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ltoks.com
saltoks.com Cookie 政策
我们的⽹站 www.saltoks.com （以下简称“⽹站”），由 Salto Systems, SL 所有，使⽤⼀种称为“cookie”的技术来收集有
关使⽤该⽹站的信息。
我们使⽤ cookie 来增强您在⽹站上的导航，将您与其他⽤⼾区分开来，分析您的使⽤模式以提⾼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您的⽤⼾体
验，并建⽴您的兴趣档案并向您展⽰相关⼴告在其他⽹站上。
本 cookie 政策的⽬的是为您提供有关我们在⽹站上使⽤的 cookie 的清晰准确的信息（“Cookie 政策”）。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我们⽹站上使⽤的 cookie 的更多信息，您可以 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此外，您可以获得更多关于 SALTO 处
理您的数据以及如何在我们的权利中⾏使您的权利的信息。 隐私政策.

1. COOKIE是什么？
Cookie 是在访问某些⽹站和应⽤程序时存储在本地计算机浏览器或移动设备上的⽂件，以便存储和检索有关从此类设备进⾏的
浏览的信息。

2. WHAT TYPE OF COOKIES DOES THE WEBSITE USE?
以下是有关我们⽹站上使⽤的 cookie 类型的⼀些信息：
2.1.取决于管理它们的实体：
根据管理发送 cookie 的域和处理所获得数据的实体，我们可以区分：

第⼀⽅ cookie：这些是从 Salto Systems（作为⽹站编辑）管理的域发送到⽤⼾设备的 cookie。
第三⽅cookies： 这些是从不受 Salto Systems 管理但由另⼀个实体管理的计算机或域发送到⽤⼾设备的那些。

本⽹站使⽤的第三⽅cookie属于：
⾕歌
领英
Facebook
YouTube 
云运
投影仪
数据狗
维密欧
浏览器更新
⽪维克
⼀个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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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ltoks.com
https://saltosystems.com/en/contact-our-data-protection-officer/
https://saltosystems.com/en/legal-data/privacy/privacy-policy/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hl=en-ES&fg=1#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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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s.facebook.com/policies/cookies/
https://www.youtube.com/intl/ALL_es/howyoutubeworks/our-commitments/protecting-user-data/
https://www.cloudflare.com/en-gb/cookie-policy/
https://www.getbeamer.com/privacy-policy/#undefined
https://www.datadoghq.com/legal/cookies/
https://vimeo.zendesk.com/hc/es/sections/203915088-Privacidad
https://browser-update.org/privacy-policy-site.html
https://help.piwik.pro/support/privacy/cookies-created-by-piwik-pro/?utm_term=&utm_campaign=%255Bsearch%255D%255Bdsa%255D+Analytics&utm_source=adwords&utm_medium=ppc&hsa_tgt=dsa-39587877523&hsa_grp=138767840055&hsa_src=g&hsa_net=adwords&hsa_mt=&hsa_ver=3&hsa_ad=608210360073&hsa_acc=1047876498&hsa_kw=&hsa_cam=12357041982&gclid=EAIaIQobChMI_93OucXH-wIVVwOLCh0v0AGoEAAYASAAEgJ4wvD_BwE
https://www.onetrust.com/cookie-policy/
https://saltosystems.com/


2.2.根据它们停留的时间⻓短：
会话Cookie： 这些是⼀种 cookie，旨在在⽤⼾访问⽹站时收集和存储数据。顾名思义，这些 cookie 会⼀直存储在设备上，
直到⽤⼾浏览会话结束。
永久性cookie： 这些是⼀种类型的 cookie，其中数据继续存储在设备上，并且可以在负责 cookie 的⼀⽅定义的期限内访问
和处理，该期限可以从其发布后的⼏分钟到最⻓两年不等安装。

2.3.根据 cookie 的⽤途：
绝对必要的 cookie： 这些 cookie 是⽹站运⾏所必需的，不能在我们的系统中关闭。它们通常仅针对您所做的相当于服务请
求的操作⽽设置，例如设置您的隐私偏好、登录或填写表格。您可以将浏览器设置为阻⽌或提醒您有关这些 cookie 的信息，
但这可能会导致⽹站的某些部分停⽌⼯作。这些 cookie 不存储任何个⼈⾝份信息。我们不需要您的同意就可以在您的设备上
安装这些 cookie。
定位 cookie： 这些 cookie 可能由我们的⼴告合作伙伴通过我们的⽹站设置。这些公司可能会使⽤它们来建⽴您的兴趣档
案，并在其他⽹站上向您展⽰相关⼴告。它们不直接存储个⼈信息，⽽是基于唯⼀标识您的浏览器或设备。如果您不允许这
些 cookie，您将体验到针对性较低的⼴告。这些 cookie 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安装在您的设备上。
性能 cookie： 这些 cookie 使我们能够计算访问量和流量来源，以便我们衡量和改进我们⽹站的性能。它们帮助我们了解哪
些⻚⾯访问次数最多/最少，并了解访问者如何在⽹站上移动。这些 cookie 收集的所有信息都是汇总的，因此是匿名的。如
果您不允许这些 cookie，我们将不知道您何时访问了我们的⽹站，也⽆法监控其性能。这些 cookie 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
安装在您的设备上。
功能性饼⼲： 这些 cookie 使⽹站能够提供增强的功能和个性化。它们可能由我们或我们已将其服务添加到我们⻚⾯的第三⽅
提供商设置。这些 cookie 仅在您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安装在您的设备上。

您可以在可从横幅访问的设置⾯板中找到有关⽹站上使⽤的每种类型的特定 cookie 的更多信息。

3. 您如何表⽰同意？
通过单击 cookie 横幅或设置⾯板中的“全部允许”框，您同意安装和使⽤受本 Cookie 政策条款约束的 cookie。同意对这些⽹
站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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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横幅或⽹⻚底部的设置⾯板中设置您的偏好并配置 cookie 的使⽤。因此，如果您想取消对使⽤所有或某些类型
cookie 的同意，您必须通过更改设置来禁⽤它们。对绝对必要的 cookie 的同意不能撤回，因为它们对于⽹站的功能是必需
的。 
另外请注意，您可以随时通过修改浏览器设置来阻⽌、禁⽤或删除以前安装的 cookie。有关某些最常⽤浏览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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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随时更改本 Cookie 政策，包括使我们的政策适应新的现⾏法律、法规，或使其适应相应数据保护公共机构规定的指
⽰。
本《Cookie 政策》发⽣任何重⼤更改时，您将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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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