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kie 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lvaux Design Coordination et Finance S.A.和/或其关联公司及⼦公司（以下简称“我
们，我们的”或“Maison Delvaux”）承诺尊重您（以下简称“您，您的”）的隐私。也
即 La Maison Delvaux 会保护其客户、潜在客户和在线⽤户/访客的个⼈数据，尤其
是通过 cookies、tags 和追踪 cookies（统称为cookies）收集的数据，并谨慎处理这
些数据。
我们的
策。

cookie 政策（“政策”）是我们隐私政策的组成部分。请仔细阅读这些政

感谢您决定访问我们⽹站https://www.delvaux.com（“⽹站”）并祝您访问愉快。
1. 关于 cookies
Cookies 是您访问我们⽹站时存储在您设备上的⼩⽂本⽂件。Cookie 可能包含有关
您使⽤我们⽹站的信息，或允许我们在您将来访问我们⽹站时识别您和您的设备。
欲知有关 cookies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 和 http://
www.youronlinechoices.eu。
您⽆义务接受我们的（全部）cookies。但是，如果您不接受或删除我们的
cookies，请注意您将⽆法充分利⽤我们⽹站的某些功能和/或⽤户体验。如欲了解
禁⽤和/或删除 cookies 的更多信息，参见下⽂第4节。
2. 我们使⽤哪些类型的 cookies？
以下是我们在我们⽹站上使⽤的各种类型的 Cookies 列表：
•
•
•
•

必要性 cookies - 允许您浏览我们的⽹站并使⽤其功能的基本cookies；
分析/性能性cookies - 此 cookies ⽤于收集有关您使⽤我们⽹站的信息，例如
您最常访问的页⾯/功能。这些 cookies 使我们能够改善我们⽹站的运作；
功能性 cookies - 此 cookies 允许⽹站记住您的选择（例如您的⽤户名、语⾔
或地区），并为您提供改善的更个性化的体验；
作为我们各种⼴告活动的⼀部分，第三⽅跟踪像素（Facebook、Pinterest、
Twitter、Google AdWords、YouTube和Doubleclick）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站

!1

上。这些内容⽤于对⼴告系列效果进⾏更深⼊的分析，并提供与您的兴趣更
相关的⼴告。
3. 我们⽹站上使⽤的 cookies 列表
以下是关于我们⽹站上使⽤的 cookies 的详细列表，包括其⽤途、类型和来源：
•

⾕歌分析（ga, _gid, _gat, _utma, _utmt, _utmb, _utmc, _utmz et _utmv）

⽤途：这些 cookies ⽤于收集有关访问者如何使⽤本⽹站的信息。我们利⽤这些信
息⽣成报告及改进⽹站。Cookies 匿名收集信息，特别是关于⽹站访问者的数量，
他们如何到达⽹站以及访问的页⾯。最后，根据对您浏览的分析，这些 cookies 还
⽤于提供更符合您兴趣的⼴告；
Cookie 所有⼈：第三⽅
Cookie 类型：分析/性能性cookies（持久性）；
信息：Cookies ⽣成的有关您使⽤本⽹站的信息由 Google 传输⾄美国的服务器，并
存储于该服务器中。欲了解有关⾕歌 Cookie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歌的隐私权政
策；
Cookie 有效期：_ga：2年；_gid：24⼩时

⽤途

类型

来源

有效期

受众测量（访
问统计）

持久

第三⽅
最长2年
Cookies（⾕歌分
析）

您可以通过下载并安装以下地址提供的⾕歌分析停⽤浏览器插件来阻⽌⾕歌收集和
使⽤这些信息（Cookies 和
IP 地址）：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
gaoptout?hl=en.
•

跟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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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这些像素⽤于收集有关营销活动绩效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
解访问者的个⼈资料（⼈⼜特征、兴趣等）。此外，我们利⽤这些信息⽣成报告及
改进⼴告定位。这些像素匿名收集信息，特别是关于⽹站访问者的数量，他们如何
到达我们的⽹站、访问的页⾯以及采取的⾏动（简报注册、商店搜索等）;
跟踪像素的有效期：最长2年。
名称

⽤途

类型

来源

Facebook 像素

受众测量（访问统计）和
⼴告效果、创建类似受众
列表、再营销

⽹站上的脚本

第三⽅像素
（Facebook 像素）

Twitter 像素

受众测量（访问统计）和
⼴告效果、创建类似受众
列表、再营销

⽹站上的脚本

第三⽅像素（Twitter
像素）

Pinterest 像素

受众测量（访问统计）和
⼴告效果、创建类似受众
列表、再营销

⽹站上的脚本

第三⽅像素（Twitter
像素）

Google
Adwords、
YouTube 及
Doubleclick

受众测量（访问统计）和
⼴告效果、创建类似受众
列表、再营销

⽹站上的脚本

第三⽅像素
（Adwords）
像素 Doubleclick

•

功能性 cookies
o 语⾔选择

⽤途：此 cookies ⽤于保存⽤户在整个⽹站中对语⾔的选择。它在您⾸次到达⽹站
时创建，并在您访问语⾔选择器以更改您访问该⽹站所⽤语⾔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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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所有⼈：La Maison Delvaux；
Cookie 类型：功能性 cookie；
信息：此 cookie 中的信息存储于您的计算机；
Cookie 有效期：1个⽉。
•

字体加载

⽤途：此 cookie ⽤于确认您是否正确下载了⽹站上使⽤的与字体相关的⽂件。此
cookie 可以稍微改善⽹站⽂本内容的显⽰；
Cookie 所有⼈：La Maison Delvaux；
Cookie 类型：功能性 cookie；
信息：此 cookie 中的信息存储于您的计算机；
Cookie 有效期：1个⽉。
名称

类型

来源

有效期

语⾔选择

持久

La Maison
Delvaux

1个⽉。

字体加载

持久

La Maison
Delvaux

1个⽉。

•

必要性 cookies
o 会话标识符

⽤途：服务器使⽤此 cookie 作为唯⼀标识符，以便在您访问期间识别您。任何错
误⽇志中都会引⽤此 cookie；
Cookie 所有⼈：La Maison Delv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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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类型：必要性 cookie；
信息：此 cookie 中的信息仅与⽹站托管服务器共享。此信息不允许任何其他系统
或个⼈识别您；
Cookie 有效期：在访问会话结束时⾃动删除。
•

CSRF 令牌

⽤途：此 cookie ⽤于保护表单中信息的交换。它阻⽌第三⽅（主要是⿊客）使⽤
⽹站上的任何表单查看您与服务器之间交换的信息；
Cookie 所有⼈：La Maison Delvaux；
Cookie 类型：必要性 cookies；
信息：此 cookie 中的信息仅与⽹站托管服务器共享。此信息不允许任何其他系统
或个⼈识别您；
Cookie 有效期：在访问会话结束时⾃动删除。
名称

类型

来源

会话标识符

会话

La Maison Delvaux

CSRF 令牌

会话

La Maison Delvaux

4. Cookie 配置设置
Cookie 设置可能因浏览器⽽异。例如，以下超链接告诉您如何在某些浏览器中禁
⽤ cookie 和/或如何删除 cookies：
•

Chrome：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647?hl=en；

•

Internet Explorer：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gb/help/17442/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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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illa Firefox：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enable-and-disablecookies-website-preferences 及 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deletecookies-remove-info-websites-stored；

5. 同意我们使⽤cookies - 我们的政策变更
继续使⽤本⽹站，即表⽰您已经阅读本政策的条款并同意我们使⽤上述Cookies
（除⾮另有明确说明）。
我们可能会不时更改本政策。我们将来对我们的政策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在此页⾯
上发布，如有必要，将通过电⼦邮件提醒您注意。请经常查看此页⾯以获取对本⽂
档的更新或更改。您在政策更改公布后继续使⽤本⽹站意味着您接受更改。
本政策最后更新于29/10/2018。
6. 联系⽅式
有关对本政策的问题、意见和查询，请联系位于⽐利时布鲁塞尔路易斯施密特⼤道
7号的 Delvaux Design Coordination et Finance S.A. 的法律部门负责⼈；或通过电⼦
邮件发送⾄dataprivacy@delva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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