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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僅供參考，文義如與英文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链接）。 

網站條款及細則 

介紹 

1. 這些條款及細則（網站條款）列出了您訪問和使用 www.sharecredit.co.uk 的條款和條件，包

括任何子網站，移動網站或應用程序（網站）。 如果您不同意這些網站條款，則必須停止使

用本網站。 使用本網站，即表示您同意受這些網站條款的約束。 

2. 除“網站條款”外，您還將受到以下方面的約束： 

a. 我們的隱私政策規定了我們如何收集，存儲和處理用戶提供的個人數據以及我們如

何使用 Cookie（請參閱鏈接）； 

並且，如果您成為註冊用戶（User），則以下內容同樣適用： 

b. 我們的平台條款和條件（平台條款）（鏈接）； 

 

c. 您通過本網站與任何其他用戶（無論是貸方，借方，捐贈方還是受贈方）簽訂的任

何協議的特定條款和條件。 

3. ShareCredit 是 Share Credit Limited 的商業名稱，Share Credit Limited 是在英格蘭和威爾士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註冊號為 09540341，註冊地址為倫敦銀行街 40 號 18 樓，郵編 E14 5NR

（以下簡稱 ShareCredit 或者我們）。 

4. ShareCredit 運營借貸平台，以及不時提供的任何輔助或其他服務（“我們的服務”）用於通過

網站進行個人和企業借貸，。 

5. 在提供服務時，我們充當中介人。除非有明確的標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披露有關我們

利益的所有相關信息），否則我們不會購買，出售或轉售網站上列出的任何產品，服務或財產。

我們從不向任何用戶提供建議或意見。 

6. 我們將不時更新網站條款，因此請定期查看此頁面。如果您不同意任何後續更改，則必須立

即停止使用本網站。 

7. 為方便用戶起見，本網站上的這些網站條款和其他文件可能翻譯為英文以外的其他語言。如

果其他語言版本與英文版本發生衝突，則以本網站條款以及本網站上的所有其他文檔的英語版

本為準。 

https://www.sharecredit.co.uk/pf1B0_TermsConditions.aspx
https://www.sharecredit.co.uk/pf1D0_Privacy.aspx
https://www.sharecredit.co.uk/pdf/Platform%20Terms%20and%20Condi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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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我們的承諾  

8. 通過接受這些網站條款您承諾、聲明並保證，您在註冊帳戶時提供或將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

真實，完整，最新和正確的。 您同意如有任何信息更改將及時通知我們。 

用戶內容 

9. 上傳到網站的任何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要約的詳細信息或用戶就任何要約發表的評論，即為

用戶內容。 

10. 上載用戶內容的用戶保留該用戶內容的所有知識產權，並授予 ShareCredit 不可撤銷的ˎ全

球性的ˎ可轉讓的ˎ永久的ˎ免版稅的ˎ可再許可的ˎ非排他性許可權給 ShareCredit 無論是現在，還

是將來，無論是面向公共，還是在任何司法管轄區的任何媒體上，使用ˎ修改ˎ發布ˎ傳播ˎ翻譯

或顯示任何或所有此類用戶內容（“ShareCredit 特許權”）。ShareCredit 特許權應擴展到用戶內

容，包括任何標識，商標，圖像，肖像和/或傳記材料。 

11. ShareCredit 沒有義務識別任何用戶或承認用戶對任何用戶內容的所有權，但可以視需要這

樣做。 

12. ShareCredit 向每個用戶授予不可撤銷的，永久的，全球性的，免版稅的許可，以查看，下

載，傳播（受以下條款約束）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任何用戶內容，以利用本網站服務（“用戶特

許權”），但前提是任何用戶對此類用戶內容的使用僅限於非商業用途，並且此類用戶內容的

任何傳播均明確地確認此類用戶內容歸相關用戶所有並由 ShareCredit 許可。 

13. ShareCredit 及其與網站相關的圖形，徽標，圖標和服務名稱是 ShareCredit 的註冊和未註冊

商標或商業外觀。未經我們事先明確的書面許可，不得使用它們。 

14.與本網站有關的所有其他非 ShareCredit 擁有的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這些所有者

可能或可能不與 ShareCredit 關聯，連接或有贊助關係。 

對用戶內容許可權的限制  

15. 每位用戶特此向 ShareCredit 和所有其他用戶表示並保證，就他們上載到網站和/或通過網

站傳輸給任何用戶的所有事項而言，這些信息應： 

a. 此類用戶有權發布此類材料， 

 

b. 關於任何貸款要約，由用戶上傳的此類用戶內容僅與用戶或其業務有關； 

 

c. 此類用戶內容在網站上的發布不太可能使 ShareCredit 的聲譽受到損害；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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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此類用戶內容： 

I.  準確無誤，不會誤導； 

II.  合理預期在可能會看到此類用戶內容的任何司法管轄區中均不屬非法； 

III. 不助長任何非法活動； 

IV.  不助長恐怖主義或協助任何人犯下或促使犯下任何恐怖主義行為； 

V.  不鼓勵或促進任何政治目的或從屬關係； 

VI.  不具有色情，露骨，暴力，令人反感或淫穢的性質； 

VII. 不促進對任何個人或人群的種族主義，偏執，仇恨或任何形式的身體傷害； 

VIII. 不包含關於任何生者或死者的誹謗或其他不實陳述； 

IX.  不騷擾或提倡任何人的騷擾行為； 

X.  不描繪任何未滿 18 歲的人； 

XI.  不太可能對此類用戶內容的任何觀看者構成犯罪； 

XII. 不促進或涉及任何傳銷計劃，競賽，彩票，抽獎或易貨活動；和 

XIII. 不太可能導致查看者認為該用戶與 ShareCredit有關，由其授權或以其他方式代

表 ShareCredit。 

監管用戶內容  

16. ShareCredit 有權刪除任何用戶內容，恕不另行通知，且無需給出任何理由。 

17. ShareCredit 可以向查看或查看了該用戶內容的任何國家的任何警察或司法機關提供有關任

何非法或潛在非法用戶內容的來源的信息，每個用戶特此不可撤銷地授權 ShareCredit 提供此

類信息。 

18.如果您認為在網站上查看的任何用戶內容違反了上述任何限制，則您同意盡快將此類用戶

內容報告給 ShareCredit。 

責任與用戶內容  

19. ShareCredit 對網站上的用戶內容概不負責；對於任何用戶內容，ShareCredit 均不做任何陳

述，也不提供任何保證，並且對於因使用本網站所列或提及的任何用戶內容而導致的任何形式

的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 

20.每個用戶應對其上載的所有用戶內容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無條件承擔此類責任。用

戶不得要求 ShareCredit 在發布任何用戶內容後刪除，修改或移除任何用戶內容。 ShareCredit

保留修改，刪除或移除部分或全部用戶內容的權利。 

網站內容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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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網站或任何信息渠道中或任何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的所有內容均屬於 ShareCredit 或已由

第三方授權給 ShareCredit。 

您使用本網站的權利和適用於本網站的條件  

22. ShareCredit 授予您有限的，可終止的，不可轉讓的，可撤銷的許可，以使用和顯示內容： 

a. 供個人使用； 

b. 為了使用網站條款中預期的服務；和 

c. 通過將此類 ShareCredit 網站內容下載到一台計算機，和/或打印此類 ShareCredit 內容

的一份副本；和/或在一台計算機上觀看任何視頻或圖像，在每種情況下，前提是不得

更改任何 ShareCredit 內容的格式和顯示，並且在本網站該 ShareCredit 內容的版本上

包含的任何版權聲明，免責聲明或風險警告聲明，均保持清晰可見。 

23. 通過使用本網站，您承認並同意，如果法律要求或認為保存或披露對於以下目的是必要的，

ShareCredit 可以保留或披露用戶內容以及您的信息： 

a. 識別您（或任何其他人）聲稱受到侵犯的版權作品或其他知識產權； 

b. 識別您（或任何其他人）聲稱侵權的任何用戶內容，並提供足夠的詳細信息，以便我

們可以在網站上找到它； 

c. 確認您（或任何其他人）聲明所顯示的用戶內容未經版權所有者，其代理或法律授權；

和 

d. 確認您（或任何其他人）聲明： 

i. 以上信息準確無誤；并且 

ii. 您（或任何其他人）是所涉及的版權利益的所有者，或者您（或任何其他人）被授

權代表該所有者行事。 

24. 您不得侵犯或試圖侵犯其他網站用戶的隱私或權利，或獲取和/或存儲有關他們的個人信息。 

網站所有權 

25. ShareCredit 是本網站的唯一所有者，包括任何軟件，域名，設計，文本，圖形，并且獲得

與本網站相關的所有軟件和源代碼（用戶內容除外）的唯一專有許可。 ShareCredit 授予您有

限許可，僅可按照網站條款中的規定使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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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網站受英國和國際版權，商標，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法的保護。 在沒有限制的情況下，

這意味著您未經 ShareCredit 的事先明確書面同意，不得出售，出口，許可，修改，複製，分

發或傳播本網站（或其任何部分）或通過本網站提供的任何材料。 

網站上的要約  

27. 在網站上包含要約並不意味著 ShareCredit 會提出任何建議，也不意味著 ShareCredit 認為

要約將成功或證明是合適的投資，可靠的貸款或借款機會。 您必須運用自己的技能和判斷力

來決定是否參與任何要約。 

28. 我們不提供有關要約的建議，如果不確定，您應在決定是否接受要約之前或有任何疑問或

不理解要約時，從有資質的人員處獲得獨立建議。 

29. 您承認並同意，在考慮對任何要約作出承諾時，應對自己的盡職調查負責。 

責任排除 

30. 我們不排除由於 ShareCredit 的任何重大過失，欺詐或欺詐性虛假陳述而造成的死亡或人身

傷害責任。 

31. 我們對以下事項不承擔任何責任： 

a. 本網站上的任何錯誤或遺漏； 

b. 與用於訪問網站的任何設備有關的任何故障； 

c. 任何限製或阻止訪問網站的帶寬限制； 

d. 網站上的任何故障（包括但不限於訪問網站的能力），延遲或中斷； 

e. 由於使用網站和/或服務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害； 

f. 網站用戶的任何行為；和 

g. 對第三方軟件或服務的任何使用。 

32. ShareCredit，其股東，董事，高級職員，僱員或代理人均不對因使用本網站或本網站條款

或與之相關而引起的使用損失或任何特殊，偶然，間接或後果性的損害負責，無論您是否已告

知我們可能的損失。 

33. 您承認並同意，ShareCredit 對用戶在網站上發布的任何信息的準確性不承擔任何責任，也

不保證網站上顯示的任何信息的準確性，真實性或完整性。對於您或任何第三方由於網站上顯

示的信息不正確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傷害，困擾或損害，ShareCredit 尤其不承擔任何責任。 

34. 網站及其顯示的任何用戶內容可能包含事實，觀點，意見，建議和建議。這些觀點，觀點，

建議和建議不是 ShareCredit 的觀點，也不為 ShareCredit 所認可。如果任何用戶內容是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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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不完整或不正確，ShareCredit不承擔任何責任。同樣，萬一任何事實不正確或具有誤導

性，ShareCredit 概不負責。 

安全 

35.我們使用技術和其他措施來保護您的個人信息和用戶內容免遭未經授權的使用，但我們不

保證未經授權的第三方將永遠無法規避這些措施。您承認自己提供個人信息和用戶內容的風險

自負。 

電子通訊與書面形式  

36. 通過下載和/或使用網站和/或通過網站提供的材料，您同意接受 ShareCredit 的電子通信和

通知。您同意我們以電子方式發送給您的任何通知，協議，披露或其他通訊將滿足任何法律通

訊要求，包括此類通訊必須為書面形式。 

第三方軟件 

37. 您可能需要下載並激活某些第三方軟件，才能使用網站上提供的某些 ShareCredit 內容。您

將獲得明確通知此類第三方軟件。為了使用此類第三方軟件，您將必須接受此類第三方軟件提

供商的條款。您承認我們對此類第三方軟件不承擔任何責任或控制。 

網站上的第三方鏈接  

38. 本網站可能包含指向第三方網站的鏈接。網站上包含的任何鏈接均不構成該第三方網站的

建議或該第三方網站無病毒且可以安全使用的保證。如果您決定訪問任何第三方網站或服務，

則完全由您自擔風險。 

39. 請注意，您提供給第三方網站的任何個人信息將根據該網站的隱私政策進行處理。在披露

任何個人信息之前，請確保您已閱讀其隱私政策。 

鏈接到本網站  

40. 基於以下條件，您可以鏈接到本網站： 

a. 您不會以剪切或以其他任何改變網站外觀的方式顯示網站的任何頁面；和 

b. 您不會歪曲您與 ShareCredit 的任何關係，尤其是未經我們事先書面同意，您不會聲明

與我們的關係或聲稱被 ShareCredit 認可。 

41. ShareCredit 保留權利，隨時通過通知撤回任鏈接到本網站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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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 

42. 如果您對我們提供的服務有任何投訴，請使用網站上提供的聯繫方式或通過

support@sharecredit.co.uk 與我們聯繫。 

43. 如 果 您 對 任 何 其 他 用 戶 有 任 何 投 訴 ， 請 使 用 網 站 上 提 供 的 聯 繫 方 式 或

support@sharecredit.co.uk 與我們聯繫。 

44. 根據您使用的服務類型，您可能擁有其他權利，包括賠償權。根據金融服務補償計劃，您

通常無權獲得賠償，也不會僅由於提出要約的公司隨後破產或資不抵債，而獲得賠償。 

適當的法律和管轄權  

45. 本網站條款適用於所使用服務或其主題或形式的特定條款和條件（包括非合同爭議或索賠）

或網站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索賠，爭議或爭議。 ShareCredit 的廣告或您與 ShareCredit 之

間的任何相關交易應受英國法律管轄並解釋。 

46. 由此類事項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或主張（包括非合同性爭議或主張），均應受英格

蘭和威爾士法院的專屬管轄。 

終止您使用本網站的權利  

47. ShareCredit 可能會隨時更改或中止您對本網站和/或任何服務的使用，恕不另行通知。 

ShareCredit 保留隨時出於任何原因終止您對本網站的使用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48. 萬一終止，ShareCredit 沒有義務轉移給您或允許您查看您上傳到網站的任何用戶內容。 

49. 在終止的情況下，該用戶對於本網站的任何其他用戶以及網站服務的任何應付款項依舊照

付。 

第三方權利 

50. 本網站條款係您與ShareCredit之間達成的協議。根據1999年《合同（第三方權利）法》，

任何其他人均不具有根據本網站條款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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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規定 

51. 如果任何法院或主管當局裁定本網站條款或適用於所使用服務的特定條款和條件的任何條

款在任何程度上被認為是無效，非法或不可執行的，則該條款僅在此程度上，從其餘條款中刪

除，其餘條款應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繼續有效。 

52. 標題僅供參考，絕不能定義，限制，解釋或描述該節的範圍。 

53. ShareCredit 未能執行任何本網站條款或適用於所使用服務的特定條款和條件的任何規定，

並不構成對該條款或任何其他條款的放棄，並且不會免除您遵守此類規定的義務。 

54. 根據本網站條款或適用於所使用服務的特定條款和條件，您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轉讓，轉

移，收費，分包或交易您的全部或任何權利。 

55. 本網站條款和適用於所使用服務的特定條款和條件闡明了您與 ShareCredit 之間關於本網站

條款的全部理解和協議。 

定義 

56. 以下詞匯或短語應具有以下含義： 

• 知識產權：專利權，發明權，版權及相關權利，商標，商品名稱和域名，獲取權，商

譽權或冒充商標權，不正當競爭權，外觀設計權，計算機軟件，數據庫權利，地貌權，

機密信息權（包括專有技術和商業秘密）以及任何其他知識產權（無論是已註冊還是

未註冊），並包括所有申請（或申請權）和續訂權或這些權利以及所有類似或同等的

權利或保護形式的擴展，現在或將來可能存在於世界任何地方。 

• 要約：要約或作為借款方（就請求貸款的要約）或作為受贈人（就要約的捐贈）在網

站上列出的要約。 

57. 提及他或他的，應視為包括提及她，她的，他們，或他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