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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MAR 数据保护声明（SERTO 集团）

感谢您对我们官网的关注。保护您的个人数据对我们非常重要。数据的收集遵守适用的数据保护法规，尤其是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DSGVO)。我们希望在此向您介绍我们公司的数据保护相关信息：

我们向您收集哪些信息？
• 个人资料 - 为了与您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数据保护的对象是可识别特定个人的个人数据。这些信息包括姓名、地址及其他邮政地址、私人和公司电子邮件
地址、电话号码及其他联系信息。这些数据由您根据要求提供给我们，用以执行一些特定的服务。我们收集并存
储这些信息，将其作为与您建立良好客户关系的基础。

• 自动化信息 - 让我们的网站更具吸引力 
当您在线联系我们时，或者您的网络浏览器打开了我们的网站时，我们就会收到并保存某些信息。我们使用 cookie 
和其他日志记录方法，用以收集如网域名称、互联网主机、IP 地址、使用的浏览器软件，操作系统的类型以及在
我们网站留下的其他访问信息。我们使用以上非个人数据的匿名信息来进行趋势分析和统计。

我们在哪里收集您的信息？
• 网上商店 

通过网上商店，我们能够通过网络简便快捷地处理您的询价和订单。我们需要您的个人数据，以确保您的询价和
订单得到处理。 

• CAD 资料库 
为了能够从我们的 CAD 资料库下载资料，系统将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来为您提供优质的服
务，并为您提供正确格式的 CAD 数据。 

• 时事通讯服务 - Cleverreach 
接收我们时事通讯的电子邮箱地址来源于我们的客户档案。如果您不再希望接收时事通讯，请激活相应的退订链
接。时事通讯由供应商 CleverReach GmbH＆Co. KG 发送，该公司地址为：Mühlenstr.43, 26180 Rastede, Germany。您
可以在此处查看发送行业供应商数据保护法规：https://www.cleverreach.com/de/datenschutz/.发送行业供应商数据处
理的基础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f 项，以及工作流程合同的基础是 DSGVO 第 28 
条第 3 款第 1 段。 
供应商可采用匿名方式（即不会识别您的身份）处理收件人的数据，用以优化或改善自己的服务，例如用于时事
通讯发送和演示的技术优化或用于数据统计目的。但是供应商不会利用收件人的数据自行与其联络或将数据传递
给第三方。 

• 联络人 / 联络表格 
您可以通过我们网站上提供的联系方式与 SERTO 集团取得联系，并提出需求。   
如果您通过联系表格或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则咨询表格/电子邮件中的详细信息（包括您在此处提供的详细联系
信息）将被存储，用于处理咨询问题和后续相关问题。未经您的同意，我们不会将这些数据传递给第三方。 

• 在线申请 
在线申请时我们将收集有关您的个人数据。您自愿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仅由 SERTO 集团的相关人力资源经理获取，
并且仅在申请过程中使用，以用于处理您的申请。如果您的申请失败，则该数据将在申请结束的 6 个月后被删
除。如果您明确表示同意保存更长时间，或者出于提供证据的需要，抑或是法律规定禁止删除该信息，则以上条
例不予适用。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收集、处理和使用您的申请所需的数据。

 • Google Analytics 
我们根据合法权益（即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6 条第 1 款第 f 项所指的，对在线优惠的分析、优化和经济运
营的权益），使用 Google Analytics（谷歌分析），这是由 Google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Google”）提供的网络分析
服务。Google 使用 Cookie。通过 Cookie 生成的有关用户使用网上商品的信息通常会传输到美国的 Google 服务器并
存储在美国。 
Google 已获得“隐私保护协议”的认证，因此可保证其遵守欧洲数据保护法。 
Google 会代表我们使用这些信息，用来评估用户对我们的在线优惠的使用情况，汇编相关的活动报告，并向我们
提供与在线优惠和互联网使用情况相关的其他服务。这些数据可用于创建假名化的用户配置文件。 
我们仅将 Google Analytics 与已激活的 IP 匿名化结合使用。这意味着 Google 会在欧盟成员国或《欧洲经济区协议》
的其他缔约国内缩短用户的 IP 地址。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将完整的 IP 地址传输到 Google 位于美国的服务器并在那
里缩短。 
从您的浏览器传输的 IP 地址不会与其他 Google 数据合并。用户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浏览器软件进行相应设置，来阻
止保存 Cookie；还可以通过下载并安装以下链接（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提供的浏览器插件，来
阻止 Google 收集 Cookie 生成的、与用户使用网站有关的数据，以及阻止 Google 处理这些数据。 
更多有关使用条款和数据保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的数据保护声明以及 Google 的广告展示设置。 
用户数据将会在 14 个月后删除或匿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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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meo 
我们可以集成来自Vimeo Inc.的“Vimeo”平台的视频，联系方式：Attention: Legal Department, 555 West 18th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1, USA。数据保护声明：https://vimeo.com/privacy。我们在此指出，Vimeo 可以使用 Google 
Analytics，请参阅数据保护声明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以及 Google Analytics 的退出选项 (http://tools.
google.com/dlpage/gaoptout)，或者 Google 用于营销目的的数据设置 (https://adssettings.google.com/)。 

• 谷歌地图 
我们整合了由 Google LLC (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提供的 Google Maps 地图服务。
处理的数据包括用户的 IP 地址和位置数据，且是在征得用户同意（通常在移动设备的设置中完成）的情况下收集
的。数据可能在美国处理。数据保护声明：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退出选项：http://tools.google.com/
dlpage/gaoptout。 

• SSL 加密数据保护声明 
本网站使用 SSL 加密是出于安全原因，也是为了保护机密内容的传输，例如您作为网站运营商发送给我们的查询。
当您的浏览器地址行从“http://”更改为“https://”并在浏览器地址栏中显示锁图标时，您可以在浏览器的地址行中识
别加密的连接。 
如果 SSL 加密被激活，您传输给我们的数据不能被第三方读取。 

• 收集访问数据和日志文件 
我们或我们的服务提供商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f 项，收集和存储访问数据，并将
其保存在服务器中（即所谓的服务器日志文件）。访问数据包括：访问的网站名称、访问的文件和时间、传输的
数据量、成功访问的通知、浏览器类型和版本、用户的操作系统、引荐来源网址（先前访问的页面）、 IP 地址和
访问计算机的主机名。 
出于安全原因（例如调查滥用或欺诈行为），日志文件信息最多存储 7 天，然后将被删除。作为证据保存的数
据，在相关事件终止之前不会被删除。  

密码
• 我们将所有密码以加密形式存储，并且无法访问它们。 

• 请注意，您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密码。

我们有哪些数据保护原则？
• 我们使用您的个人信息主要用来有针对性地答复您的询问，并处理您的订单。 

• 我们使用可靠的程序来保护您的个人数据，并格外注意保护它们。这些数据由数字安全系统加密并传输给我们。
我们的网站受到技术措施保护，以防止损坏、破坏或未授权访问。 

•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 SERTO 集团的促销活动，以及在相关负责销售机构（代表）中使用。
未经您的同意，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传递给第三方。我们保留披露您数据的权利，例如进行司法调查或保护
我们的财产。 

• 特此明确反对第三方使用版权声明中已公布的联系方式，来传输未经请求的广告和信息材料。如推送如垃圾邮件
等广告资料，本网站运营商明确保留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您有哪些权利（知情权和撤销权）？
• 根据要求，您将收到有关您的个人数据是否已处理，以及存储了有关您的哪些个人数据的免费信息。 

• 如果您的请求与存储数据的法律义务（例如数据保留）不冲突，则您有权更正错误的数据和（将来）删除您的个
人数据。 

• 您可以随时对您的数据处理提出异议。如果您提出异议，我们将不再处理您的个人数据，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处理
的强制性合法要求高于您的利益、权利和自由，或者处理仅用于主张、行使或捍卫合法权利。 

• 您有权无需理由随时要求今后撤销数据处理同意声明。 

• 如果您想撤销您的数据保护同意声明、索取所储存的有关您的个人数据的信息，或希望行使您的权利来更正或删
除此数据，请写信给 SERTO AG，地址是 SERTO AG, Langfeldstrasse 117, CH – 8500 Frauenfeld，或者发送邮件到   
info-ch@serto.com

未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是否被处理？
除非法定代表人（例如父母）同意存储和收集，否则 SERTO 集团不会有意收集、处理或使用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个
人数据。在这种情况下，SERTO 集团将告知法定代表人，具体哪些个人数据用于哪些目的。此外还需告知法定代表
人，他们可随时撤回同意书，并禁止进一步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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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负责处理数据？
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及其他的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法律以及具有数据保护特征的条款，负责人
为：

SERTO 集团 电话：+41 52 368 11 11 
Langfeldstrasse 117 电子邮箱：info-ch@serto.com 
CH-8500 Frauenfeld 网站：www.serto.com

数据保护声明的更改
SERTO 集团保留更改或补充此数据保护声明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未经您的明确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限制您
在此数据保护声明中的权利。如果有任何更改或增加，您将在此处找到数据保护声明的最新版本。

免责声明
根据一般法律规定，作为提供者，我们对所发布的内容负责。我们根据所了解和知悉的事实来创建和更新我们网站的
内容。我们不保证所提供的信息是完整、正确且始终最新的信息。这也适用于本网站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所有连接（“
链接”）。对于通过此类链接访问的外部页面的内容，我们概不负责。

我们保留对所提供信息进行更改或添加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