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沃驰气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信息保护政策

介绍
感谢您访问 AVENTICS 网站并对我们公司和我们的产品感兴趣。在我们的经营活动中，我们
十分重视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保护您的隐私，并在处理商业信息时保障信息安全。我们以加密的
方式处理我们在您访问网页时收集的您的个人信息，并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理相关信息。
我们公司的政策中也包含了数据保护和信息安全的内容。
AVENTICS 网站上的网页中可能包含指向进入其他供应商网站的链接，本信息保护政策不适用
于这些网站。
谁对您的个人信息负责？
安沃驰气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将管理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并对上述信息负责。
AVENTICS GmbH（德国）将代表安沃驰气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我们收集、处理哪些个人信息？
当您访问我们网站时，我们将默认收集：





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名称，
将您链接到我们网站的第三方网站，
您在我们网站上浏览的页面，
您访问的数据及访问时长。

除上述信息之外，我们仅在您自愿提供的前提下，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目的：










为创立并管理您的 AVENTICS 账号，
为在线处理您的订单或退货申请，
为向您发送物流状态通知，
当您选购的产品的物流环节出现问题时，与您取得联系，
为解答您的提问并通知您全新的服务或服务变更，
为向您提供营销信息，如电子期刊和产品目录，
对信息进行分析以便向您提供相关促销及产品信息，
为测试并优化我们的服务系统，
为防止我们服务的滥用或不恰当使用。

我们将在为了满足上述目的所需的时间内或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存储您的个人信息。在此之后我
们将删除您的个人信息。
为了确保我们网站的某些特性、功能和/或程序能正常运作，我们将要求您向我们提供特定的
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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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完整姓名，
公司信息，
公司地址，
工作邮箱地址，
工作电话号码，
您的公司的付款信息及/或
其他和您和/或您的公司相关的特定信息。

您可以选择是否向我们提供信息，但如果您选择不提供我们所需的信息，将影响您在我们网站
的浏览体验，某些特色功能可能无法使用或无法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我们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网站的技术维护、用户管理、产品调研以及市场营销，我们仅在实现
上述目的所需的程度范围内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您的个人信息将仅由 AVENTICS 集团及其经
销商使用。仅在为了满足上述各项服务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例
如与产品物流相关的货运中介、支付结算服务提供商 （尤其是通过信用卡完成支付的情形），
以及为发送电子期刊而向传媒服务提供商提供。
除我们在其他情况或场合下披露网站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形外, 我们还将基于法律规定或善良风
俗在必要的时候披露上述信息：(a) 为满足诉讼程序需要；(b) 为实施本信息保护政策；及/或 (c)
保护 AVENTICS、其合作伙伴及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且权利不受侵害。
Cookies
我们使 cookies 以优化并简化您的访问。cookie 是一个小型文本文件，在您访问网站时被网站
存储在您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网站通过 cookies 能在一段时间内存储您的行为和偏好（例
如登录、语言、字体字号以及其他网站显示偏好)，使您在再次登录网站或在不同网页间浏览
时不再需要重复输入所需的信息。
cookies 分为永久 cookies 和临时 cookies（会话 cookies）两种。永久 cookies 将作为文件被
存储在您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存储时间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会话 cookies 仅被临时储存，
当您关闭浏览器对话框时即被删除。
我们使用永久 cookies 以记录追踪信息、后端访问以及 cookies 使用提醒协议。我们使用会话
cookies 存储 Google 追踪数据、 登录信息以及会话数据 （例如结算过程中的购物车信息）。
您可以随意管理并/或删除 cookies，如需详细信息请访问：aboutcookies.org。您可以通过您
的浏览器从您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删除 cookies。此外，您可以在浏览器设置中选择不使用
一切 cookies，或在您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每次收到新 cookie 使用提醒时选择不使用该 cookie。
请注意，如果您选择不使用 cookies，网站的部分功能将无法使用。
Google Analytics（分析）及 DoubleClick
本网站使用由 Google 公司（“Google”）提供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服务。 Google
Analytics（分析）通过存储在您计算机上的小型文本文件“cookies”对您使用本网站的情况进行
分析。cookies 收集的有关您使用本网站情况的信息通常将被传输并存储在 Google 位于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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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本网站将使用 Google 提供的 IP 掩盖服务将您的 IP 地址做匿名化处理，在向 Google
发送信息前，您的 IP 地址将被部分删减。 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您完整的 IP 地址才会被传输并
存储在 Google 服务器中。Google 将代表本网站的运营者使用这些信息，以评估您使用网站的
情况、编制网站运营情况报告、以及向网站的运营者提供与网站、互联网使用相关的其他服务。
您的浏览器在 Google Analytics（分析）服务项下传输的您的 IP 地址将不会与任何 Google 获
取的其他信息相联系。您可以通过设置您所使用的浏览器以避免将 cookies 存储至您的计算机；
但请注意，如果您实施了上述设置，您将无法使用本网站的部分功能。您也可以通过下列链接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zh-CN）下载并安装“停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浏览器插件，以避免 Google 获取并处理通过 cookies 收集的您使用本网站情况相关
的信息（包括您的 IP 地址）。上述“停止使用”cookie 将存储在您的计算机上，在您未来访问本
网站时，相关信息将不再被记录。“停止使用”仅在使用安装插件的浏览器访问本域名时发挥作
用。如果您清除该浏览器中安装的一切 cookies，“停止使用”cookie 也将被删除，在此情况下，
您必须再次通过上述链接重新下载安装插件。我们在移动设备访问页面上提供了一键“停止使
用”。请注意，本页面上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已包含“gat._anonymizeIp();”代码，用以
对记录的 IP 地址做匿名化处理（“IP 掩盖”）。 上述代码将对记录的 IP 地址部分字段进行删改，
从而无法通过删改后的 IP 地址直接追溯到特定的个人。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关于 Google
Analytics （ 分 析 ） 服 务 及 隐 私 保 护 的 相 关 信 息 ， 请 访 问
www.google.com/analytics/terms/cn.html
或
https://www.google.com/intl/zhCN/policies/privacy/。
Google 还在 Google 网络范围内的网站中为特定的 Google 服务使用 DoubleClick cookies，用
以支持 AdWords 客户和发布者在其页面发布并管理广告信息。当您访问某一网站并打开或点
击通过 Google 网络范围内网站发布的广告信息时，DoubleClick cookie 将被安装至您的浏览
器。安装至您浏览器的 DoubleClick cookie 的标识编码与您直接访问使用 DoubleClick 广告程
序的网站时获得的 cookies 一致。如果您的浏览器已经安装了 DoubleClick cookie，将不会再
次安装同样的插件。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有关 DoubleClick cookies 使用情况以及 DoubleClick
广告推广项目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DoubleClick 隐私保护问答专栏。如果您不想使用上述服务，
您 可 以 通 过 下 列 链 接 设 置 您 的 广 告 设 置 以 关 闭 上 述 功 能 。
（https://support.google.com/ads/answer/7029158?hl=cn）
邮件广告 （电子期刊）
我们也希望基于您提供的信息,通过邮件通知您我们的产品及服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问
卷了解您的反馈。是否参与这些活动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您不愿意参加上述活动，请随时与我
们联系，我们将相应地停止将您的数据用于这一目的。在此情况下请与我们联系。如果您已注
册我们的电子期刊，我们将仅为订立协议的目的处理并存储您在注册程序中使用的 IP 地址。
同意
除非您通过附后联系方式通知我们，您访问我们网站或向 AVENTICS 下订单即视为您同意我
们以上述列明的目的或其他我们认为适当的目的收集并使用您的信息。如果我们决定对本信息
保护政策进行修改，我们会将修改内容发布到网站上，以使您能时时了解我们收集哪些信息、
如何使用收集的信息、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将向他人披露收集的信息。我们可以使用您提供
给我们的评论、信息或反馈，而无需通知您或向您做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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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权利
您有权随时、免费获取我们掌握您的个人信息的情况。如果我们收集的您的信息存在错误、遗
漏或不相关，您可以要求我们改正或删除上述信息。在依法需存储信息的情形下，我们无法删
除您的个人信息，上述情形包括簿记规则要求，或存在其他法定理由的情形，例如存在未清偿
的债务。您可以随时撤回允许我们将您的信息用于营销目的的许可。您可以通过信件或电子邮
件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详细联系信息在此。
信息安全
我们采取安全措施保护我们管理的您的所有数据，以防止其被篡改、遗失、销毁、被未授权人
员获取或未经授权被披露。我们将随着技术的进步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措施。
为了保证本网站功能的正常使用，我们将使用加密技术为您在创建用户账号之后对用户名及密
码的保护及/或使用提供支持。通过使用 SSL 连接，我们将对您的用户名、密码以及账号信息
的私密性提供合理保护。您的用户名、密码及账号信息将通过 SSL 连接进行相应的加密处理，
在传输至本网站的过程中无法被识别读取。尽管有上述加密措施，您仍然需要对您的用户名、
密码以及账号信息安全负责，保证不向第三方泄露上述信息，也不能规避加密技术的使用。您
同意：(a)当发现任何人未经授权使用您的用户名、密码及/或账号，及/或出现其他账号安全风
险时立即通知 AVENTICS ，以及 (b) 确保每次结束会话时及时注销您的账号。尽管我们将提供
特定的加密技术并使用其他合理的预防措施保护您的保密信息安全，我们无法保证或担保通过
互联网传输的信息安全，或在传输过程中排除迟延、中断、被拦截或错误的情况，也没有能力
做出上述保证或担保。
未成年人信息
本网站并未以吸引十八（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浏览而设计或以此未目的。我们不会向任何
我们已知的、未满十八（18）周岁的未成年人收集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如果我们知悉有未
满十八（18）周岁的未成年用户在我们网站或通过我们网站发布或分享可识别身份的信息，我
们将采取合理措施限制该用户使用网站的相关功能。
本网站以外的隐私保护
本网站可能包含多个指向其他网站的链接，包括指向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网站的链接。
AVENTICS 不对任何上述网站的隐私保护措施或其内容的安全性负责，也无法对此负责。尽管
我们会与上述网站分享集合的、无法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但除了基于我们与特定声誉良好的
组织和公司的协议、以及您自愿选择使用其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之外，我们不会与任何本
网站指向的其他网站分享您向我们提供的、可识别您个人的任何信息。请您登录这些网站查询
其隐私保护政策并了解您在上述隐私保护政策项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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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 / 数据保护专员
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或有任何意见，或您对本网站发布的内容有任何异议，抑或您希望撤回任
何或全部通过我们提供给第三方组织及公司和/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个人信息，请通过邮件
告知我们或将您的意见或要求发送至以下地址：
安沃驰气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33 号腾飞大厦 2002 室
邮编 200233
Info.cn@aventics.com
我们公司数据保护专员的联系信息如下：
Jean-Christophe Baron
cso@aventics.com

Version 1.0 / 29.08.201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