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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您是消费者，您可能拥有合同无法修改的某些法定权利。如果相关法律明确禁止进
行修改，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些许可条款中的任何条款均不会对这些法定权利产生修改作
用。如果法律要求将这些许可条款翻译成任何其它语言，那么在英文版本与其任何翻译版本存在
任何冲突或差异时，应以这些许可条款的英文版本为准。如果 RIM 向您提供的这些许可条款不
是英文版本，其原因只是为了您的方便。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协议

Research In Motion Limited 或其某家关联公司（“RIM”）荣幸地向您提供：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由 RIM 设计并提供，向 RIM 客户提供 RIM 之 BlackBerry 专有服务器软
件的某些功能，而 RIM 客户无需获取此类服务器软件。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包括 RIM 的
“BlackBerry 互联网服务”。使用 BlackBerry 互联网服务，让订阅者可以：(a) 将某些 ISP 或其他第
三方电子邮件账户集成于您的手持产品中，使之具备基于推送技术的发送功能；(b) 为您的手持产
品创建一个基于设备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 (c) 获取某些互联网内容和服务。BlackBerry 互联网服
务的电子邮件功能也被称为“我的电子邮件” (MyEmail)，“BlackBerry 互联网邮件”(BlackBerry 

Internet Mail) 和／或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专属的某个产品名称。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可能不支持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所有或部分内容，具体情况请与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联系。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是作为“BLACKBERRY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向您提供“服务”的，受经
此附录修订后的 RIM 标准 BLACKBERRY 软件许可协议 (“BBSLA”) 的条款约束。此附录及
BLACKBERRY 许可协议 (“BBSLA”) 统称为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以及使用该类服务时连
带使用之软件的“协议”。除非此处另有定义，否则此处所用的所有大写条款均应具有与 BBSLA 中
的上述大写条款相同的含义。该 BBSLA 与此附录一起，提供于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的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网站上。如果您刚刚获得了您的 BLACKBERRY 设备，该 BBSLA 的
当前版本便是您使用 BLACKBERRY 手持软件之前要求您同意的软件协议。如果您无论因任何原
因无法找到该 BBSLA 的当前版本，那么您可以访问 WWW.BLACKBERRY.COM/LEGAL 查看或
发邮件到 LEGALINFO@RIM.COM 与 RIM 联系。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或本协议存在任何问题或疑
问，请通过 LEGALINFO@RIM.COM 联系 RIM。

通过点击以下“我接受”同意这些许可条款后，您个人，或在您获得授权代表您的公司或其它机构
取得产消者服务的情况下，则是您所代表的实体（二者均称为“您”），同意接受本协议的约束。
请注意，同意此协议，您必须达到您所在地区的成年法定年龄。如果您未到成年法定年龄，您如
需获得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则必须由您的监护人同意此协议，并授权您作为“授权用户”
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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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激活或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前决定不同意此协议的条款，则您无权获得这些服
务，也无权使用与这些服务相关联的任何“软件”。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特定条款

1. “服务”的定义。为免生疑问，BlackBerry 据此提供的产消者服务是 BBSLA 下您 BlackBerry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2. 通讯服务供应商。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必须由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支持，获取这些服
务，您必须与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达成协议。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您并不向 RIM 支付任
何费用，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所有费用均支付给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若要获取支持，请联
系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RIM 不直接向终端用户提供支持。

3. 未授权使用。对于任何未经授权使用您的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事项，您必须立即通知
RIM。您同时还同意您将不会扰乱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功能，获取另一个终端用户的密码，
或进行干扰其他终端用户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其他行为。

4. 对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使用的限制／更改您同意 RIM 在不对您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
下，可以限制您对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使用，和／或对使用限制进行修改，同时可以对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进行更改，其中包括对任何现有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功能进行实质性
限制或降低的更改。在可行的情况下，RIM 将付出合理的努力，对这些限制和／或相应的修改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网站上发布通知，或依据 BBSLA 通知您。您同意将这些限制作为您持续
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条件。

5. 丢失／被盗／转让的手持产品。您的手持产品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识别号码，该号码用于
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与您的手持产品关联，从而将电子邮件或其他数据转至该手持产品。如果您
的手持产品丢失或被盗，或者您将您的手持产品转让给第三方（在 BBSLA 和您与您的通讯服务
供应商的协议允许的情况下），您必须立即登录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网站，取消您的电子邮件
地址与该手持产品的关联。

6. 备份／清除数据要求。除法律特别禁止的范围之外，RIM 对传送至您的手持产品的任何数
据概不负责。RIM 建议您定时备份您的手持产品上所有的电子邮件、内容和／或其他数据，RIM

并不保存此类数据。如果您转让您的手持产品（BBSLA 允许的情况下），您必须清除您的手持产
品上的所有数据，去除所有扩展存储器，否则，得到该手持产品的人将获得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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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法或不恰当使用。如 BBSLA 所进一步详述，您不能将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或您的
BlackBerry 解决方案的其他任何部分用于非法或不当用途，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任何电子欺
诈、网络钓鱼、滥发邮件、骚扰或版权侵犯活动。在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时，遵守适用法
律法规是您的责任。如果 RIM 认定 BlackBerry 专业消费者服务的使用方式违反了此协议，RIM 

或其代理可能，但无义务，采取其认为恰当的任何负责任的行动。此类行动可能包括，但不仅限
于，临时或永久删除内容、阻断或部分阻断互联网传输，即时暂停或终止所有或部分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及此协议。RIM 对此类应对性行动概不以任何方式承担责任。以上所描述的行动并不
是 RIM 的排他性补救方式，RIM 还可能采取任何其认为恰当的其他合法、公正或技术性行动。

8. “按现状”及“根据供应情况”，不适用于关键任务目的。与 BlackBerry 企业软件不同，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不对数据传输加密。如 BBSLA 所进一步详述,无线服务并无故障保护功
能，不应用于关键任务目的或需要故障保护的应用；在适用法律许可范围内，如 BBSLA 所进一
步详述，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按现状”及“根据供应情况”提供。RIM 无法保证，也不保证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连续、不中断、及时、安全或无误。RIM 保留维修或暂停 BlackBerry 产消
者服务来定期的修复软件问题、安装升级、以及对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作出诊断及维修的权
利，这些活动将在一定时间内限制 RIM 提供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的能力。

9. 第三方网站、软件、服务和内容您承认并同意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使您能够访问第三方
内容、第三方网站、第三方软件及第三方服务，包括并不仅限于您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访
问的任何第三方电子邮件服务。如 BBSLA 所进一步详述，您承认并同意 RIM 对您在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时访问或获取的任何第三方内容、第三方网站、第三方软件或第三方服务
概不负责，且您对在互联网站上达成的任何协议均须负责。当您在使用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与
第三方互动时，公开您自己或别人的个人信息时需愈加小心。

10. 同意收集个人信息。除在 BBSLA 中的个人信息收集相关的规定之外，您还授权，只要在
RIM 认为需要的情况下，RIM 可收集、使用和保存您与第三方电子邮件服务相关的个人信息（但
时间不能长于适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您每个第三方电子邮件服务账户的
用户 ID 和密码，并可将同样的内容透露给适用第三方电子邮件提供商，用于激活、开账单、服
务提供、维护和关闭服务之目的。

11. 冲突。如果此附录的任何条款及条件与 BBSLA 的条款及条件或 BBSLA 的任何其它附录
或修订发生冲突，不符方面应以这些条款及条件为准，但仅限适用于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

我已经阅读包括此附录和 BBSLA 在内的本协议，已准备并得到授权根据此附录和 BBSLA 中的条
款与条件达成 BlackBerry 产消者服务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