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尔托家乐
SALTO Homelok Cookie 政策
本 Cookie 政策也是 Salto Homelok 平台⽹站使⽤条款、最终⽤⼾许可协议和隐私政策的⼀部分（以下简称“平台") 在位于
URL 的⽹站上可⽤ https://homelok.saltosystems.com/ （以下简称“⽹址”）和 SALTO Homelok 移动应⽤程序（以下简
称“应⽤”）。
为了使⽤⼾能够浏览平台， SALTO Systems, S.L. （以下， "SALTO"), 作为⽹站和应⽤程序的所有者, 注册地址为 C/ Arkotz 9
Pol。 Lanbarren 20180 Oiartzun (Gipuzkoa) - 西班⽛，税号 B-20708517，通知您它使⽤数据存储和检索设备：cookie、像素
或具有类似功能的技术（以下简称“达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保证⽤⼾（以下简称“⽤⼾”或“⽤⼾”）获得正确导航所需的所有信息，我们向⽤⼾提供以下关于什
么是 DARDS、什么类型的 DARDS 的信息存在于平台上以及如何配置或禁⽤它们。

1. 什么是 DARDS？
Cookie、像素或类似技术被视为允许存储和检索⽤⼾信息的⽹络⼯具，以便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使⽤和导航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DARDS 根据其性质和在平台中实现的⽅式实现不同的功能。 
DARDS 对 Internet 的运⾏⾄关重要；它们不会损坏⽤⼾的计算机/设备，并且如果在您的浏览器设置中激活，可以帮助我们识
别和解决⽹站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 DARDS 有多种⽤途，包括允许您有效地在⻚⾯之间导航、记住您的偏好以及总体上改善
您的⽤⼾体验。它们还有助于确保您在⽹上看到的⼴告与您的兴趣最相关。
基于以上内容，将对平台使⽤的 DARDS 进⾏详细说明：

饼⼲
cookie 可以定义为在浏览平台时下载到⽤⼾终端设备的⼩型⽂本⽂件或通⽤设备，以存储可由负责其安装的实体更新和检索的
数据，以改善浏览和⽤⼾的体验。⽬前，所有⽹站，⽆论其提供何种服务，都使⽤ DARDS，即，它们存储有关⽤⼾使⽤的最少
量信息。

像素和类似技术
像素是在平台上引⼊的 DARDS，通常通过插⼊⼀⼩段源代码，允许平台通过向与该像素链接的服务器发出请求来传输和/或收
集信息，以查看您是否与特定的 Web 或电⼦邮件内容 - 与许多其他服务⼀样。这有助于我们衡量和改进我们的服务并个性化您
的体验，包括您看到的⼴告和内容。
具体⽽⾔，SALTO 使⽤由该域直接⽣成的⾃⼰的 DARDS 以及从不属于 SALTO ⽽是由第三⽅⽣成的其他⽹站⽣成的第三⽅
DARDS，⽤于以下列出的特定⽬的。如果 SALTO 将来使⽤其他 DARDS 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将通知⽤⼾。

2. SALTO HOMELOK 使⽤ DARDS
2.1。技术 DARDS
这些允许⽤⼾浏览⽹站和应⽤程序并使⽤其中存在的不同选项或服务，例如控制流量和数据通信、识别会话、访问受限访问区
域、记住元素组成订单、执⾏订单购买流程、管理付款、控制与服务安全性相关的欺诈⾏为、申请注册或参与活动、计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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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以计费软件许可证与服务⼀起⼯作的（⽹站、平台或应⽤程序）、在浏览时使⽤安全功能、存储⽤于⼴播视频或声⾳的内
容、启⽤动态内容（例如，加载⽂本或图像的动画）或通过社交⽹络共享内容。
SALTO ⽆需您的同意即可在您的设备上安装激活⽹站和应⽤程序功能所必需的 DARDS，并且它们的使⽤是基于提供所请求服务
的需要。如果您禁⽤或阻⽌设备中的所有 DARDS，则您在⽹站和应⽤程序中的导航可能不是最佳的，并且⽹站或应⽤程序上可
⽤的某些实⽤程序可能⽆法正常运⾏。
2.2.分析 DARDS
这些 DARDS 收集有关访问者如何使⽤⽹站和应⽤程序的信息，例如，他们最常访问哪些⻚⾯、他们是否从⽹站收到错误消息、
他们访问⽹站或应⽤程序的哪些部分或他们访问⽹站或应⽤程序上的哪些按钮点击。这些 DARDS 获得的信息不允许访问者被识
别。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汇总的，因此是匿名的。这些 DARDS 的功能是获取能够改进⽹站运营的统计数据和报告。
只有当⽤⼾接受这些 DARDS 时，它们才会安装在⽤⼾的设备上。

SALTO Homelok |⽹站

SALTO 使⽤来⾃美国公司 Google Analytics 的分析 cookie。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和安装可⽤的浏览器插件，防⽌在使⽤
本⽹站时使⽤ Google Analytics： http://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en-GB.
SALTO 还使⽤来⾃欧盟公司 Hotjar 的分析性 cookie，但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从欧盟以外的地⽅访问客⼾信息。您可
以通过以下链接阻⽌在使⽤本⽹站时使⽤ Hotjar： https://help.hotjar.com/hc/en-us/articles/360002735873-How-to-Stop-
Hotjar-From-Collecting-your-Data.

SALTO Homelok |移动应⽤

SALTO 使⽤来⾃美国公司 Google Firebase 的分析 cookie。您可以在其隐私政策中获取有关 Firebase 以及如何防⽌与您使⽤
该应⽤程序相关的更多信息 这⾥.

3. 保留期
我们会将通过 DARDS 收集的您的个⼈数据存储到处理⽬的所需的期限内。根据您访问⽹站或应⽤程序的国家/地区，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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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DS 的保留期可能会有所不同。 ⽆论如何，DARDS 的最⻓保留期为两 (2) 年。
但是，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法定期限可能较短，因此会受到限制。

4. 国际转账
通过第三⽅ DARDS 获得的⼀些个⼈数据可能会受到国际数据传输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证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来保
护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性。有关每个第三⽅进⾏的国际转移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本 Cookie 政策中显⽰的他们的隐私政
策。

5. 如何接受、拒绝、阻⽌或删除 DARDS
5.1。在⽹站上
您可以随时通过点击平台中可⽤的 Cookie 政策找到的 Cookie 设置再次接受或拒绝 DARDS。 
此外，您可以从浏览器的设置⼯具中阻⽌或删除 DARDS，或者您可以将浏览器设置为在服务器要保存 DARDS 时提醒您：

If you us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you will find the option in the menu Tools > Internet Options > Privacy >
Settings. To find out more visit: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s-es/windows-vista/block-or-allow-Cookies 和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s-es/windows7/how-to-manage-Cookies-in-internet-explorer-9
If you use Firefox, you will find the option in the menu Tools > Options > Privacy > Cookies. To find out more visit:
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disable-third-party-cookies
If you use Chrome, you can find the option in the Options > Advanced > Privacy section. To find out more: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1416?hl=es
如果您使⽤ Opera，在安全和隐私选项下，您可以配置浏览器。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help.opera.com/Windows/11.50/es-ES/cookies.html
如果您使⽤ Safari，您会在⾸选项/隐私菜单中找到该选项。更多信息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677?viewlocale=es_ES

5.2.在移动应⽤程序上
您可以随时通过单击应⽤程序中可⽤的 Cookie 政策找到的 Cookie 设置禁⽤或阻⽌ DARDS。 
如果您禁⽤ DARDS，您将能够继续使⽤我们的应⽤程序，并且您的⽤⼾体验不会改变。

6. ⽤⼾的权利和附加信息
您可以获取有关 SALTO 处理您的数据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在我们的隐私政策中⾏使您的权利。
您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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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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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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