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尔托系统
SALTO 系统隐私政策
1. 谁是您的个⼈数据的控制者？
我们通知您，您通过⽹站向我们提供的个⼈数据将由 Salto Systems, SL 处理（“Salto”），注册地址：C/Arkotz 9 Pol.
Lanbarren 20180 Oiartzun (Gipuzkoa)，西班⽛, 出于下述⽬的。 
对于某些特定的处理活动，您的个⼈数据可能会由 SALTO 的集团实体（“集团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将在本隐私政策的第
3 节中告知。作为您的数据控制者的集团实体取决于您所在的位置。您可以在下⾯查阅完整列表 link 
您可以通过联系表格“联系 SALTO 的数据保护官 (DPO) 以及集团实体的 DPO（如果有）”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2. 我们处理哪些个⼈数据？
SALTO 将处理您可能通过 SALTO 或其任何集团实体拥有或提供的⽹站提供的个⼈数据（“⽹站”），具体取决于您对这些⽹
站的使⽤。在这⽅⾯，您被告知，为了执⾏某些操作或使⽤⽹站的某些服务，您将被要求提供个⼈数据。带有星号 (*) 的⽅框对
于执⾏请求的操作和/或为您提供通过⽹站提供的服务是绝对必要的。未能提供此类必要信息将导致⽆法执⾏相应的操作或提供
上述服务。 
如果您通过任何其他⽅式向我们提供了您的数据，并且您已参考本政策以获取有关您的数据处理的相关信息，则本政策也将适
⽤。 
您确认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根据您当前的情况进⾏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同意按照第7节中规定的程序
传达可能发⽣的任何变更。 “当您向我们提供个⼈资料时，您拥有什么权利？”, 保留 SALTO 将任何提供虚假数据的⽤⼾排除
在注册服务之外的权利，但不影响依法进⾏的其他⾏动。

3. 我们处理您的个⼈数据的原因和⽬的是什么？
您现在将被告知 SALTO 将对您的个⼈数据进⾏处理的⽬的以及所述处理活动的法律依据，具体取决于您提供信息的特定⽹站和
部分。
3.1。当您通过联系表格联系我们时： 
⽹站包含多个联系表格，您可以在其中联系我们，让我们了解您对 SALTO、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对活动的参与以及您可能
感兴趣的任何其他 SALTO 相关⽅⾯的查询和要求；以及发出下载您通过⽹站个性化的⽂件的请求。 
您通过此联系表格提供的个⼈数据的处理由 SALTO 以及（如果适⽤）其集团实体根据其与您联系以回答您的查询或请求的合法
利益进⾏处理。 
如果您的请求应由我们授权的本地产品和服务分销商之⼀或我们的商业或技术合作伙伴之⼀回答，SALTO 可能会将此数据传达
给与您所在地理区域相对应的 SALTO 合作伙伴（“SALTO合作伙伴”）基于其合法利益，以保证对您的问题或请求的正确和有
效的回答。 
此外，如果您通过⽹站联系表格中的任何复选框给予我们您的同意，我们将使⽤您的⾝份数据、您的职业和您⼯作的公司以及
您的联系⽅式来让您随时了解情况，通过任何⽅式（包括电⼦⽅式），将您可能感兴趣的 SALTO 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和/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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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数据传达给我们的集团实体，以使您同样了解情况。您可以随时通过本隐私政策第 7 节规定的程序撤销此同意。  
3.2.当您联系我们进⾏招聘时： 
如果您有兴趣加⼊ SALTO 团队，您应通过相应表格给予我们您的同意，以便我们处理您的招聘申请。我们将使⽤您的⾝份数
据、联系⽅式、您说的语⾔以及您简历中包含的任何其他数据来管理您可能参与当前的选择过程，并让您了解可能的选择过
程，您可以适应未来并管理您的参与。
SALTO 将与您表⽰对表格感兴趣的集团实体共享此信息，⽬的是考虑您的招聘流程申请。除⾮您事先同意，否则 SALTO 不会
与其他集团实体共享您的信息。 
3.3.当您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时：
根据您通过订阅表格提供的同意，SALTO 和/或相应的集团实体将使⽤您的⾝份数据和联系⽅式发送您订阅的与 SALTO 和我们
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通讯和/或警报集团实体，以及让您了解有趣的相关新闻。
3.4.当我们作为客⼾或潜在客⼾的联系⼈向您发送商业通讯时。
作为我们其中⼀位客⼾的联系⼈或代表，SALTO 可能会向您发送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商业通讯。我们将基于我们推⼴我
们的产品和服务以⽀持我们的商业活动以及提供新产品和服务或改善您已签约的条件的合法利益来执⾏此操作。 
如果您是潜在客⼾的联系⼈或其他感兴趣的联系⼈，SALTO 可能会处理您的⾝份信息和联系⽅式，以便向您发送与我们的产品
和服务相关的商业通讯，前提是您已同意接收此类通讯。您可以随时通过本隐私政策第 7 节规定的程序撤销此同意。 
3.5.当您是客⼾或供应商的联系⼈时
SALTO 将处理您作为我们客⼾或供应商的联系⼈、员⼯或代表的⾝份和联系⽅式，以促进与我们的客⼾或供应商达成的合同关
系的发展、履⾏和控制。如果贵公司与集团实体或 SALTO 合作伙伴之⼀签订服务合同，SALTO 会将所需数据传达给该集团实
体或 SALTO 合作伙伴，后者也将处理这些数据。
3.6.当您是我们⽹站的注册⽤⼾时：
⽹站还提供某些在线服务，您必须事先注册才能访问和使⽤可⽤服务；例如，合作伙伴⻔⼾和软件区。在这些情况下，SALTO
将处理您的数据以管理您在相应⽹站上的注册，并提供与您的帐⼾相关联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传达与它们相关的信息。请注
意，鉴于其中⼀些在线服务是收费服务或受限访问服务，因此并⾮所有⽹站⽤⼾都能够访问此类服务。 
SALTO 可能出于上述⽬的将该数据传送给与您所在地理区域相对应的集团实体，以保证按照 SALTO 制定的标准提供服务，并
确保合同服务的某些标准和质量，取决于您居住的地⽅。 
对您账⼾数据的处理将基于: 

合同或合同前关系： 当您作为我们产品和/或服务的客⼾、集成商、商业合作伙伴或安装商与 SALTO 或其集团实体存在现有
关系时。这将包括我们可能就现有关系与您进⾏的任何联系。 
合法权益： 当我们使⽤这些数据来维护、开发和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控制对我们知识产权的遵守情况，以及当我们
与您沟通以让您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或服务可能属于您的情况时兴趣。

3.7. Legal compliance purposes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specific purposes, SALTO may also process your personal data, if it is requi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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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y with our legal obligations (such as, complying with legally determined minimum data retention periods) as well
as to communicate the data to public authorities, regulators or governmental bodies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by law, local regulations or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obligations. 

4. 谁可以收到您的个⼈资料？
⽤第3节中描述的术语 “我们处理您的个⼈资料的原因和⽬的是什么？”， SALTO 可以按照上述部分中规定的条款将其个⼈数
据传输给其集团实体、SALTO 合作伙伴和所需的公共机构。
此外，SALTO 依赖于⼀些第三⽅服务提供商的合作，这些服务提供商可能会访问您的个⼈数据，并以 SALTO 的名义并代表
SALTO 以数据处理器的⾝份对其进⾏处理以提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SALTO 遵循严格的供应商选择标准，以履⾏其在数据
保护⽅⾯的义务，并承诺与他们签署相应的数据处理协议，其中包括以下义务：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为同意的⽬的处理个
⼈数据，并仅考虑 SALTO 的书⾯说明；并在提供服务结束后删除或返回数据。 
我们通知您，SALTO 不会将您的信息出售给任何第三⽅。

5. 我们是否会对您的个⼈数据进⾏国际传输？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上述接收者可能位于欧洲经济区 (EEA) 之外。在这些情况下，SALTO 要求所述接收者遵守旨在保护具有约
束⼒的合同中规定的个⼈数据的措施，例如标准合同条款，除⾮欧盟委员会确定接收者所在的国家/地区提供⾜够⽔平的个⼈数
据保护。您可以通过本政策末尾列出的地址联系 SALTO 来获取 SALTO 所需措施的副本。

6. 我们会将您的个⼈资料保留多久？
我们保留您个⼈资料的时间不会超过为特定⽬的处理数据所需的时间。因此，资料存储期限取决于我们收集和使⽤数据的⽬的
和/或按照数据保留政策中规定的适⽤法律的要求。 
在以下指定的所有情况下，⼀旦这些截⽌⽇期过去，我们将在采取所有必要⾏动以管理和终⽌双⽅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义务时
继续禁⽌您的个⼈数据，携带在此期间，所有必要的⾏政程序。
尽管有上述规定，您的资料可能会处于适当的封锁状态，直到我们与您之间的责任已全部得到履⾏，且相关法律法规得到了遵
守及满⾜。
在这⽅⾯，SALTO 保证不会处理数据，除⾮有必要提出、⾏使或辩护索赔，或者在公共⾏政部⻔、法官和法院在其权利或法律
义务时效期间要求时.
根据处理此类数据的理由，⼀般的数据保留期可分为以下⼏类： 
6.1。当您通过联系表格联系我们时： 
您通过联系表格提供的个⼈资料仅限于在处理您的询问所需的时间内被储存。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您同意接收来⾃ SALTO 和/或我们集团实体的商业通讯，您的数据将被保留，直到您表⽰要取消订阅并停
⽌接收这些通讯。
6.2.当您联系我们进⾏招聘时： 
您的个⼈数据最多可保留 3 年，如果您表达了撤回对处理的同意的意愿，则可以保留更⻓时间。但是，如果某些司法管辖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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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法律确定的保留期限⽐所⽰期限短，我们将适⽤相应的法定期限。在您未成为我们团队⼀员的情况下过了适⽤期限后，我
们将销毁您的个⼈数据（包括您的简历）；除⾮我们要求您明确同意为即将进⾏的流程保留您的数据。 
6.3.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时：
在收到您决定取消订阅此类简讯或您希望停⽌接收通信之后，您的个⼈资料将不再被保留。
6.4.当我们作为客⼾或潜在客⼾的联系⼈向您发送商业通讯时。
只要与客⼾的关系仍然有效，SALTO 将为此⽬的处理我们客⼾联系⼈的个⼈数据。 
如果您是潜在客⼾的联系⼈或其他感兴趣的联系⼈，我们将保留您的个⼈数据以⽤于发送商业通信，直到您通知我们您决定取
消订阅此类通信或您希望停⽌接收此类通信.
6.5。当您是客⼾或供应商的联系⼈时
只要合同关系有效，您的个⼈数据就会⼀直保留。 
6.6.当您是我们在线服务的⽤⼾时：
只要您仍然是我们任何在线服务的注册⽤⼾，您的数据就会被处理，除⾮您删除您的帐⼾，或者您与 SALTO 或我们集团实体维
持的合同关系因任何原因被终⽌；除⾮ SALTO 必须将此类数据保留更⻓时间以遵守法律规定的数据保留义务。在某些情况
下，SALTO 可能有权取消您对在线服务的访问权限。此外，如果您在⼀定时期内未访问您作为注册⽤⼾的⽹站，SALTO 可能会
在发出通知后停⽤您的帐⼾。

7. 当您向我们提供个⼈数据时，您有哪些权利？您可以在哪⾥提交索赔？
我们通知您，根据现⾏法律，您可以⾏使访问、更正、删除、限制、反对、数据可移植性的权利，并且不受仅基于⾃动处理的
决定的约束，证明您的⾝份（通过副本ID 或同等⾝份），通过联系表格“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可在此处获得。如果我们⽆
法将您识别为⽤⼾，我们可能会要求提供这⽅⾯的其他信息。
同样，您有权随时通过向上述电⼦邮件地址发送电⼦邮件，撤回您对基于您同意的处理（即处理 3.2、3.3 和 3.4）的同意。但
是，撤回同意不影响撤回前基于同意的处理的合法性。
如果您认为 SALTO 或其任何集团实体未尊重上述任何权利，您将有权向主管控制机构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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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