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 《智联卓聘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清单》
Android 权限列表

内嵌 SDK

第三方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使用目的 使用场景

第三方会收集的个人
信息类型

共享方式 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个推消息推送 SDK 用于向求职者推送消息
为客户端推送消息，如
新消息通知推送场景

应用列表信息、网络信
息设备信息包括：（设
备名称、设备型号、地
区和语言设置、设备识
别码（IMEI）、设备硬
件信息与状态、使用习
惯、IP 地址、Mac 地
址、操作系统版本以及
用于访问服务的设备的
设置）

SDK自动收集 https://docs.getui.com/privacy/

武汉极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极验 SDK
用于对求职者登录做真
人识别

获取验证码

IP 地址、软硬件特征信
息、用户标识符、运行
中的进程、手机状态、
网络状态、IMEI、
IMSI、获取 MAC 地
址、读取系统设置、读
取手机状态

SDK自动收集 https://www.geetest.com/private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号码认证SDK
对求职者用户在一键登

录页面进行号码校验
手机号码一键登录

网络状态、设备版本、

系统版本、手机样式、

手机名

SDK 自动收集

http://terms.aliyun.com/legal-

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

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

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

03edaSolYwR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腾讯 BuglySDK

对系统异常信息进行采
集、统计和分析，以快

速发现并解决

问题

用于统计线上问题以修

复

系统版本、生成 ID、
手机样式、网络状态、

系统设置

SDK 自动收集
https://privacy.qq.com/document/privie

w/fbd2c3f898df4c1c869925dd49d57827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设备 id生成 SDK
服务于阿里各种SDK

的基础组件
为阿里云提供基础服务

运行中的进程、手机状

态、各类设备基本信息
SDK自动收集

http://terms.aliyun.com/legal-

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

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

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
03edaSolYwR



第三方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使用目的 使用场景

第三方会收集的个人
信息类型

共享方式 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微信支付SDK 用于在线购买增值服务
购买简历置顶等商业化

产品服务

网络状态、WIFI 状

态、手机状态、设备版
本、系统版本、生成

ID、手机样式、手机名
IDFA

SDK 自动收集
https://render.alipay.co

m/p/c/k2cx0tg8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支付SDK 用于在线购买增值服务
购买简历置顶等商业化

产品服务

网络状态、设备版本、

系统版本、生成 ID、

手机样式、手机名、

ICCID、BSSID 、MAC

地址、IMSI、IMEI、姓

名、国籍、职业、性

别、住址、联系方式以

及有效身份证件种类、

号码、有效期限；支付

账户余额信息以及交易
信息；开户行名称、银

行卡卡号、银行卡有效

期、银行预留手机号

SDK自动收集 https://render.alipay.com/p/c/k2cx0tg8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微信登录SDK 用于授权登录 微信登录

网络状态、WIFI 状

态、手机状态、设备版

本、系统版本、生成

ID、手机样式、手机

名、ICCID、BSSID 、

IMSI、IMEI

SDK 自动收集
https://privacy.qq.com/document/privie
w/bdf936b2477a45ff86da57e3d988bc2b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移动用户反馈 SDK 收集用户反馈 App 的

各种问题

求职者可以在用户反馈

页面反馈 App 的各种

问题

手机状态、检索正在运

行的任务信息、网络状

态、用户反馈的内容

SDK自动收集

http://terms.aliyun.com/legal-

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

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

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

03edaSolYwR

神策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神策SDK
用于上报操作行为，做

数据分析使用
用于统计分析用户行为

IMEI、网络状态、运行

中的进程、 Android

ID、 OAID、系统设置

SDK 自动收集
https://manual.sensorsdata.cn/sa/latest/tech_s
dk_client_privacy_policy-22255998.html



第三方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使用目的 使用场景

第三方会收集的个人
信息类型

共享方式 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 SDK

用于APP内用户反

馈、域名解析、对象存

储等业务场景

用于APP内用户反

馈、域名解析、对象存

储等业务场景

运行中的进程、手机状

态、网络状态、各类设

备基本信息

SDK自动获取

http://terms.aliyun.com/legal-

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

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

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

03edaSolYwR

个人 com.jph.takephoto
用于头像设置，上传照

片
头像设置

调用系统相册，获取已

安装的应用列表
SDK 自动收集 无

http://terms.aliyu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03edaSolYwR
http://terms.aliyu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03edaSolYwR
http://terms.aliyu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03edaSolYwR
http://terms.aliyu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03edaSolYwR
http://terms.aliyu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03edaSolYwR


iOS 权限列表

内嵌 SDK

第三方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使用目的 使用场景

第三方会收集的个人
信息类型

共享方式 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武汉极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极验 SDK
用于对求职者登录做真
人识别

获取验证码 手机状态、网络状态 SDK自动收集 https://www.geetest.co m/private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用户反馈 SDK
求职者可以在用户反馈
页面反馈 App 的各种
问题

求职者可以在用户反馈
页面反馈 App 的各种
问题

手机状态、检索正在运
行的任务信息、网络状
态、用户反馈的内容

SDK自动收集

http://terms.aliyun.com/ legal-
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
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m
=5176.19720258.J_9220772140.88.47cb2c4

a1qys5X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腾讯 BuglySDK
集成于 App 内， App
崩溃或有错误时，会触
发 Bugly 上报

用于统计线上问题以修

复
系统版本、生成 ID、
手机样式

SDK自动收集 https://bugly.qq.com/v2/contract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微信登录 SDK 用于授权登录、分享 微信登录

网络状态、WIFI 状
态、手机状态、设备版
本、系统版本、生成
ID、手机样式、手机
名、IDFA

SDK自动收集
https://weixin.qq.com/cgi-

bin/readtemplate?lang=zh_CN&t=weixin_agr
eement&s=privacy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号码认证SDK
对求职者用户在一键登

录页面进行号码校验
手机号码一键登录

网络状态、设备版本、

系统版本、手机样式、

手机名

SDK 自动收集

http://terms.aliyun.com/legal-

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

u1_ali_cloud201902141711_54837.html?sp

m=5176.21213303.J_9220772140.87.9c2

03edaSolYwR



第三方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使用目的 使用场景

第三方会收集的个人
信息类型

共享方式 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神策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神策 SDK（本地部署）
用于上报用于操作行
为，做数据分析使用

用于统计分析用户行为 IDFA SDK自动收集
https://manual.sensorsdata.cn/sa/latest/tech_s
dk_client_privacy_policy-22255998.html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个推消息推送 SDK 用于向求职者推送消息 新消息推送

手机型号、系统类
型、系统版本、应用信
息、网络类型、参数权
限、获取任务信息、读
取手机状态

SDK自动收集 https://docs.getui.com/privacy/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微信支付 SDK 用于在线购买增值服务
购买简历置顶等商业化
产品服务

网络状态、WIFI 状
态、手机状态、设备版
本、系统版本、生成
ID、手机样式、手机名

IDFA

SDK自动收集 https://render.alipay.co m/p/c/k2cx0tg8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支付 SDK 用于在线购买增值服务
购买简历置顶等商业化
产品服务

网络状态、设备版本、
系统版本、生成 ID、
手机样式、手机名

IDFA

SDK自动收集 https://render.alipay.co m/p/c/k2cx0tg8

关联 APP

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使用目的 使用场景

第三方会收集的个人
信息类型

共享方式 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北京网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联招聘 内部数据库共享
注册、登录、创建/修
改简历、职位投递

账号信息、简历内容、
职位投递数据

内部数据库共享 https://rd6.zhaopin.com/aboutus/legal/privacy

https://manual.sensorsdata.cn/sa/latest/tech_sdk_client_privacy_policy-22255998.html
https://manual.sensorsdata.cn/sa/latest/tech_sdk_client_privacy_policy-222559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