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并购交易中的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 

作者：BEHNAM DAYANIM,  PAUL M. SCHWARTZ 及  MARY-ELIZABETH M. HADLEY 

由于目标公司未能尽到其隐私及数据安全义务会对收购方带来重大风险，在并购交易中，符合适用的法律应成为一

项重要的考虑要素。 

潜在收购方应当寻求理解目标公司所搜集的个人信息的性质以及与业务相关的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通过尽职调

查，收购方可以了解目标公司与其业已搜集、持有、使用及披露的个人信息相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为了协助这一进程，本文针对并购交易中可能触发的潜在隐私及数据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份检查清单。 

并购交易中隐私及数数据安全检查清单 

 存在完备的政策及程序 

– 尽职调查应当包含针对目标公司就包括网络及手机在内的所有媒体制定的政策的分析。该类政策

一般会描述所搜集信息的类型，信息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信息与何人分享。重要的是，联邦贸易

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将公司对该类政策的陈述视同一种承诺。如不能履行

该承诺，公司将因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第五部分而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起诉。1该法案禁止

商业中的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及欺诈行为及操作，并对每一项违规设置了最高 16,000 美元的民事

罚款。州检察长也可以提起类似诉讼。 

– 调查也应当包括目标公司的信息安全方案和各类程序，以及任何已有的外部或内部审计结果。 

 过往的违规及安全事故：收购方应当要求目标公司提供有关信息，包括任何违规记录或安全事故，以及

任何有关的出具的通知及收到的回复。类似地，识别出任何与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相关的过往或进行中

的诉讼、投诉、行政罚款或罚金都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短信或电邮的直接营销：联邦法律限制公司通过短信或者电邮（以及其他通讯媒体）发送商业信

息。了解目标公司在这类领域中的活动对于评估其所面临的潜在监管行动或诉讼是至关重要的。  

 大众传媒材料：我们也建议要求提供有关目标公司大众传媒形式、活动及政策的信息。该类要求应当包

括，比如，该公司所采用的大众传媒平台清单，以及对目标公司如何使用这些渠道的描述。 

 涉及劳动关系的隐私：公司邮件使用规定、大众传媒政策以及其他涉及劳动关系隐私方面可以招致劳动

法项下的重大责任。 

 联邦部门法律：取决于目标公司所在的产业领域，应当评估其是否遵守一系列的联邦法律，包括： 

–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GLBA）2：要求金融机构不论规模如何，只要

“实质性地参与”了“金融活动”的业务对其信息搜集及与其客户分享操作进行解释，告知客户

他们拥有“选择退出（opt-out）”的权利如果他们不想他们的信息被分享给不相关的第三方，并

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也要求对违规进行通知。联邦贸易委员会及其他联邦机构和州保险机构负

责执行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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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4 及

经济及临床健康信息技术（HITECH）法 5：要求保障并确保个人健康信息（PHI）的隐私。该法

案由美国卫生部民事权利局及州检察长负责执行，适用于健康计划，健康护理提供商及健康护理

信息交换所（所涵盖实体）以及向该类实体、为该类实体或代表该类实体提供特定服务的人（业

务关联人）。6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亦要求对违规事项向联邦监管者、病人以及在特定情形下向媒体进行通

告。 

– 儿童网路隐私保护法案（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7：适用于（i）
定位于 13 岁以下儿童群体并搜集、使用或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商业网络及在线服务的经营者；（

ii）定位于一般受众但却明确其搜集、使用或披露 13 周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网站或在线服务的

经营者。儿童网路隐私保护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使得父母可以控制被在线搜集的其幼年儿童的信

息。该法案所涵盖的经营者必须符合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 13 岁以下儿童信息的搜集、使用、披露

及保障的规定。 

– 公平信赖报告法案（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FCRA）8：提升消费者报告机构，包括信用管理

局以及特殊机构（比如出售医疗记录及出租历史记录的机构），所搜集的针对消费者诚信信息的

准确性、公平性以及隐私性。联邦贸易委员会，其他联邦机构以及州立机构有权对该法案的违反

执行罚款或者禁令救济。 

– 反垃圾邮件法案 9：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和实施的《反垃圾邮件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商务邮件的

传送予以限制。这些限制包括要求发件人赋予收件方“取消订阅”的选择权，以允许收件方拒绝

接受将来的商务邮件。 

– 电话消费者保护法案 10：对电话营销予以限制，如限制电话营销人员允许给居民打电话的时间，

要求营销公司运行一个针对本公司的“不得致电”的名单，并要求营销公司表明其身份。《电话

消费者保护法案》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法规还对自动拨号系统、预先录制语音信息、传真以及更

为重要的短信的使用等做出了限制。法案对违反者实施严格的责任机制，也为集团诉讼提供了良

好的依据。 

 州法律: 兼并与收购同时会涉及到美国各州有关隐私的法律，例如： 

– 数据泄露通知法：四十七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法律要求消费者在发现涉及个人信息的

安全泄漏时履行通知的义务。而且要求消费者向州立法机构、媒体以及消费者报告机构等进行通

知。目标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及是否履行了所要求的通知义务，是判断是否存在过失的焦

点。 

– 安全程序法：有些州对拥有或许可使用居民个人信息的人和组织施加了一定义务。最值得一提的

是，加州和马瑟诸塞州的数据安全法规要求涵盖的组织进行开发、实施和维护合理的信息安全系

统。例如，马瑟诸塞州法律要求信息安全项目包括合理的行政性的、技术性和物理安全保障措

施，如在手提电脑或其他个人设备中存储的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即便对于所掌握的信息并不位于

旧金山湾或黄金海岸，马瑟诸塞州和加州法律同样可以适用。除此以外，一定数目的州也要求销

毁或毁坏个人信息需要经过合理的程序。 

– 加州网络隐私保护法案 11：由加州司法部实施的《加州网络安全保护法案》要求商业网站和网上

服务的运营商在明显位置公布其隐私保护政策，包括他们收集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分类以及与他们

共享这些信息的第三方。该法案进一步要求运营商披露（i）当运营商或第三方网站向用户收集与

用户上网行为有关的个人身份信息时，给予消费者选择权的“不得追踪”指示或相类似的机制，

以及（ii）当用户使用运营商的网站或服务时，是否存在向他们收集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第三方。 

– 医疗隐私法：州法律也可能相关，例如加州的《医疗资料保密法案》12 除非在限定的几种情况下之

外，禁止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医疗信息的接受者未经许可对病人医疗信息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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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因素的考虑：收购方还应对目标公司是否符合公司营业所在的其他国家法域内的保护隐私和数据的

法律进行评估。某些国家，如欧盟成员国，实施着比美国法律更为严格的隐私和信息安全法律。 

例如，《欧盟数据保护指令》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转移进行了严格的要求。此外，《欧盟数据保护指令》限

制将欧盟居民个人信息转移到一些被认定为缺乏足够的隐私保护的、同时没有满足其他额外要求（如欧盟-美国安

全港）的国家，如美国。如果目标公司事实上经过欧盟-美国安全港的认证，收购方应该审查目标公司的安全港证

书以及内部合规的资料以及任何安全港评估资料。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加紧实施安全港，此举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

为重要。 

通过评估这些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收购方可以管理交易风险，确保购买协议包含了能充分说明目标公司的业务和

运营情况的条款。这一尽职调查同时应使得收购方在交易结束前介入并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合规性进行有效管理。 

   

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疑问，请不要犹豫联系以下任何一位普衡的律师： 

华盛顿特区 

Behnam Dayanim 
1.202.551.1737 
bdayanim@paulhastings.com 

Sherrese M. Smith 
1.202.551.1965 
sherresesmith@paulhastings.com 

Mary-Elizabeth M. Hadley 
1.202.551.1750 
maryelizabethhadley@paulhastings.com 

旧金山 

Paul M. Schwartz 
1.415.856.7090 
paulschwartz@paulhastings.com 

Thomas P. Brown 
1.415.856.7248 
tombrown@paulhastings.com 

Thomas A. Counts 
1.415.856.7077 
tomcounts@paulhas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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