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福尼亚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接纳表  
就业

完成和提交本《接纳表》将启动与公平就业和住房部（DFEH）的代表的访谈。《接纳表》不是
提交的投诉。 DFEH代表将确定是否可以接受投诉进行调查。您提交本文件，即确认您已阅读并
同意DFEH的《隐私政策》。

投诉人: 

名称: 电话号码： 

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城市/州/邮政编码: 

是 否 在投诉过程中您是否需要一名口译员？

 如果是，请指明语言 

被告 

名称: 电话号码： 

地址: 

城市/州/邮政编码: 

员工人数: 

雇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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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名共同被告: 

名称: 

标题: 

地址: 

电话号码： 

伤害日期: 

伤害的第一天(月/日/年): 

最后的伤害日期 (月/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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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主张我遭到过: 歧视 骚扰 

因为我的实际或感知的: 

年龄（40岁以上）

祖籍

与受保护类的人相关联 

肤色

残障（身体或精神）

家庭护理和医疗假（CFRA）（5人或5人以上的雇主）包括雇员或家庭成员的严重健康情
况、儿童维系和军事紧急情况。

性别认同或表达

遗传信息或特征

婚姻状况

医疗状况（癌症或遗传特征）

军人和退伍军人身份

原国籍（包括语言限制）

种族

宗教信仰（包括着装和修饰的做法）

怀孕、分娩、哺乳或相关疾病

性/性别

性骚扰 - 敌对环境

性骚扰 - 交换

性取向

其他（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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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被: 

惩戒

停职

解雇

报复 

其他（说明）  

我主张我遭到过: 
因为我: 

问及不允许的与工作无关的问题 

降级 

否认不受歧视及/或报复的工作环境  

拒绝怀孕的便利安排 

拒绝宗教信仰的便利安排 

拒绝任何就业福利或特权 

拒绝在怀孕残疾假期间雇主支付的医疗保健 

已拒绝同工同酬 (包括违反同工同酬法律)  

拒绝家庭护理和医疗假（CFRA）（5人或5人以上的雇主）包括雇员或家庭成员的严重健

康情况、儿童维系和军事紧急情况。

拒绝雇用或晋升 

拒绝或被迫调职  

拒绝提供合理的残障便利   

否认穿裤子的权利  

被拒绝的工作机会或任务  

被迫辞职 

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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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证人参与了歧视或骚扰投诉 

报告了或抵制了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  

举报了虐待患者的情况（仅限医院员工）

要求或使用的残障相关的便利  

要求或使用了与怀孕残障相关的便利  

要求或使用的宗教便利   

要求或使用家庭护理和医疗假（CFRA）（5人或5人以上的雇主）包括雇员或家庭
成员的严重健康情况、儿童维系和军事紧急情况。



因此，我被: 

惩戒

停职

解雇

其他（说明） 

2. 您是否有同意在本案中代表您的律师？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律师的联系信息。

投诉人的代表信息 

律师姓名:  

律师事务所名称:  

律师地址:  

律师城市，州和邮编: 

问及不允许的与工作无关的问题

降级

否认不受歧视及/或报复的工作环境

拒绝怀孕的便利安排

拒绝宗教信仰的便利安排

拒绝任何就业福利或特权

拒绝在怀孕残疾假期间雇主支付的医疗保健

已拒绝同工同酬 (包括违反同工同酬法律) 

拒绝家庭护理和医疗假（CFRA）（5人或5人以上的雇主）包括雇员或家庭成员的严重健

康情况、儿童维系和军事紧急情况。

拒绝雇用或晋升

拒绝或被迫调职

拒绝提供合理的残障便利

否认穿裤子的权利

被拒绝的工作机会或任务

被迫辞职

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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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要描述您认为歧视、骚扰或报复的原因。（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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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信息
这些信息是可选的，仅用于统计目的。 

生日: 主要语言: 

性别/性别认同: 

男 女 其他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 同居 离婚 

种族:

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或阿拉斯
加原住民 
亚裔 
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白人
其他

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种族: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原国籍:

阿富汗人
美国人[U.S.A]
亚洲 印度人
孟加拉国人
柬埔寨人
加拿大人
中国人
古巴人
多明尼加人
埃及人
英国人
埃塞俄比亚人
斐济人
菲律宾人

德国人

加纳人

关岛人

海地人

夏威夷人

苗族人

印度尼西亚人

伊朗人

伊拉克人

爱尔兰人

以色列人

意大利人

牙买加人  

日本人

韩国人

老挝人

黎巴嫩人

马来西亚人

墨西哥人

尼日利亚人

其他 

其他非洲人

其他亚洲人

其他加勒比人

其他欧洲人

其他西班牙裔/拉丁裔 

其他中东人
巴基斯坦人

波多黎各人

萨尔瓦多人

萨摩亚人

斯里兰卡人

叙利亚人

台湾人

泰国人

汤加人

越南人

非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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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 

艾滋病或艾滋病毒

血液/循环

大脑/神经/肌肉

消化/泌尿/生殖

听力

心脏 

宗教: 

不可知论

无神论者

巴哈

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儒家

印度教

伊斯兰教

耶和华见证人

犹太教

新异教

四肢[手臂/腿]

心理

视力

言语/呼吸

脊柱/背部/呼吸

其他残障  

没有信仰

新教

原始土著

贵格会

拉斯特法里

招魂

神道

锡克教

道教

一神论，普遍主义

拜火教

其他

人口统计信息
这些信息是可选的，仅用于统计目的。 

性取向:

直接或异性恋 同性恋或女同性恋 双性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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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隐私政策

加利福尼亚州公平就业与住房部（DFEH）已采纳了本《隐私政策》，于2017年1月1日生
效。DFEH重视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并致力于保护您的隐私权。DFEH只寻求收集有关
的个人信息，使我们能够协助您调查和解决《加州政府法规》11135、12900等节、以及《加
州民法》51、51.7、52.5 和 54等节规定的歧视投诉。

我们收集的所有个人信息均受《1977年加州信息实践法》（《民事法规》1798-1798.78节），
《政府法规》11015.5和11019.9节以及《加州公共记录法》（《政府法规》6250等节）。

下面概述了我们的在线《隐私政策和通知》：

• 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法定权力
• 披露和共享
• 您提交给我们的信息会如何处理？
• 小型文字档案
• 链接
• 公开披露
• 未成年人
• 安全
• 存取和更正您的个人信息
• 如果您对本政策有任何疑问，如何与我们联系
• 我们的《隐私政策》的变更
• 生效日期

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法定权力

我们收集可能与特定人员直接相关的信息。我们称之为“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
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我们通过合法的方式收集想要向DFEH投诉的个人的这些个人信息。我们
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管辖权，并对任何侵犯公民权利的指控进行调查。如果您要提出投诉，则
需要根据《加州政府法规》11135、12900等节，以及《加州民法》51、51.7、52.5和54等节
向我们提供充足的信息。  

披露和共享 

我们不会出售您的个人信息。《政府法规》11015.5款（6）段禁止DFEH和所有州政府机构在
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向任何第三方分发或出售任何通过电子方式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通过
电子方式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分发将仅用于提供给我们的目的，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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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分享您的个人信息：

1. 您给予我们许可。

2. 我们收到有合法授权的一方的获取信息的请求，如传票

3. 根据法律的授权，信息被移交给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美国劳
工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美国卫生与人民服务部、美国教育部、美国司法部或加利
福尼亚州政府的任何分支机构，或具有类似的管辖权的任何其他地方或联邦机构。

4. 根据《加州公共记录法》，个人信息不得向公众披露，包括投诉文件中的指控

您提交给我们的信息会如何处理？

我们从您那里获得的个人信息将用于提供这些信息的目的：促进DFEH努力调查并尝试解决您提

交的非法歧视、骚扰及/或报复的指控。我们通过电子方式收集的关于访问我们网站的个人信

息，用于帮助我们改善用户体验以及我们网站的基本网络指标。

链接 

我们的网站可能包含互联网上由第三方拥有和运营的其他网站的链接。DFEH不控制这些网站的

隐私政策或做法。建议您在向这些第三方网站提供任何个人信息之前，先查看提供该网站的隐私

政策。DFEH不对任何链接的第三方网站的内容或行为负责，并且这些第三方网站仅仅是为了方

便访问者和向其提供信息而提供的。

小型文字档案

我们不收集浏览DFEH网站的个人的姓名、地址和电子邮件等信息。但是，当您访问我们的网站

时，您的计算机上可能会保存一个“小型文字档案”（“cookie”）。Cookie是在您的浏览器存储的

一小部分数据，可帮助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网站时识别您的独特计算机和您的偏好。DFEH自动收

集的信息可能包括使用的浏览器类型，您访问该网站的日期和时间以及访问的网页。收集这些信

息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以及基本的网络指标。该信息在 30天后被删除。这类电子信息收集是法

律允许的，并且免于根据《公共记录法》提出的要求。

访问我们的网站后，您可以拒绝Cookie或从计算机中删除Cookie文件。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管理

特定浏览器Cookie控制的说明。例如：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
• Macintosh Safari 浏览器
•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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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披露 

在加利福尼亚州，有确保政府开放、公众获得州政府拥有的适当的记录和信息的权利的法律。 同
时，公众获取公共记录的权利也有例外。

这些例外服务各种需求，包括维护个人隐私。州和联邦法律都有例外。在本网站收集的所有信息
成为公共记录，除非有法律豁免，否则可能会被公众检查和复制。如果本《隐私通知》与《公共
记录法》之间存在冲突，《信息实践法》及/或其他有关披露记录的法律、《公共记录法》、《信
息实践法》及/或其他适用法律将控制。

未成年人

我们认识到保护涉及的未成年人（18岁以下的人）的隐私的重要性。我们致力于保护未成年人的
隐私，不会有意识地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或通过我们的网站创建未成年人的个人资料。但
是，用户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在线或电子邮件中提交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将被视为由成人提交。 
DFEH强烈鼓励家长、监护人和成年人参与其子女或其他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活动，并在未成年人
被要求在线提供个人信息时提供指导。如果您认为未成年人向我们提供了个人信息，我们要求家
长或监护人与我们联系，电话号码是1-800-884-1684。

安全

DFEH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来保障和保护您的信息免遭未经授权的存取、披露和丢失。我们的政
策将存取个人信息的权限限制在对个人信息有确定业务需求的员工，包括那些直接涉及您的投诉
的提出、调查、解决及/或诉讼的人员。物理位于DFEH内的信息受到各种安全措施的保护，其中
可能包括使用加密软件来保护个人的个人信息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个人信息根据DFEH
的记录保存政策被销毁，我们只为了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而保留这些记录。我们对员工进行我们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程序和管理、以及采取预防措施和遵守个人信息发布的限制的培训。 

存取和更正您的个人信息

您有权查看我们收集的关于您的任何个人信息。如果您要求DFEH收集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我们将向您提供所要求的个人信息，并说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您可以通过
提交可信地显示错误的书面申请来要求更改您认为不正确的个人信息。如果您认为您的个人信息
被用于您提交时的目的之外的目的，您可以联系我们，以便我们纠正滥用情况。在所有情况下，
我们都会在授予存取权限或进行更正之前采取合理的步骤验证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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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本政策有任何疑问，如何与我们联系

如果您对本《隐私通知》中提供的信息有任何疑问或疑虑，您可以联系：  

DFEH Privacy Officer 
2218 Kausen Drive, Suite 100 
Elk Grove, CA 95758 
1-800-884-1684

我们的《隐私政策》的变更

我们可能会更新和修订我们的《隐私政策》。我们会在这个页面上发布任何隐私政策的变更。
如果变更很大，我们会提供一个更突出的通知。 

生效日期

201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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