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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osystems.com Cookie 政策
SALTO Systems, S.L.拥有的所有⽹站都使⽤⼀种被称为 "cookies "的技术，以收集使⽤我们⽹站的信息。
我们使⽤这些cookies是为了⽅便您浏览我们的⽹站，将您与其他⽤⼾区分开来，分析您在⽹站上的浏览习惯，以提⾼我们的服
务质量和您的⽤⼾体验。
本cookies政策的⽬的是向您提供有关我们⽹站使⽤的cookies的清晰和准确的信息（"Cookies政策"）。本Cookies政策取代了
之前与您分享并您已经接受的任何关于使⽤本⽹站的Cookies政策或规定。
如果您想进⼀步了解我们⽹站上使⽤的 cookie，您可以“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此外，您可以获得有关 SALTO 处理您的
数据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使您在我们的权利中的权利 隐私政策.
 

1. COOKIE是什么？
Cookie 是您使⽤某些⽹站或应⽤时下载到您的设备（电脑或移动设备）的⼀种信息存储⽂件，负责安装 Cookie 的实体可更新
和检索其中的信息。

2. 我们处理什么样的个⼈数据？
下⾯，我们提供有关在我们的⽹站上使⽤的cookie类型的信息：
2.1. 取决于管理cookie的实体：
根据管理发送Cookie的域并处理所获得的数据的实体，我们可以区分：

⾃⼰的Cookie: 是那些从Salto Systems作为⽹站编辑者管理的域中发送到⽤⼾终端设备的cookie。
第三⽅cookies： 是指从不是由发布者⽽是由另⼀个实体管理的计算机或域向⽤⼾的终端设备发送的cookie。

本⽹站中由第三⽅使⽤的cookies属于： 
⾕歌 
派尔多特 
领英 
Hotjar  
Facebook 
AddThis 
⼀个信托 
本地化
地理位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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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altosystems.com/en-gb/legal-data/privacy/privacy-policies/salto-systems/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hl=en-ES&fg=1#intro
https://www.salesforce.com/company/privacy/
https://es.linkedin.com/legal/cookie-policy#:~:text=LinkedIn%20o%20terceros%20pueden%20colocar,alojan%20nuestros%20complementos%20y%20etiquetas.&text=El%20almacenamiento%20local%20permite%20que,manera%20local%20en%20tus%20dispositivos
https://help.hotjar.com/hc/en-us/articles/115011789248-%E9%9C%8D%E8%B4%BE%E5%B0%94-Cookies
https://es-es.facebook.com/policies/cookies/
https://www.addthis.com/academy/tag/cookies/
https://www.onetrust.com/cookie-policy/
https://localizejs.com/legal/privacy-notice
https://geolocation-db.com/privacy
https://saltosystems.com/


2.2.根据它们在终端设备中保持活动状态的时间：
会话Cookie： 这是⼀种Cookie，旨在在⽤⼾进⼊⽹站时收集和存储数据。顾名思义，这些cookie会存储在您的终端中，直到
⽤⼾浏览结束为⽌。
永久性cookie： 它们是⼀种 cookie，其中数据仍存储在终端中，并且可以在 cookie 负责⼈定义的期限内访问和处理，从安
装后的⼏分钟到最多两年.

2.3.根据其⽬的：
Strictly necessary cookies：这些是允许⽤⼾浏览⽹站并使⽤可⽤的不同选项或服务的选项，例如控制流量和数据通信、识
别浏览器类型、识别会话、访问受限访问区域、使⽤向⽤⼾提供的服务，在导航过程中使⽤安全元素，识别⽤⼾偏好或通过
社交⽹络共享内容。这些类型的 cookie 通过基于收集的信息优化性能来改善⽤⼾体验。 SALTO 在您的设备上安装这些
cookie 不需要您的同意。
Targeting cookies：是否允许以最有效的⽅式管理⽹站中包含的⼴告空间。这些 cookie 存储通过持续监控⽤⼾浏览习惯⽽获
得的⽤⼾⾏为信息，从⽽允许创建特定配置⽂件以显⽰基于此的⼴告。这些 cookie 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安装在您的设备
上。
Performance cookies：这些cookie设计为⽤于跟踪和分析⽤⼾⾏为。这种Cookie可以为⽹⻚所有者提供通过汇总信息或统
计信息衡量⽹站上的活动。 这些 cookie 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安装在您的设备上。 
Functional cookies：这些 cookie 允许记住信息，以便⽤⼾访问具有某些特征的服务，这些特征可以将他的体验与其他⽤⼾
区分开来，例如语⾔、⽤⼾进⾏搜索时显⽰的结果数量、服务的⽅⾯或内容取决于⽤⼾访问的浏览器类型或⽤⼾访问服务的
区域等。这些 cookie 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安装在您的设备上。

关于⽹站上使⽤的特定类型的cookies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从⽹⻚左下⻆可进⼊的设置⾯板。

3. 您如何表⽰同意？
通过点击信息横幅上的 "接受所有Cookie "⽅框，您同意在本Cookie政策的条件下安装和使⽤Cookie。同意本⽹站为SALTO系
统的财产。 同意所有受本政策约束的⽹站。

4. INTERNATIONAL DATA TRANSFERS
通过第三⽅ cookie 收集的⼀些个⼈数据可能会进⾏国际传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此保证将采取必要的保证，以保护此类传
输中可能涉及的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性，符合GDPR 在这⽅⾯提供的机制。有关每个第三⽅进⾏的国际转移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本政策第 2.1 节中显⽰的他们的隐私政策。

5. 你如何管理你的喜好？
您可以在横幅上或⽹⻚左下⻆的设置⾯板中设置您的偏好，并对cookies的使⽤进⾏配置。. Therefore, if you would like to
remove at any time your consent to the use of all or certain types of cookies you must disable their use by changing the
settings.
另外，请注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修改你的浏览器选项来阻⽌或禁⽤，以及删除以前安装的cookies，对此你必须遵循相应
的指⽰。
有关⼀些常⽤浏览器中Cookie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单击以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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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dge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Safari

6. 《COOKIE 政策》的更新和更改
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修改本Cookies政策，以使我们的Cookies政策适应新的现有法律、法规，或使其适应相应的数据保护公共
机构的指⽰。
本《Cookie 政策》发⽣任何重⼤更改时，您将收到通知。 
 
最后更新：2022 年 11 ⽉
© SALTO SYSTEMS, SL, 2022。保留所有权利。
 

免责声明:

This is a downloadable version of the website content that we make available to you for informative purposes for an easier
consultation and filling. However, SALTO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errors or typos that the downloadable version may
contain.
As SALTO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this content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check on the Legal section of our website to fin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legal documents and their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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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s-es/help/17442/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647?co=GENIE.Platform%253DDesktop&hl=es-GB
https://support.mozilla.org/es/kb/habilitar-y-deshabilitar-cookies-sitios-web-rastrear-preferencias
https://support.apple.com/es-es/guide/safari/sfri11471/mac
https://salto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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