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声明

www.rollon.com     


欢迎您访问我们的网站，并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兴趣。我们非常重视保护您的个人数据，仅根据适
用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特别是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 特定的当地法律（如有））
来处理您的数据。本数据隐私政策为您提供有关您在访问我们的网站时Rollon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
据以及您作为数据主体的权利的所有信息。 
有关所使用的一些术语的几个说明： 
“个人数据”是指可以识别自然人的信息。例如，其中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地址、电话号码、电子
邮件地址或您的IP地 址等等。
"匿名数据"是指不提及用户的数据。 
所使用的所有术语的含义与GDPR中的含义相同，如果没有另作说明的话。 


您作为数据主体的权利 
我们想告知您您作为数据主体的权利。这些权利载于GDPR第 15-22条 ，包括以下权利： 
•
访问权（GDPR第 15条） 
•
删除权或被遗忘权（GDPR第17条） 
•
纠正权（GDPR第16条 ） 
•
数据可携权（GDPR第20条） 
•
限制处理权（GDPR第18条） 
•
拒绝处理权（GDPR第21条） 


要行使这些权利，请（最好）联系privacy@rollon.com.如果您对我们如何处理您的数据有任何疑问，
则同样适用。您还有权向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拒绝权 
关于您的拒绝权，请注意以下几点： 
当我们出于直接营销的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时（更多信息可从我们的客户/供应商隐私声明中获
得），您有权随时拒绝此数据处理，而无需提供拒绝的理由。这也适用于与直接营销相关的用户画
像。 
如果您反对出于直接营销而处理的话，我们将不再出于此类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但不影响之前
的任何相应活动。拒绝是免费的，可以通过联系我们非正式地提出，最好是通过：
privacy@rollon.com 

如果我们处理您的数据以保护合法利益，您可以随时因您的具体情况而拒绝此类处理；这也适用于
基于这些规定的用户画像。 

然后，我们将停止处理您的个人数据，除非我们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合法理由来处理这些超过您的
利益、权利和自由的信息，或者处理旨在主张、行使或捍卫法律要求。 


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您个人数据的处理符合GDPR和 所有其他适用数据保护法规的规定。数据处理的法律依据尤其来自
GDPR第
 6条
 。 
我们根据GDPR第 6条 I1b、c使用您的数据来启动业务、履行合同和法律义务、开展合同关系、提
供产品和服务以及巩固客户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营销和直接营销（GDPR第 6条I1f）。 
您的同意（GDPR第 6条 I1a） 也可能构成数据处理的法律依据。每当我们征求您的同意时，我们都
会告知您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撤销您同意的权利。如果同意还涉及特殊种类个人数据的处理，则我们
会在同意过程中明确通知您。 
GDPR第
 9条
 (1)所指的特殊种类个人数据的处理只能基于法律规定在必要情况下进行，并且没有理
由假定您的合法利益应处于优先地位，而不考虑处理此类数据。 


向第三方传输/披露数据 
我们只会在给定的法律规定范围内或在您同意的情况下将您的数据传输给第三方。在所有其他情况
下，除非我们因强制性法律规定（向外部机构，包括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披露）而有义务这样做，
否则不会将信息传输给第三方。在任何将个人数据传输或披露给第三方且需要这样做的情况下，我
们都确保有适当的数据保护工具到位（例如，基于第GDPR第 28条 III的数据保护协议，GDPR第 46
条IIb、 c欧 盟标准数据保护条款、约束性公司规则）。如果出于组织/管理目的(GDPR第6条I1f） 
需要或您已相应同意（GDPR第 6条I1a），我们可能会将您的数据传输给我们所属的TIMKEN集团
的其他公司。 


数据接收者/接收者类别 
在我们的组织内，我们确保只有需要处理个人数据以履行其合同和法律义务的个人才有权处理个人
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外部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在执行其任务时为我们的公司部门提供支持（例如IT
服务提供商）。任何此类服务提供商均根据数据保护要求签订合同。 


个人数据传输到第三国 
将数据传输到第三国（欧盟或欧洲经济区以外）仅在法律要求或您同意传输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在
何种情况下进行此类传输，都应使用适当的工具，例如GDPR第 46条 b、c欧 盟标准数据保护条款或
约束性公司规则。您的数据可能会传输到美国。 


数据存储期限 
在您使用我们的网站或其服务时处理的个人数据是根据数据最小化和存储限制的原则处理的，这意
味着一旦我们不再出于既定目的合法处理您的数据（这可能会受到您可能已给出的同意声明的影
响）或不再因法律原因而需要保留它，您的数据就会被删除。只要使用我们的网站导致与您有任何
互动，不限于仅浏览内容，我们恳请您查询我们的客户/供应商隐私声明，或者如果是求职申请，请
查询我们的求职者隐私声明，了解相关详情。 

关于我们可能在我们网站上使用的cookie数 据的存储期限，请查阅相应信息，这些信息您可从我们
的C ookie政策中获取。 


提供数据的义务 
启动、执行和终止合同关系需要一系列个人数据，或法律义务也可能需要这些数据。这同样适用于
我们网站的使用和我们提供的各种功能。 
请注意，为了从我们网站提供的某些选项或服务中获利，可能需要提供某些个人数据。如果您没有
或没有完全提供相应背景所需的数据，您可能无法或无法完全使用我们的网站或单一功能或服务。 


数据类别、来源和数据起源 
我们处理的数据是从作为数据主体的您那里获得的，并由相关上背景所限定：如果您只是浏览我们
的网站，我们可能会处理以下数据： 
•
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
您访问我们网址的源头网站信息（引荐URL） 
•
您设备的浏览器和操作系统（类型和版本） 
•
您的IP地 址 
•
要求的数据、传输的数据量 
•
您在我们网站上浏览的内容 


出于技术安全考虑（尤其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系统免受攻击企图），我们将这些数据按要求存
储，以满足上述目的                              GDPR 

。这种处理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对我们网站正确技术安全运作的关注（ 第
6条I1f）
 。
 在此时间点之后，我们可能会以匿名形式进一步处理您的数据，这确实会阻止我们与您
（作为用户）重新建立任何联系。 


在收到联系要求时处理个人数据 
如果您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我们将仅针对您提出要求的目的处理您在此过程中提供的数据。在
这方面，我们处理的个人数据可能包括： 
•
您的姓名、姓氏和头衔 
•
电子邮件地址和/或 进一步联系数据 
•
您自愿提供的任何进一步数据 


处理的法律依据取决于您联系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可能会在合同（前/后）背景（GDPR第6条 I
1b）
 下或您希望处理您的数据的任何其他背景我们可能会将您的数据传输给我们所属的TIMKEN集
团的其他公司。根据您要求的性质和目标，我们可能会将您的联系数据传输给Rollon实体、分销商
或销售合作伙伴实体（他们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和/或居住地情况）。法律依据是您的同意（GDPR第 6
条I1a） 。如果我不单独同意，此类合作伙伴不会将数据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在线工作申请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职业门户申请我们公司的空缺职位。有关我们在申请过程中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
据的信息，请查阅我们职业门户上指定的隐私信息源。 

Cookies 

我们的网站在不同位置使用“cookies”，这有助于使我们的网站安全、可靠、技术上有效（基于我们
的合法权益，GDPR第6条 I1f），并且我们可能会使用cookie使 我们的内容更用户友好且有效（基
于您的同意，我们可能会将您的数据传输给我们所属的TIMKEN集 团的其他公司。 
有关我们可能使用的cookie以及在这方面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c ookie
政策。  


出于不同目的注册 
用户可以提供个人数据，从而能够出于不同目的在我们的数字资产上注册，例如：CAD下载、内容
下载、网络研讨会、时事通讯订阅、技术收费访问等..由于我们公司的政策，我们不允许完全开放访
问这些资源，同时我们可能在用户旅程的不同阶段强制要求不同的个人数据（每个强制项都标有*） 
，并遵守数据最小化原则，例如： 
-
电子邮件地址 
-
公司 
-
国家 
-
姓名、姓 
-
分部 
-
邮政地址 


您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以下数据，例如： 
-
功能 
-
座机 
-
传真号码 


个人数据的处理基于您的同意（GDPR第6条I1f）。如果您完成了注册过程并订阅了我们的时事通
讯，我们可能会处理您的数据以向您发送我们的时事通讯。为防止滥用注册，我们将始终向提供的
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封空白电子邮件，要求您确认您对订阅的兴趣。 
利
用
我们
 合作伙伴提供的平台，为客户提供CAD模
 
型、
产
 品目录和拓展服务 
我
们
 与TracePartsSAS,ParEcoNormandies,76430SaintRomain,France和
 CADENASITALIANAS.r.l
(C.F.02818740363)ViaBassaDeiSassi½,40138Bologna两
 
家
公
司
合
作
，这
 两家公司都提供诸如R
 ollon产
 
品的CAD模
 型、
R
ollon产
 品目录以及通过网络平台访问R
 ollon产
 品等服务。如
 您为
 已注册客户，我们

将为您提供单点登录服务，允许您便捷访问由我们合作伙伴TraceParts和
 CADENAS提
 供的资
 源。这
种选择在技术上利用HubSpot提
 
供
，
且
由HubSpot将
 
您
的
基
本
数
据
（您在我们
 创建客户账户时输入
的
数
据）提交至您准备
 访问的合作伙伴的平台。
 
这是为了回答您可能向这些平台提出的请求，同时确认您与我们的客户关系，因为客户关系是从我
们向合作伙伴外包的内容中获利的先决条件。此外，该数据用于在您请求的项目规格发生变化时通
知您，这使我们能够随时更新您的数据，并在相应情况下与您联系。因此，您访问的内容信息将在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处显示。因此，如您尚未在我处注册，但已成为我们合作伙伴社区的成员并
访问我们在该社区提供的内容，我们此时将以与我们将您的数据传输给我们的服务提供商相同的方
式将您的数据传输给我们。处理个人数据的
 
法
律
基础
 是您以我方为抬头的同意声明，Art.6I1a
EU-GDPR，
 这
 将对您的数据提交至我们的合作伙伴CADENAS及
 
其
从CADENAS提
 交至Rollon产
 生影
响。至于您的数据被处理并用以发起或执行一份合同，法律基础为A
 rt.6I1bEU-GDPR.如
 我们
 将您的
个人数据用于广告目的，此也是您签署的同意声明的内容，A
 rt.6I1aEU-GDPR，
 是各处
 理的法律基
础。
我们
 与所有合作伙伴都签订了充分的数据保护协议。有
 
关CADENAS如
 何在其所属范围
 内处理您
的个人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
 ttps://www.cadenas.de/en/company/data-privacy。
 
对于T raceParts提
 供的平台来说
 ，同样的方法基本有效，但在您声明本人同意将数据转移至
TraceParts的
 实
 际操作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根据A
 rt.6I1aEU-GDPR，
 通过
 在其网站上创建用户帐
户，并根据其隐私政策（访问时可查阅），向TraceParts提
 
供单
 独的同意声明
https://info.traceparts.com/legal/general-gtu/ 


营销目的 
Rollon热
 衷于培养与您的客户关系，并向您发送有关我们产品/服务的信息和优惠。因此，我们会处
理您的数据，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相关信息和优惠。法律依据是我们的合法权益（GDPR第6条
I1f）。如果您同意，我们还可能与我们的母公司和/或关联公司（Timken-/Groeneveld-Beka-和
Rollon实
 体，您可以在此
 处找
 到）
 共享您的数据，他们可能会使用这些数据来推广自己的商品和服
务（GDPR第 6条I1a）。 
您可以随时拒绝将您的个人数据用于直接营销目的；这也适用于与直接营销相关的用户画像。如果
您反对，我们将停止出于此目的而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您可以随时免费和非正式地撤回您的同意，而无需说明原因，并且最好将相关情况发送至
privacy@rollon.com 


全自动决策 
我们不会使用全自动决策流程。 


第三方内容链接 
我们的网站清晰可见，包含第三方Web内 容的链接。如果放置了此类链接，我们不会影响到相应的
内容。因此，我们可不对此类内容承担任何责任。仅提供方对所有此类内容负责。 
然而，在链接这些内容之前，我们仔细检查了链接的任何页面是否存在可能的违法行为。但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发现明显的违法行为。由于没有适用法律要求对链接内容的违法行为进行持续监控，如
果没有明确报告违法行为，我们在网站的活动应仅限于在意识到或被告知任何此类违法行为时立即
作出反应-通 知和删除。 



控制者和数据保护官 

RollonS.p.A.,20871Vimercate(MB), 
ViaTriesteno.26,TaxCode05999150963 

电话：+3903962591 
电子邮件：infocom@rollon.com 


联系数据保护官：p rivacy@roll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