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rollon.com 的 Cookie 政策 

 本⽂档告知⽤户帮助本⽹站实现下述⽬的的技术。在⽤户与本⽹站交互时，这些技术 
 允许所有者访问和存储信息（例如通过使⽤ Cookie），或使⽤⽤户设备上的资源（例 
 如通过运⾏脚本）。 

 为简单起⻅，所有此类技术在本⽂档中都定义为“追踪器”– 除⾮有理由加以区分。 
 例如，虽然 cookie 可以在⽹络和移动浏览器上使⽤，但在移动应⽤的背景下谈论 
 cookie 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们是基于浏览器的追踪器。出于这个原因，在本⽂档中， 
 术语“Cookie”仅⽤于专⻔表示特定类型追踪器的情况。 

 使⽤追踪器的某些⽬的也可能需要⽤户的同意。⽆论何时给予同意，都可以按照本⽂ 
 档中提供的说明随时⾃由撤回。 

 本⽹站使⽤由所有者直接管理的追踪器（所谓的“第⼀⽅”追踪器）和⽀持第三⽅（所 
 谓的“第三⽅”追踪器）提供服务的追踪器。除⾮本⽂档中另有规定，第三⽅提供商可 
 以访问由其管理的追踪器。 
 Cookie 和其他类似追踪器的有效期和过期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所有者或 
 相关提供商设置的使⽤期。其中⼀些在⽤户浏览会话终⽌时过期。 
 除了以下每个类别描述中所指定的内容，⽤户还可以在相应第三⽅提供商的链接隐私 
 政策中，或通过联系所有者，找到关于使⽤期说明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信息的更精确和 
 更新的信息，例如其他追踪器的存在。 

 本⽹站运营和服务交付绝对必要的活动 

 本⽹站使⽤所谓的“技术性”Cookie 和其他类似追踪器来开展运营或服务交付绝对必要 
 的活动。运营这些追踪器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希望以适当的技术⽅式安全地运营我们 
 的⽹站（GDPR 第 6 条 I 1 f）。 

 涉及使⽤追踪器的其他活动 

 从这⾥开始描述的所有追踪器（在“体验增强”、“测量”和“⽬标定向和⼴告”类别中，包 
 括它们各⾃的⼦类别）并⾮（仅仅）技术上需要，⽽且还⽤于优化我们的⽹站、了解 
 您的偏好、并⽤于追踪和/或分析⽬的。这些追踪器使⽤了基于您的明确同意（GDPR 
 第 6 条 I 1 f），对此，我们通过我们的同意管理提出要求，您可以随时撤销。但是，请 
 注意，不提供您的同意或稍后撤销同意，可能会导致对我们⽹站内容的访问受限。我 
 们使⽤的单个（种类）追踪器的⼯作原理将在以下章节中详细介绍。 

 体验增强 

 本⽹站使⽤追踪器，通过改善偏好管理选项的质量，以及⽀持与外部⽹络和平台的交 
 互，提供个性化的⽤户体验。 

 ●  显示来⾃外部平台的内容 

 这种类型的服务允许您直接从本⽹站的⻚⾯查看外部平台上托管的内容，并与 
 它们进⾏交互。 



 这种类型的服务可能仍然会收集服务安装⻚⾯的⽹络流量数据，即使⽤户不使 
 ⽤它。 

 YouTube 视频⼩部件（⾕歌公司） 

 YouTube 是⾕歌公司提供的视频内容可视化服务，允许本⽹站在其⻚⾯上包含此 
 类内容。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Vimeo 视频 (Vimeo，LLC) 

 Vimeo 是 Vimeo，LLC 提供的视频内容可视化服务，允许本⽹站在其⻚⾯上包含 
 此类内容。 

 处理的个⼈数据：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歌地图⼩部件（⾕歌公司） 

 ⾕歌地图是由⾕歌公司提供的地图可视化服务，允许本⽹站在其⻚⾯上包含此 
 类内容。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歌⽹站搜索（⾕歌公司） 

 ⾕歌⽹站搜索是由⾕歌公司提供的搜索引擎嵌⼊服务，允许本⽹站在其⻚⾯上 
 包含此类内容。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Xing (New Work SE) 

 Xing 是⼀个全球专业⽹络平台，允许本⽹站在其⻚⾯上包含此类内容。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个⼈基本数据、图⽚、 
 位置） 

 处理地点：欧盟 –  隐私政策 

 领英 (LinkedIn Ireland Ulimited Company) 

http://www.google.it/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vimeo.com/privacy
https://www.google.it/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
https://privacy.xing.com/de/datenschutzerklaerung


 领英是⼀个全球专业⽹络平台，允许本⽹站在其⻚⾯上包含此类内容。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个⼈基本数据、图⽚、 
 位置） 

 处理地点：美国、欧盟 –  隐私政策 

 测量 

 本⽹站使⽤追踪器来测量流量和分析⽤户⾏为，⽬的是改善服务。 

 ●  分析 

 本节中包含的服务使所有者能够监控和分析⽹络流量，并可⽤于追踪⽤户⾏ 
 为。 

 ⾕歌分析（⾕歌公司） 

 ⾕歌分析是由⾕歌公司（“⾕歌”）提供的⽹络分析服务。⾕歌利⽤收集的数据 
 来追踪和检查本⽹站的使⽤情况，准备关于其活动的报告，并与⾕歌的其他服 
 务共享。 
 ⾕歌可能会利⽤收集到的数据，对⾃⼰⼴告⽹络的⼴告进⾏语境化和个性化处 
 理。 

 处理的个⼈数据：根据⾕歌隐私政策的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 
 置。请注意，根据⾕歌的使⽤条款和隐私政策，不能排除⾕歌可能会将与您访 
 问我们⽹站有关的个⼈数据链接到您的⾕歌帐户，即使您在浏览我们的⽹站时 
 未登录该帐户）。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选择退出  。 

 Google Ad 转换追踪（⾕歌公司） 

 Google Ad 转换追踪是由⾕歌有限责任公司或⾕歌爱尔兰有限公司提供的分析服 
 务，根据访问本⽹站的位置，将 Google Ad ⼴告⽹络中的数据与本⽹站上执⾏的 
 操作联系起来。 

 处理的个⼈数据：根据⾕歌隐私政策的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 
 置）。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HubSpot Analy�cs (HubSpot, Inc.) 

 HubSpot Analy�cs 是由 HubSpot，Inc. 提供的分析服务。 

 处理的个⼈数据：根据 HubSpot 隐私政策的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 
 址、位置）。HubSpot 可⽤于将您浏览我们⽹站时的活动与我们可能处理的关于 
 您公司的数据联系起来。由于您以前使⽤过我们的⽹站和客户历史，通过连接 

https://de.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
https://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en
https://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确定贵公司可能对哪些产品和/或服务感兴趣，从⽽优化我 
 们的产品组合和⽹站。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选择退出  。 

 ●  匿名分析服务 

 本节中包含的服务允许所有者通过使⽤第三⽅追踪器，以匿名形式收集和管理 
 分析。 

 带有匿名 IP 的⾕歌分析（⾕歌公司） 

 ⾕歌分析是由⾕歌公司（“⾕歌”）提供的⽹络分析服务。⾕歌利⽤收集的数据 
 来追踪和检查本⽹站的使⽤情况，准备关于其活动的报告，并与⾕歌的其他服 
 务共享。 
 ⾕歌可能会利⽤收集到的数据，对⾃⼰⼴告⽹络的⼴告进⾏语境化和个性化处 
 理。 
 ⾕歌分析的这种集成匿名化了您的 IP 地址。它的⼯作原理是缩短欧盟成员国或 
 《欧洲经济区协定》其他缔约国的⽤户 IP 地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完整的 IP 
 地址才会发送到⾕歌服务器，并在美国境内缩短。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如前所述，并 
 根据⾕歌隐私政策进⾏了匿名化处理。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选择退出  。 

 ⽬标定向和⼴告 

 本⽹站使⽤追踪器根据⽤户⾏为提供个性化营销内容，并运营、服务和追踪⼴告。 

 ●  ⼴告 

 这种类型的服务允许⽤户数据⽤于⼴告传播⽬的。这些通信以横幅和其他⼴告 
 的形式显示在本⽹站上，可能基于⽤户的兴趣。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个⼈数据都⽤于此⽬的。信息和使⽤条件如下所示。 
 下⾯列出的某些服务可能会使⽤ Cookie 或其他标识符来识别⽤户，或者他们可 
 能会使⽤⾏为重定向技术，即显示针对⽤户兴趣和⾏为量身定制的⼴告，包括 
 在本⽹站之外检测到的⼴告。有关更多信息，请查看相关服务的隐私政策。 
 除了以下任何服务提供的任何选择退出功能外，⽤户还可以通过访问  Network 
 Adver�sing Ini�a�ve opt-out page  来选择退出。 

 ⽤户也可以通过适⽤的设备设置选择退出部分⼴告功能，例如移动电话的设备 
 ⼴告设置或⼀般⼴告设置。 

 Google Ad Manager（⾕歌爱尔兰有限公司） 

 Google Ad Manager 是由⾕歌爱尔兰有限公司提供的⼀套⼴告服务，允许所有者 
 与外部⼴告⽹络联合开展⼴告活动，除⾮本⽂档中另有规定，否则所有者与外 
 部⼴告⽹络没有直接关系。为了选择不被各种⼴告⽹络追踪，⽤户可以使⽤ 

https://legal.hubspot.com/privacy-policy
mailto:privacy@hubspot.com
https://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en
http://optout.networkadvertising.org/?c=1
http://optout.networkadvertising.org/?c=1


 Youronlinechoices  。为了了解⾕歌对数据的使⽤，请参考  ⾕歌的合作伙伴政策  。 
 该服务使⽤“DoubleClick”Cookie，⽤于追踪本⽹站的使⽤情况以及⽤户在⼴告、 
 产品和服务⽅⾯的⾏为。  

 ⽤户可以通过以下⽅式决定禁⽤所有双击 DoubleClick Cookies：  ⾕歌⼴告设置  。 

 处理的个⼈数据：⾕歌隐私政策中所述的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 
 位置）。 

 处理地点：爱尔兰 –  隐私政策  。 

 ●  再营销和⾏为定向 

 此类服务允许本⽹站及其合作伙伴根据⽤户过去对本⽹站的使⽤情况来通知、 
 优化和投放⼴告。 
 通过追踪使⽤数据并使⽤追踪器来收集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管理再营 
 销和⾏为定向活动的合作伙伴，可以促进此类活动。 
 ⼀些服务提供基于电⼦邮件地址列表的再营销选项。 
 除了以下任何服务提供的任何选择退出功能外，⽤户还可以通过访问  Network 
 Adver�sing Ini�a�ve opt-out page  来选择退出。 

 ⽤户也可以通过适⽤的设备设置选择退出部分⼴告功能，例如移动电话的设备 
 ⼴告设置或⼀般⼴告设置。 

 Google Ads Remarke�ng（⾕歌公司） 

 Google Ads Remarke�ng 是由⾕歌有限责任公司或⾕歌爱尔兰有限公司提供的再 
 营销和⾏为定向服务，取决于访问本⽹站的位置，将本⽹站的活动与⾕歌⼴告 
 ⽹络和 DoubleClick Cookie 联系起来。 

 ⽤户可以通过访问⾕歌的  ⼴告设置  来选择退出使⽤⾕歌的 cookie 进⾏⼴告个性 
 化。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 

 处理地点：美国 –  隐私政策  –  选择退出  。 

 Google Ad Manager Audience Extension（⾕歌爱尔兰有限公司） 

 Google Ad Manager Audience Extension 是由⾕歌爱尔兰有限公司提供的⼀项再营 
 销和⾏为定向服务，该服务追踪本⽹站的访问者，并允许选定的⼴告合作伙伴 
 在整个⽹络上向他们展示有针对性的⼴告。 

 处理的个⼈数据：使⽤数据、⽤户数据（例如 IP 地址、位置）。 

 处理地点：爱尔兰 –  隐私政策  –  选择退出  。 

 Google Display & Video 360（以前的 Doubleclick Bid Manager） 

http://www.youronlinechoices.com/
https://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partners/
https://adssettings.google.com/authenticated?hl=en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
http://optout.networkadvertising.org/?c=1
http://optout.networkadvertising.org/?c=1
https://adssettings.google.com/authenticated
http://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www.google.com/settings/ads/onweb/optout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
https://adssettings.google.com/authenticated#display_optout


 在本⽹站上，我们使⽤ Google LLC, 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提供的 Display & Video 360 ⼯具，该⼯具收集数据⽤于分析、营 
 销和优化⽬的，以改进我们的营销措施和我们的⽹站。Display & Video 360 使⽤ 
 收集到的数据将⼴告联系⼈和⼴告点击链接到我们⽹站的后续使⽤。这使我们 
 能够确定看过我们⼴告的互联⽹⽤户是否访问了我们的⽹站，或他们对哪些产 
 品感兴趣。这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使⽤⼴告预算。我们还可能根据您的兴趣 
 （例如，浏览的产品），使⽤收集到的数据来投放⼴告。 
 匿名在线识别号（例如 cookie ID 或 IP 地址）⽤于数据收集。在此过程中，不会 
 存储唯⼀的⽤户相关数据，例如名称或地址。我们使⽤的所有 ID 仅允许我们识 
 别您的终端设备和您的⽹络浏览器。除⾮您明确表示同意，否则我们不会使⽤ 
 收集到的数据将您个⼈识别为我们⽹站的⽤户。 
 请注意，⾕歌可能会将注册数据与在⾕歌注册的⽤户对本⽹站的访问联系起 
 来。要进⼀步了解⾕歌如何处理您的数据，可以点击以下链接查看⾕歌的数据 
 隐私政策： 
 h�ps://privacy.google.de/intl/de/take-control.html?categories_ac�veEl=sign-in 
 在以下链接中，您将找到如何在您的计算机或移动终端设备上停⽤⾕歌数据收 
 集的说明：h�ps://support.google.com/ads/answer/7395996 

 Campaign Manager（以前的⾕歌 DoubleClick） 

 本⽹站继续使⽤⾕歌的在线营销⼯具 Campaign Manager。Campaign Manager 使 
 ⽤ cookie 为⽤户显示相关⼴告，改进活动效果报告，或防⽌⽤户多次看到相同 
 的⼴告。⾕歌使⽤ cookie ID 来确定在哪个浏览器中显示了哪些⼴告，从⽽防⽌ 
 它们多次显示。此外，Campaign Manager 可以使⽤ cookie ID 来检测与⼴告查询 
 相关的所谓转换。例如，如果⽤户看到⼀个 Campaign Manager ⼴告，然后访问 
 投放该⼴告的公司的⽹站，并在该⽹站上购买商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据⾕ 
 歌称，Campaign Manager cookie 不包含个⼈信息。 
 根据所使⽤的营销⼯具，您的浏览器会⾃动与⾕歌服务器建⽴直接连接。我们 
 ⽆法控制通过此⼯具收集的数据的范围和进⼀步利⽤，因此，我们尽我们所知 
 通知您：Campaign Manager 的集成允许⾕歌接收您访问我们⽹站的特定区域， 
 或点击我们的⼴告信息之⼀。如果您注册了⾕歌服务，那么⾕歌可以将您的访 
 问与您的账户联系起来。即使您没有在⾕歌注册或登录，提供商也有可能获得 
 并存储您的 IP 地址。 
 此外，使⽤的 Campaign Manager (DoubleClick Floodlight) cookie 使我们能够了解 
 您在通过 Campaign Manager（转换追踪）访问或点击我们在⾕歌或其他平台上 
 的⼀个展示/视频⼴告后，是否在我们的⽹站上执⾏了某些操作。Campaign 
 Manager 使⽤此 cookie 来了解您在我们⽹站上互动的内容，以便我们稍后向您 
 发送相关⼴告。 
 您可以通过各种⽅式阻⽌参与此追踪过程：a) 在您的浏览器软件中配置设置， 
 特别是禁⽤第三⽅ cookie，这会阻⽌您接收来⾃第三⽅提供商的⼴告；b) 禁⽤ 
 ⽤于转换追踪的 cookie，通过配置您的浏览器来阻⽌来⾃域 
 www.googleadservices.com 的 cookie，h�ps://www.google.de/se�ngs/ads；如果 
 您删除 cookie，此设置将被删除；c) 通过链接 h�p://www.aboutads.info/choices 
 禁⽤来⾃提供商的兴趣相关⼴告，这是⾃律活动“关于⼴告”的⼀部分；如果您 
 删除 cookie，此设置将被删除；d) 在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 或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中通过 h�p://www.google.com/se�ngs/ads/plugin 链接永久禁；e) 配置您 
 的 cookie 设置。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法充分使⽤本⽹站的所有功 
 能。 
 此外，您可以通过下载和安装可从 
 h�ps://support.google.com/adsense/answer/142293?hl=de under“Display se�ngs”, 



 “Extension for Campaign Manager deac�va�on”获得的浏览器插件来阻⽌⾕歌收集 
 由 cookie ⽣成的数据或您对⽹站的使⽤以及对这些数据的处理。 
 有关 Campaign Manager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ps://www.google.de/doubleclick 
 以及 Google 的⼀般数据隐私：h�ps://www.google.de/intl/de/policies/privacy。或 
 者，您可以访问⽹路⼴告联盟 (NAI) 的⽹站 h�p://www.networkadver�sing.org。 

 如何管理偏好以及提供或撤回同意 

 有多种⽅法可以管理与追踪器相关的偏好，以及在相关情况下提供和撤回同意： 

 ⽤户可以直接在⾃⼰的设备设置中管理与追踪器相关的偏好，例如，禁⽌使⽤或存储 
 追踪器。 

 此外，只要追踪器的使⽤是基于同意，⽤户可以通过在 cookie 通知中设置他们的偏好 
 ，或者通过相关的“同意偏好”⼩部件（如果可⽤）相应地更新此类偏好，来提供或撤 
 销这些同意。 

 还可以通过相关的浏览器或设备功能删除以前存储的追踪器，包括那些⽤来记住⽤户 
 最初同意的追踪器。 

 浏览器本地内存中的其他追踪器可以通过删除浏览历史来清除。 

 对于任何第三⽅追踪器，⽤户可以通过相关的选择退出链接（如果提供）、使⽤第三 
 ⽅隐私政策中指明的⽅式或联系第三⽅，来管理他们的偏好并撤回其同意。 

 定位追踪器设置 

 例如，⽤户可以在以下地址找到有关如何在最常⽤的浏览器中管理 Cookie 的信息： 

 ●  Google Chrome 
 ●  Mozilla Firefox 
 ●  Apple Safari 
 ●  Microso� Internet Explorer 
 ●  Microso� Edge 
 ●  Brave 
 ●  Opera 

 ⽤户还可以通过相关设备设置选择退出来管理移动应⽤程序上使⽤的某些类别的追踪 
 器，例如，移动设备的设备⼴告设置或⼀般追踪设置（⽤户可以打开设备设置，查看 
 和查找相关设置）。 

 ⼴告⾏业特定的选择退出 

 尽管有上述规定，⽤户仍可以按照  YourOnlineChoices  （欧盟）、  Network Adver�sing 
 Ini�a�ve  （美国）和  Digital Adver�sing Alliance  （美国）、  DAAC  （加拿⼤）、  DDAI  （⽇ 
 本）或其他类似服务提供的说明进⾏操作。这些举措允许⽤户选择他们对⼤多数⼴告 
 ⼯具的追踪偏好。因此，除了本⽂档中提供的信息之外，所有者还建议⽤户利⽤这些 
 资源。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647?hl=en&p=cpn_cookies
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enable-and-disable-cookies-website-preferences
https://support.apple.com/guide/safari/manage-cookies-and-website-data-sfri11471/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us/windows-vista/block-or-allow-cookies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027947
https://support.brave.com/hc/en-us/articles/360022806212-How-do-I-use-Shields-while-browsing
https://help.opera.com/en/latest/web-preferences/#cookies
http://www.youronlinechoices.eu/
https://www.networkadvertising.org/understanding-digital-advertising
https://www.networkadvertising.org/understanding-digital-advertising
https://www.aboutads.info/consumers/
https://youradchoices.ca/understanding-online-advertising/
http://www.ddai.info/optout


 Digital Adver�sing Alliance 提供了⼀个名为  AppChoices  的应⽤程序，可帮助⽤户控制移 
 动应⽤程序上基于兴趣的⼴告。 

 所有者和数据控制者 

 Rollon S.p.A.Via Trieste 26 20871 Vimercate (MB) C. Fiscale e P. Iva 05999150963 Cap.Sociale 
 € 11.365.026,00 REA MB-1857623 

 数据保护官的联系⽅式（电⼦邮件地址）：dpo@rollon.com 

 所有者联系电⼦邮箱  ：privacy@rollon.com 

 由于所有者⽆法完全控制通过本⽹站使⽤第三⽅追踪器，因此，对第三⽅追踪器的任 
 何具体引⽤均应视为指示性的。为了获得完整信息，敬请⽤户查阅本⽂档中列出的相 
 应第三⽅服务的隐私政策。 

 鉴于追踪技术的客观复杂性，如果⽤户希望获得关于本⽹站使⽤此类技术的任何进⼀ 
 步信息，我们⿎励⽤户与所有者联系。 

 定义与法律参考 

 个⼈资料（或数据） 

 任何直接、间接或与其他信息（包括个⼈识别号码）相关的信息，均可⽤于识别⾃然 
 ⼈。 

 使⽤数据，⽤户数据 

 根据各⾃供应商的隐私政策，通过本⽹站（或本⽹站中使⽤的第三⽅服务）⾃动收集 
 的信息，可能包括：使⽤本⽹站的⽤户所使⽤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或域名、URI 地址 
 （统⼀资源标识符）、请求时间、向服务器提交请求的⽅法、收到的响应⽂件⼤⼩、 
 指示服务器回答状态的数字代码（成功结果、错误等）、原产国、⽤户使⽤的浏览器 
 和操作系统的特征、每次访问的各种时间详细信息（例如，在应⽤程序中的每个⻚⾯ 
 上花费的时间）、有关在应⽤程序中遵循的路径的详细信息、特别参考访问⻚⾯的顺 
 序、以及有关设备操作系统和/或⽤户 IT 环境的其他参数。 

 ⽤户 

 除⾮另有说明，否则使⽤本⽹站的个⼈与数据主体⼀致。 

 数据主体 

 个⼈数据所指的⾃然⼈。 

 数据处理⼈（或数据管理⼈） 

 如本隐私政策所述，代表控制者处理个⼈数据的⾃然⼈或法⼈、公共当局、机构或其 
 他团体，。 

https://youradchoices.com/appchoices


 数据控制者（或所有者） 

 单独或与其他⼈共同决定处理个⼈数据的⽬的和⽅式（包括与本⽹站的运营和使⽤相 
 关的安全措施）的⾃然⼈或法⼈、公共当局、机构或其他团体。除⾮另有说明，否则 
 数据控制者是本⽹站的所有者。 

 本⽹站（或本应⽤程序） 

 收集和处理⽤户个⼈数据的⽅式。 

 服务 

 本⽹站提供的服务，如相关条款（如果有）和本⽹站/应⽤程序中所述。 

 欧盟（或 EU） 

 除⾮另有说明，本⽂档中提及的欧盟包括欧洲联盟和欧洲经济区的所有现有成员国。 

 Cookie 

 Cookie 是由存储在⽤户浏览器中的⼩数据集组成的追踪器。 

 追踪器 

 追踪器指任何能够追踪⽤户的技术，例如 Cookie、唯⼀标识符、⽹络信标、嵌⼊式脚 
 本、电⼦标签和指纹识别，例如，通过访问或存储⽤户设备上的信息。 

 法律信息 

 本隐私声明根据多项⽴法的规定编写，包括法规 (EU) 2016/679（通⽤数据保护法规） 
 的第 13/14 条。 

 如果本⽂档中未另⾏说明，本隐私政策仅与本⽹站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