿。 

 

C. 我们在中国的联系方式： 
 

您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privacy@micron.com。 

 

直邮： 

美光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收件人：法务-隐私部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 

虹梅路 1535 号 

1 号楼 18 层 
 

https://micron-privacy.my.onetrust.com/webform/56ee9640-3cab-4159-ad8c-34b67c8fecad/7d99e68e-f98d-49f7-abf6-5d793da09be0
mailto:privacy@mic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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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半导体（西安）有限责任公司 

收件人：法务-隐私部 

西安市高新区信息大道 

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 28 号-2 号 
 

如果您对美光在个人数据隐私方面的法规遵从性存在疑虑，您还可以联系当地的隐私数据

保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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