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申请表寄送至以
下地址:

或者请发送邮件至:
contact@gcaai.org

或者请通过官方网站
gcaai.org 在线申请

Deutsch-Chinesischer Verein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e.V. (VR 36510 B)
c/o. Kashif Rasul
Chausseestr 37 D2
10115 Berlin, Deutschland

GCAAI 正式会员申请表
姓（中文+拼音）

名（中文+拼音）

曾用名（中文+拼音）

职位/头衔

生日

手机或座机号码

E-mail

公司

学校

领英账号

微信

脸书

街道/门牌号

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兴趣点：







邮编/城市/国家
您愿意作为志愿者支持协会组织活动，或者在
以后的活动中作为受邀嘉宾做公开报告吗？




是的，我愿意做志愿者。
是的，我可以在以后活动中作报告。
不， 我对二者皆没兴趣。

最前沿的 AI 技术
AI 在传统行业的普及推广
AI 在跨领域、跨国间的合作
开源 AI 社区的建设与维护
AI 伦理和公平性的探讨
AI 在国家战略、统一标准、政策制定
方向上的进展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

德中人工智能协会(德国注册协会 VR36510B)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所以会员费以及捐赠是免税的。您的会员资
格开始生效始于协会账户接收到您的会费转账，或者收到您年底之前提交的 SEPA 直接借记授权同意的签名文
件。

我愿意支付会员费(请勾选合适您的选项):




20 欧一年，普通会员

地点/日期

10 欧一年，学生会员/社会工作人员

签名

 我确认我已经阅读并同意附件中的数据保护协议。
 我特此申请加入德中人工智能协会 GCAAI （e.V. VR 36510 B）。我同意我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
件地址以及以上提供的信息存储在受密码保护的网络数据库中（gcaai.org 的内部页面）。协会成员，GCAAI 员
工和附属人员可以访问它们。该数据不可以透露给第三方。

地点/日期

签名

支付声明


我会转账至协会账户：

IBAN: DE12 8306 5408 0004 1075 86
BIC: GENODEF1SLR
Bank: VR-Bank ABG-Land / Skatbank
Beneficiency: Deutsch-Chinesischer Verein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e.V.
Address: Deutsch-Chinesischer Verein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e.V. (VR 36510 B)
c/o. Kashif Rasul, Chausseestr 37 D2, 10115 Berlin, Germany
签名

地点/日期


直接扣除会员费的 SEPA 直接抽款声明
GCAAI 的债权人 ID：DE41ZZZ00002149139
授权参考是您的会员编号，将与第一次直接付款关联
我授权 Deutsch-Chinesischer Vereinzur KünstlichenIntelligenz e.V. （VR 36510B，税号: 27/663/642725）通过
直接借记从我的账户中收取会员费。 同时，我指示我的信用机构将 GCAAI 提取的直接借记款从我的账户
提取。 备注：我明白可以在借记日期的八周内申请退还扣款金额。 我知道上述抽款将在每年 10 月 15 日
进行。 通过直接借记收集。我的银行也已知情同意。
持卡人姓名 (中文+拼音)

IBAN

地点/日期

持卡人生日 (日/月/年)

BIC

发卡行/信用机构

签名

隐私保护条款
德中人工智能协会 ("GCAAI"或者“我们”), c/o Dr. Kashif Rasul, Chausseestr. 37 D 2, 10115 Berlin,对您的会员个人信息数据进行操作。在此，根据欧盟数据
保护基本法条(DS-GVO)第 13 条，通知您在您使用 GCAAI 服务时收集、使用、泄露个人数据的相关政策以及您可以做出的与这些数据相关的选择。
数据处理和数据保护负责人的详细联络信息
德中人工智能协会（Deutsch-Chinesischer Verein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e.V., c/o Dr. Kashif Rasul, Chausseestr. 37 D 2, 10115 Berlin, contact@gcaai.org）
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法规(DS-GVO)第 4 条第 7 段对网站数据负责。
您可以随时通过邮件 contact@gcaai.org 或者邮寄地址 "The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Deutsch-Chinesischer Verein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e.V., c/o Dr.
Kashif Rasul, Chausseestr. 37 D 2, 10115 Berlin" 对我们的数据保护过程进行查询.
个人数据的类型和处理目的
依据欧盟数据保护基本规定(DSGVO)和联邦数据保护法(BDSG-neu)， 我们根据 DS-GVO 第 4 条处理个人数据，并根据 DS-GVO 第 9 条处理特殊的个人数
据 (比如 个人兴趣信息):
我们根据 DS-GVO 第 9 条 第 2 段，d),在合法活动范围内的适当保证的基础上处理特殊的个人数据（如个人兴趣）。并且在您的允许下根据 DS-GVO 第
9 条第 2 段，a) 或者第 6 条处理这些数据。
如果您允许我们以具体目的处理您个人数据（数据传输，查询处理，信息活动的邀请等）， 该处理的合法性将基于您的同意和许可。
您可以随时撤销对我们处理数据的许可， 请注意，撤销仅在申请后生效。申请撤销前的处理不受撤销请求的影响。
个人数据的接收者
在 GCAAI 内部, 有权访问您的数据的成员必须要能够回复您的关于数据的查询和请求，并且是具备会员资格并遵守协会法定章程。我们使用的相关数
据处理器必须保证符合欧盟数据保护基本法规/联邦数据保护法的要求，才可以对数据进行收集。
数据存储
我们使用 Amazon AWS S3 和 Google Drive 对您的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我们在您持有 GCAAI 会员资格的过程中对您的注册数据进行保留，在您的会员资
格到期或失效后，我们将对您的注册数据从 AWS S3 和 Google Drive 上删除。
对 Cookies 的使用

我们不使用 Cookies 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用户数据。
数据传输至其他国家
数据传输和存储时需要用到 Amazon AWS 以及 Google Drive，存储服务器有可能在欧盟或者换欧洲经济体国家之外，因此数据存储于其他国家有可能
发生。
如果您在德国以外的地区并且向网站提供数据，请注意我们会传输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到德国并且进行存储和处理。
只有您同意该数据传输的意见，才能拿说明您对本隐私保护条例的许可。
德中人工智能协会 会采取所有足够合理的步骤来保证您的数据被安全地处理。只有在您的数据的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被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才会被
传输至其他服务器。
数据处理要求
我们只在满足以上提到的目的或者实用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存储和处理您的数据。
商业文档，捐献支付，贡献支付均需符合相关合法需求。
如果您希望您的数据被删除，我们将立即删除您的数据，除非该数据处于法律保留期，禁止被删除。
自动决策或解析
我们不会对您的数据进行自动决策或解析。
您做为数据主体所拥有的权利
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法 DS-GVO，您拥有以下权限：

对于处理您数据的信息知晓权。

对于您的数据的更正和删除的权利。



对于数据处理（仅限存储）进行限制的权利。
反对数据被处理的权利。




数据转换的权利。
在未来，撤回您被给与的授权的权利。



向数据保护监督机构投诉的权利， 您的监管当局所在地即为您的居住地。

信息的收集与使用
我们使用您的数据以提供服务和改进服务。在使用系统提供的服务时，您已服从该协议且同意我们对于信息的收集或使用。
我们根据不同的用途收集不同种类的数据以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数据收集的种类
个人数据
当您使用我们的服务时，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确定的个人身份信息，以识别您的信息以便联系并且辨别你的身份。
我们会收集的个人数据包括：邮箱地址，姓名、地址、头衔、电话号码、生日、公司、学校、社交网络、个人兴趣、账户信息。
数据使用
德中人工智能协会基于不同的目的收集数据：

用于提供和维护服务。

用于通知您关于我们服务的变化。



用于允许您参与我们服务的交互。
用于提供用户关怀及保障。



用于提供对于有价值的信息分析，使我们可以改进服务。




用于监控对于服务的使用。
用于检测，预防和解决技术问题。

数据公开
德中人工智能协会在在保证该项操作是合法的（如下所示）的前提下可以公开您的数据，公开数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服从法律义务。

为了保护和维护德中人工智能协会的权利或财产。



为了防止或调查与服务有关的可能的错误行为。
为了保护公共用户和服务用户的个人安全。



为了保护法律责任。

数据的安全性
您的数据的安全性对于我们非常重要，但是请记住，没有任何一种网络传输方法或电子存储方法是 100%安全的。当我们用商业上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来保护您的个人数据时，我们不能确保这是绝对安全的。
对于本隐私保护的修改
我们可能会对隐私保护协议做更新或修改。如果该协议有任何变更，我们将在页面上发布新的隐私保护协议并且让您知道。
在改变隐私保护协议之前，我们将通过邮件，或在我们网站服务的显眼位置让您提前知道新的隐私保护协议的具体内容和生效时间。
我们建议您实时查看该隐私保护内容的改变，在隐私保护协议在网站上公布时即生效。
联系我们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您明确您的权利。如果您对数据保护规定需要更多信息，请通过 contact@gcaai.org 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