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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RI 集团 

隐私声明 

上次修改日期：2021年12月 

 

感谢您关注Campari！本隐私声明解释了Campari如何收集、使用、披露和以其他方式处理与我们服务有关的您

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将用于直接识别您的身份，或使您具有可识别性（“个人信息”）。  

当我们在本隐私声明中使用“Campari”、“Campari 集团”、“我们”或“我们的”等术语时，我们指的是 Davide 

Campari-Milano N.V. 及其附属公司和子公司。 当我们使用“服务”一词时，我们指的是以我们自己的名义提供的

所有服务和产品，包括我们的产品系列，例如我们的网站 https://www.campari.com/、我们的移动应用程序、或

发布或链接到本隐私声明的Campari Group 的任何其他 产品或服务。 

全球适用性和特定区域披露规定 

本隐私声明适用于我们的网站访问者、我们服务的用户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公司和用户。我们可以选择，也可

以根据法律要求披露一些其它信息，以满足某些国家、地区或州的个人信息处理的相关要求。请参阅以下可能适

用于您的披露规定： 

● 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如果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居民，请参阅“加利福尼亚州居民的附加通知” ，了

解更多加利福尼亚州的特有隐私规定。 

● 内华达州（美国）：  如果您是内华达州居民，《内华达州修订法规》第603A章允许内华达州居民选择退

出网站运营商已经收集或将要收集的涵盖该居民特定信息的未来销售。 请注意，我们不会出售《内华达

州修订法规》第603A章规定的您的个人信息。但是，如果您仍然希望提交此类申请，请通过 

gpdp.office@campari.com 与我们联系  

● 欧洲经济区、英国或瑞士：  如果您所属地区位于欧洲经济区 (“EEA”)、英国 (“UK”) 或瑞士，或以其他方

式参与 Campari 集团的欧洲业务，请参阅“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士的附加通知” ，以了解更多欧洲特定

的隐私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构成您的个人信息的内容，我们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所依赖的合法依据，当

您从欧洲经济区、英国或瑞士访问我们的服务时，我们如何使用cookies以及您所拥有的您的个人信息权

利。 

1. 我们如何收集您的个人信息 

从您与我们互动的第一刻起，我们就在收集您的个人信息。有时，当您与我们的服务互动时，我们会自动收集您

的个人信息，有时，我们会直接向您索取您的个人信息。 

有时，我们可能会从其他来源和第三方收集您的个人信息，甚至在我们第一次直接互动之前就已经收集了您的信

息。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型也可能取决于我们与您的关系（例如，业务代表、消费者）。 

控制人  

https://www.campari.com/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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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是Campari集团旗下负责处理您个人数据的公司，这取决于您通过何种方式与Campari集团的品牌开展互

动。因此，相关控制人通常由一个或两个实体组成：(1) 负责管理 Campari 品牌的主要实体（按区域划分），以

及如适用 ，(2) 与您开展本地化互动（例如营销活动、事件、赛事）的当地公司。 关于本地控制人，控制人及联

系方式将以特定交互方式披露。 

下表中指定了以下控制人： 

 

主要控制人（根据品牌） 

控制人: 

CAMPARI AMERICA LLC 
1114 AVENUE OF THE AMERICAS  
FL 19 NEW YORK, NY, 10036-7703 
GPDP.OFFICE@CAMPARI.COM  

控制人: 

DAVIDE CAMPARI - MILANO N.V. 
VIA F. SACCHETTI, 20 – 20099 SESTO 

SAN GIOVANNI (MILAN) – ITALY 
GPDP.OFFICE@CAMPARI.COM  

控制人: 

SOCIÉTÉ DES PRODUITS MARNIER 

LAPOSTOLLE S.A. 
32 RUE DE MONCEAU, 75008 PARIS 
GPDP.OFFICE@CAMPARI.COM  

品牌 

AMERICAN HONEY 
APPLETON ESTATE 
BOND & LILLARD 
CABO WABO 
SKYY  
WILD TURKEY 
LONGBRANCH 
RUSSELL’S RESERVE  
WRAY & NEPHEW 
FORTY CREEK 
PRINCE IGOR 
ESPOLON 
ANCHO REYES 
MONTELOBOS 
KOKO KANU 
SANGSTERS 
CORUBA 
OLD EIGHT 
DRURY’S 
DREHER 
SAGATIBA 
SAFFELL 
 

品牌 

APEROL 
APEROL SPRITZ 
AVERNA 
BANKES-BICKENS 
BARBERO LIQUORS 
BRAULIO 
BIANCOSARTI 
CAMPARI 
CAMPARINO 
CAMPARISODA 
CINZANO 
CORTE DELLA FRATESSA 
CRODINO 
CRODINO SPRITZ 
CRODINO TWIST 
DIESUS 
CROSS 
CYNAR 
FRANGELICO LIQUEUR 
FRATTINA 
GLEN GRANT 
MAGNUM TONIC WINE 
MAISON LAMAUNY 
MONDORO 
OUZO 12 
RICCADONNA 
TERRAZZA APEROL 
THE NOTES COLLECTION 
RICCADONNA SPARKLING 

WINESX-RATED FUSION LIQUEUR 
ZEDDA PIRAS MIRTO 
ZEDDA PIRAS OTHER TYPICAL 

LIQUORS 

品牌 

GRAND MARNIER 
BISQUIT & DOUBOUCHÉ 
LALLIER CHAMPAGNE 
MARNIER RHUM 
WINE & CHAMPAGNE LVMH 
 

 

 

当地公司（本地化控制人）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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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实体 地址 

奥地利 CAMPARI AUSTRIA GMBH NAGLERGASSE 1/TOP 13 ,1010, WIEN 

比荷卢经济联盟 CAMPARI BENELUX S.A. RUE AUX LAINES 70, 1000 

BRUSSELS 

阿根廷 CAMPARI ARGENTINA S.A. OLGA COSSETTINI, 243 PISO 3, PUERTO 

MADEO, CABA, ARGENTINA 

澳大利亚 CAMPARI AUSTRALIA PTY LTD. LEVEL 21, 141 WALKER STREET NORTH 

SYDNEY, AUSTRALIA 

巴西 CAMPARI DO BRASIL LTDA. ALAMEDA RIO NEGRO 585, EDIFICIO  

DEMINI, CONJUNTO 62, 
ALPHAVILLEBARUERI-SP 

加拿大 FORTY CREEK DISTILLERY LTD. 297 SOUTH SERVICE ROAD WEST, 

GRIMSBY, CANADA 

中国 CAMPARI (BEIJING) TRADING CO. LTD. ROOM 66, FLOOR 5, BLOCK 1, NO.16, 
CHAOYANGMENWAI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德国 CAMPARI DEUTSCHLAND GMBH ADELGUNDENSTRASSE 7, 80538 

MÜNCHEN, DEUTSCHLAND 

希腊 KALOYIANNIS - KOUTSIKOS DISTILLERIES 

S.A. 
6 & E STREET, A' INDUSTRIAL AREA, 
VOLOS 

印度 CAMPARI INDIA PRIVATE LTD. COWRKS, GROUND FLOOR AND FIRST 

FLOOR, WORLDMARK 1, ASSET AREA 

11.AEROCITY, HOSPITALITY DISTRICT,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AIR-
PORT, NH-8.NEW DELHI -  110037, 
INDIA 

意大利 CAMPARINO S.R.L. PIAZZA DUOMO, 21 MILANO 

意大利 TERRAZZA APEROL SRL CAMPO SANTO STEFANO 
SAN MARCO 2776 
30124 VENEZIA (VE) 

牙买加 J.WRAY&NEPHEW LTD. 23 DOMINICA DRIVE, KINGSTON 5, 

牙买加 

墨西哥 CAMPARI MEXICO S.A. DE C.V AVENIDA AMERICAS 1500 PISO G-B 

COLONIA COUNTRY CLUB, GUADA-
LAJARA, 

JALISCO, MEXICO 

新西兰 CAMPARI NEW ZEALAND LTD. C/O KPMG 18, VIADUCT HARBOUR AV., 
MARITIME SQUARE, AUCKLAND  

新西兰 

秘鲁 CAMPARI PERU SAC  AV.JORGE BASADRE NO.607, OFICINA 

702, DISTRITO DE SAN ISIDRO, LIMA, 
PERÙ 

俄罗斯 CAMPARI RUS OOO 2ND YUZHNOPORTOVIY PROEZD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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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RUSSIA 

新加坡 CAMPARI SINGAPORE PTE LTD. 152  BEACH  ROAD, #28-05-08, 

GATEWAY EAST, SINGAPORE 189721    

南非 CAMPARI SOUTH AFRICA PTY LTD. 12TH FLOOR, CLIFFE DEKER HOF-MEYR 

11 BUITENGRACHT STREET, CAPE 

TOWN, 

南非 

西班牙 CAMPARI ESPAÑA S.L. CALLE DE LA MARINA 16-18, PLANTA 29, 
BARCELLONA 

瑞士 CAMPARI SCHWEIZ A.G. LINDENSTRASSE 8, BAAR 

英国 GLEN GRANT LTD. GLEN GRANT DISTILLERY, ROTHES, 
MORAYSHIRE ELGIN ROAD, TRADING AS  

CAMPARI UK, LEVEL 27, THE SHARD, 32 

LONDON BRIDGE STREET,  LONDON SE1 

9SG 

乌克兰 CAMPARI UKRAINE LLC  8, ILLINSKA STREET, 5 FLOOR, BLOCK 8 

AND 9, KIEV, UKRAINE 

 

需要由您主动提供的个人信息  

我们可能会收集您提供的与我们的服务有关的下列个人信息： 

− 合法饮酒年龄验证信息：当您第一次访问我们的网站时，我们可能会收集您的出生日期，以确认您已达

到法定饮酒年龄。 

− 帐户创建和个人资料信息。 我们可能会收集您在注册帐户时提供的个人信息（如有）。 

这些信息包括您的全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帐户创建完成后，您也可以更新您的帐户信息，例如您

的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出生日期和您的偏好。 

− 预订： 

当您通过我们的任何品牌酒店进行在线预订时，例如，预订开胃酒或晚餐，我们会收集预订所需的信息

，其中可能包括您的名字、姓氏、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出席的客人人数 ，以及您在备注部分提供

的任何信息（例如，偏好、特殊要求）。 

− 支付信息：如果您注册了我们一项需要付款的服务或购买我们的一种产品，我们会收集与此类付款有关

的信息。请注意，我们将使用第三方支付处理机构来处理支付给我们的款项。因此，我们不会保留任何

可识别的个人财务信息，例如信用卡号码。相反，所有这些信息均由您直接提供给我们的第三方支付处

理机构。第三方支付处理机构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将受其隐私声明的约束。  

− 沟通： 

当您通过任何通信方式（包括通过我们网站的“联系我们”表格）与我们联系时，我们可能会收集您的姓

名、电子邮件地址、邮寄地址、电话号码、查询类型或您选择提供给我们的任何其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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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统计信息： 

当您填写我们的调查或市场研究问卷时，我们可能会收集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您的年龄、性别或年收入

，以及关于您业务的其他信息，例如，包括您的年收入和目标人群。收集的信息取决于调查类型以及开

展此类调查的Campari集团公司。 

− 新闻稿/营销电子邮件。 

如果您经过注册以接收我们的新闻或提醒，我们可能会收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适用兴趣以及您喜欢的

联系方式。 

如果您想要停止接收我们的电子邮件，您可以使用我们电子邮件底部的“退订”链接，以选择不再接收这

些新闻或提醒。 

− 活动、调查和促销。 

如果您填写了任何表格或参加Campari集团举办活动、调查、赛事（竞赛/抽奖）或其他促销活动，我们

可能会收集您的联系信息（例如，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您的人口统计信

息以及注册时表格中需要的任何其他信息，或作为您的参赛项目的一部分，包括收集您的照片/视频（每

项信息，如适用）。有时，我们也会收集您的发货和账单信息，例如，如果您是竞争获胜者或购买了我

们的产品或服务（如有）  

如果您是我们活动或推广合作伙伴的一员，我们也可能会收集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姓名、公司电子

邮件地址和公司地址。  

− 反馈信息： 我们还可能收集您对我们服务或产品的反馈和评分。 

− 业务代表联系信息： 

如果您是业务代表，我们会收集您与履行本协议或与我们签订的潜在协议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

括您的名字、姓氏、公司联系信息（例如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地址）、职位以及与履行本协议相关的

任何其他信息。 

虽然我们经常直接向您询问上述个人信息，但我们也会通过服务提供商和代表我们收集信息的其他第三方收集这

些信息，例如通信提供商、分析服务提供商、调查、竞赛和促销活动提供商以及营销服务提供商 。请参阅下面

的“由其他来源和第三方收集的个人信息”部分。 

自动收集的个人信息  

正如大多数数字平台一样，当您访问我们的服务或与之互动时，我们和我们的第三方提供商以及合作伙伴会自动

收集某些个人信息： 

• 日志数据：  包括您的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操作系统、浏览器类型、浏览器 ID、您输入的 

网址和引用页面/活动、访问日期/时间、您用在我们服务上的时间以及您访问我们的服务时可能出现的任

何错误。请注意，即使您没有选择提交这些信息，我们的系统也可能会记录您在我们的网站和其他在线

服务中输入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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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数据：  

包括您在使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以及退出我们的服务时所用到的电子路径，以及您使用我们服务过程中

的概况和活动，例如您查看、点击或以其他方式互动的链接、对象、产品和权益 

（也称为“点击流数据”）。 

我们的电子邮件中还可能使用了像素追踪技术，用于识别您是否以及何时打开了我们发送给您的电子邮

件、您阅读了多少次、以及您是否点击了该电子邮件中的任何链接。这将帮助我们判断营销电子邮件活

动的有效性，使我们发送给您的电子邮件更切合您的兴趣，并了解您是否已经打开并阅读了我们可能发

送给您的任何重要的管理人电子邮件。  

• 位置数据：   包括您的一般地理位置信息（通过我们收集的日志数据）。 

• 应用数据：  

我们的某些服务中可能会提供移动或浏览器应用程序，使您能够在旅途中和/或访问第三方网站和其他在

线服务时能够使用到我们提供的服务。 

其中某些应用程序还允许我们访问您的更精确位置数据，并收集关于您使用第三方网站和在线服务（包

括您感兴趣或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以及之互动的信息，以便更好地为您服务。 

• 广告数据：我们还会收集和使用一些日志数据和分析数据（根据适用法律的要求，需事先征得您的同

意）来开展广告活动，包括利用广告网络、社交媒体公司和其他第三方服务来展示目标广告。 关于这些

行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Cookie 通知”。 

我们和我们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可能会使用以下方式自动收集这些个人信息： (i) 存储在个人计算机上的 cookie 

或小型数据文件，以及 (ii) 其他相关技术，如网络信标、像素、嵌入式脚本、位置识别技术和日志记录 

（统称为“cookies”）。 

关于这些做法以及Cookie 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Cookie 通知”。 

从其他来源和第三方获取的个人信息 

我们也可能从第三方和其他来源获得个人信息，我们经常会综合分析这些信息以及我们自动收集或直接从消费者

处收集的个人信息。 

我们可能会收到以下第三方提供的上述相同类别的个人信息： 

− Campari 集团：我们可能会从Campari集团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公司，以及Campari集团拥有或共同拥有

的其他公司收集个人信息，这也包括我们的子公司（即我们拥有或控制的任何组织）或我们的最终控股

公司（即拥有或控制我们的任何组织）及其拥有的任何子公司，特别是在我们合作提供服务时。 

− 社交媒体：当用户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网络参与我们的服务互动时，例如用户在 Facebook 上给我们“点赞”

或关注我们，或在 Google、Facebook、Twitter 或其他社交网络上分享我们的内容时（例如，通过我们

的网站分享按钮） ，我们可能会收到他们允许社交网络与第三方分享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所获得的数

据取决于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隐私设置。在分享信息和/或将其链接或连接到其他服务之前，用户应始终

查看其在第三方网站、社交媒体网络和服务上的隐私设置，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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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供应商：全权代表我们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商（例如聊天服务、支付处理和营销服务提供商）将负

责收集个人信息，并经常与我们分享部分或全部信息。 

− 信息提供商：我们可能会不时从第三方信息提供商处获取信息，以更正或补充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例

如，我们可能会从第三方信息提供商处获取更新的联系信息，以重新与某个用户取得联系。 

− 其他来源的信息：我们还可以从公开来源、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客户、业务合作伙伴或通过交易（如合

并和收购）等途径收集我们没有掌握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联系信息以及感兴趣的服务信息。

我们可能会综合分析这些信息以及我们直接从用户处收集的信息，并且当适用法律要求时，我们将在征

得您的事先同意后这样做。我们将使用这些信息与客户取得联系，发送广告或促销材料，或使我们能够

提供个性化服务，并更好地了解与我们互动的用户的人口统计数据。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您个人信息的处理过程将遵循我们隐私声明的规定。请注意，我们无法控制第三方收集的个

人信息，也无法控制他们如何使用这些个人信息。您应该查看第三方的隐私政策，以了解他们如何收集、使用和

共享他们获得的信息以及使用的信息。 

2.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我们将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用途： 

− 履行或满足需要用到这些信息的原因，例如履行我们的合同义务，提供贵方要求的服务，包括方便您向

其他用户或群组传递信息； 

− 管理我们的组织及其日常运作。  

− 与用户沟通，包括通过电子邮件、短信、信息传递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和/或电话、视频会议。 

− 向用户推销我们的服务，包括通过电子邮件、直接邮件、电话或短信、社交媒体和广告网络、信息传递

应用程序、视频会议； 

− 管理、改进我们的服务，以及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包括识别用户，并在他们再次使用我们的服务时记住

他们的信息； 

− 处理我们服务的付款； 

− 为用户行使其利益和服务提供便利，包括客户支持；  

− 识别并分析用户如何使用我们的服务； 

− 对我们的客户群以及我们的服务进行研究和分析；   

− 改进我们的服务以及提供定制化服务，以满足我们用户群以及我们与之互动的其他用户的需求和兴趣； 

− 对我们提供的服务进行测试、增强、更新和监测，或诊断和解决技术问题；  

− 帮助维护我们的财产和服务、技术资产和业务的安全、保障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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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我们的“服务条款”，解决争端，履行我们的义务和行使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和第三方

的利益和权利； 

− 捍卫、保护或行使我们的权利或适用的合同和协议； 

− 防范欺诈或非法或犯罪活动，对此开展调查，并且提供相关通知；  

− 满足您提供个人信息的任何其他目的； 和 

− 遵守法律义务。 

如果用户选择与我们联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信息来满足请求或回复查询。如果我们要求查询/请求的范围和/或

个人信息不在本隐私声明范围内，我们可能会向您提供其它的隐私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附加隐私声明将指

导我们如何处理当时提供的信息。 

3. 我们如何分享个人信息  

我们还可能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向其传递、披露、提供个人信息以及授予访问权限，如下所述。 

− 服务提供商：我们与代表我们履行服务的第三方承包商和服务提供商共享个人信息，这些第三方承包商

和服务提供商受合理保密条款的约束，并且可能包括处理付款、提供网络托管和维护的服务提供商，以

及技术支持提供商、预订管理、 

电子邮件沟通服务提供商、分析提供商、数据存储服务提供商、竞赛管理以及网络和视频托管提供商和

开发人员。 

− Campari 

集团:我们可能与Campari集团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公司和品牌，以及Campari集团拥有或共同拥有的其他

公司共享个人信息。 这些公司将按照本隐私声明规定的适用方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 商业合作伙伴：我们可能会出于交易和营销目的向业务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披露个人信息，包括

用于推广他们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例如，我们可能会向业务合作伙伴披露个人信息，以便他们能够提供

您选择参加的活动、竞赛、抽奖或推荐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您的个人信息处理将受业务合作伙伴的隐

私声明的约束。 

− 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  我们可能会与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共享个人信息，以供他们分析您使用我们服务

和活动相关统计数据和趋势。 这些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根据所分析的个人信息和其他信息制作报告，并

为我们的客户提出业务战略方面的建议。  

− 在线广告合作伙伴： 我们也可能与广告网络共享个人信息，或允许这些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直接收

集您的信息，以推广在线广告，例如，由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广告提供商在第三方平台上为您或具有类

似特征（比如可能的商业利益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其他用户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有关更多信息，

包括如何选择退出根据您的兴趣推荐的广告，请参阅我们的 “Cookie 通知”。 

− 公司交易：如果我们出售或转让我们的全部或部分业务或资产（包括公司的任何股份）或我们的产品、

服务、业务和/或资产的任何部分或组合，我们可能会转让我们收集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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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此类交易（无论是资产剥离、合并、收购、破产、解散、重组、清算或类似交易或程序），我

们将尽合理努力，确保任何信息的转让都符合本隐私声明的规定。 

− 法律义务和权利：我们可能会向第三方披露个人信息，例如法律顾问和执法部门： 

o 关于确立、行使或捍卫法律索赔；  

o 遵守法律或回应合法请求和法律程序；  

o 保护我们的权利和财产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财产，包括执行我们的协议和政策； 

o 发现、制止或防止欺诈行为；  

o 保护我们和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 或者  

o 适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 

− 事先征得您的同意后：我们可能会向某些其他第三方披露个人的个人信息，或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或经

其许可后公开披露。例如，事先征得用户的同意或许可后，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网站或相关服务出版物

上发布用户的推荐信。  

4. 控制您的信息 

− 电子邮件交流。  我们可能会不时向您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您我们服务的更新、我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关于我们组织的通知、或我们提供的认为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服务（或来自第三方的促销优惠）的信

息。 如果您想退订此类电子邮件，只需点击电子邮件底部的“退订链接”。 请注意，您无法退订某些与服

务相关的电子邮件通信（例如，帐户验证、交易确认、技术或法律通知）。 

− SMS 文本消息。我们可能会使用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通过短信和电话的方式与用户沟通（如果需要，

例如，通知用户他们赢得了比赛），包括向您推销（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在事先征得您的同意的情况

下）或向您提供我们认为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和更新。您可以随时通过回复 “STOP（停

止）” 或单击我们其中一条消息中的“退订”链接（如有）来退订营销短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

服务条款。 

− 修改账户信息。  如果您有我们的在线帐户，您可以通过“个人资料”、“帐户”或服务上提供的类似选项来修

改您帐户中的某些信息（例如，您的联系信息）。并非所有个人信息都是以您可以访问或更改的格式保

存的。如果您想请求访问、更正或删除个人信息，您可以通过下面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向我们提出您的

请求。我们将审查您的请求，并可能要求您提供其他信息以确认您的身份，但我们不承诺能够满足您的

请求。 

− 访问您的设备信息。  您可以通过设备上的“设置”应用程序来控制其他人访问您的设备信息。 例如，您可

以撤销我们的系统服务访问您地理位置的权限。 

− 如何控制推送通知。 您可以通过在 iOS 或 Android 系统的通知设置菜单中更改您的偏好，以停止接收我

们的推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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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儿童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16岁以下的儿童，也不打算或有意收集或他们的个人信息。如果用户未满 16周岁，他们不

应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使用我们的服务或以其他方式向我们提供任何个人信息。如果有16 岁以下儿童向我们提

供了个人信息，我们鼓励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与我们联系，要求我们从系统中删除这些个人信息。如果我们得知

我们收集的任何个人信息是由 16 岁以下的儿童提供的，我们将立即删除这些个人信息。 

6. 第三方网站和服务 

这些服务可能涉及到整合或链接至第三方网站或服务，包括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的网站或服务。 在与这些第三

方互动的过程中，您将直接向第三方而非 Campari 提供信息。 请注意，对于这些第三方或不属于其拥有或控制

的任何实体的隐私行为，Campari概不负责。 我们鼓励您查看这些第三方的隐私政策和在线条款，以详细了解他

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7. 隐私声明的变更  

我们保留自行决定随时更改本隐私声明的权利。 

我们将通过向您帐户中指定的首选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通知、在我们的网站上发布醒目通知或通过其他适当的通信

渠道，通知您我们处理个人数据方式的重大变化。 

您有责任定期查看本隐私声明。除非另有规定，所有更改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8.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或其他隐私相关事宜有任何疑问或要求，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gpdp.office@campari.com   

 
+++++++++++++++++++ 

 

加利福尼亚州居民的附加通知 

这份加利福尼亚州居民附加通知（“CA 披露”）是对我们“隐私声明”  

中所包含信息的补充，仅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个人居民（“消费者”或“您”）。 

这些CA披露提供了一些补充信息，以阐述我们如何在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的范

围内收集、使用、披露和以其他方式处理加利福尼亚州居民个人信息，包括在线或离线信息。   

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否则这些 CA 披露中的所有术语与我们“隐私声明”  或 CCPA 

中的其他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当我们在本CA通知中使用“个人信息”一词时，我们指的是能够识别、关联、描述、有理由与之相关联或可以合理

地直接或间接与某一特定消费者或家庭相关联的信息。 

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如“隐私声明”的“我们如何收集您的个人信息”和“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部分所述，我们将出于各种目的

收集您的个人信息。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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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2 个月中，我们收集了以下类别的个人信息： 

• 标识符，例如您的名字、中间名和姓氏、电子邮件地址、用户名、邮寄地址、出生日期或年龄、邮寄

地址或其他类似标识符； 

• 商业信息，例如购买、获得或纳入考虑的服务记录； 

• 互联网/网络信息，例如设备信息、日志和分析数据； 

• 地理位置数据，例如根据您的 IP 地址或其他信息生成的大致位置数据； 

• 感觉信息，例如您与Campari集团之间的任何电话录音（经您允许，如适用）； 

• 根据您对我们网站的使用情况，做出的有关您兴趣和偏好的推断； 以及 

• 其他个人信息，包括您在反馈表中提交的信息，以及您与Campari集团之间的任何通信，以及我们从

社交网站收到的信息。 

我们从以下来源收集这些信息：直接由您提供、由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和关联公司提供、来自于您访问我们应用

程序或使用我们服务时的浏览器或设备、或来自于您允许与我们共享信息的第三方。有关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来

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隐私声明》的“我们如何收集您的个人信息”部分。 

1. 披露个人信息 

出于商业目的，我们将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我们出于商业目的向其披露您的个人信息的第三方包括：(i) 我

们公司家族中的其他品牌和附属公司； (ii) 我们的服务提供商和顾问； (iii) 分析服务提供商； (vii) 营销和战略合

作伙伴； (viii) 社交网络。 

在过去 12 个月中，我们已经出于商业目的向第三方披露了我们收集的所有类别的个人信息，相关详情请参见这

些 CA 披露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部分。 

2. 出售个人信息  

除非您行使了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的权利，否则我们可能向第三方出售个人信息 ，以换取金钱或其他有价值

的报酬。第三方可以根据自身隐私声明的规定将这些信息供己方使用，其中可能包括将这些信息转售给其他第三

方。这些第三方可能包括： 

• 商业合作伙伴：  我们可能会出于商务或商业目的（包括推广其产品或服务）与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共享

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标识符和互联网/网络信息。 我们还可能与其他第三方共享您的个人信息，他们可能

拥有我们认为您可能喜欢的产品或服务。 

 

• 第三方广告网络、社交媒体公司和其他第三方企业： 正如在在线运营公司的通常做法一样，我们允许某

些第三方广告网络、社交媒体公司和其他第三方企业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或与我们的网站互动、使用我

们的应用程序或以其他方式与我们接触时，通过cookies或跟踪技术直接从您的浏览器或设备收集和披露

您的个人信息（包括互联网/网络信息、商业信息和推论）。这些第三方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分析和优化

我们的服务，以及在我们的网站、其他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或您可能使用的其他设备上发布广告，或者

制定个性化的内容，并提供其他与广告相关的服务，如报告、归因、分析和市场研究。这些第三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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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根据自身隐私声明的规定将这些信息供己方使用，并且可能将这些信息出售给第三方，包括其他

广告网络，用于广告和其他目的。 

 

3. 您的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 

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您可以对我们收集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行使以下权利（受法律的某些限制）： 

访问权/知情权 

  

在核实您的身份后，您有权要求提供与我们在过去 12 个月内

收集和披露的您的个人信息有关的任何或全部信息： 

• 我们所收集的关于您的具体个人信息； 

• 我们所收集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的类别； 

• 个人信息的来源类别； 

• 我们出于商业目的向第三方披露的个人信息类别，以

及向其披露该信息的接收方类别； 

• 我们出售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的类别（如有），以及

向其出售信息的第三方类别； 和 

• 收集或（如适用）出售个人信息的商务或商业目的。 

请求删除的权利 除某些特例外，您有权要求删除我们向您收集的个人信息。 

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的权

利 

您有权指示我们，现在或将来不得向第三方出售我们所收集的

关于您的个人信息。 

 

如果您未满 16 岁，您有权自行选择或让父母或监护人代表您

选择是否出售您的个人信息。 

不受歧视的权利 

您有权行使这些权利而不受到歧视性待遇。 

但是，请注意，如果因您行使这些权利限制了我们处理个人信

息的能力（例如，行使请求删除的权利），我们可能无法再向

您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或以同样的方式与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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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客户资讯披露法”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客戶资讯披露法”（加州民法

§1798.83），与我们有业务关系的加州居民有权了解他们的信

息如何被披露给第三方，以用于其直接营销目的。 

 

 

 

 

4. 如何行使您的加州隐私权  

 

行使您的知情权或删除权 

 

若要行使您的访问权、知情权或删除权，请通过以下方式提交请求： 

• 通过 gpdp.office@campari.com 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主题为“加州权利请求”； 

• 填写我们的“隐私权申请表”； 

在处理您的请求之前，我们将需要核实您的身份，并确认您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为了验证您的身份，我们通

常会要求您成功验证您的帐户，或将您提供给我们的足够信息与我们在系统中保存的关于您的信息进行匹配。在

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向您索取额外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和/或您上次使用

我们服务的日期。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拒绝您行使上述权利的请求，特别是当我们无法核实您的身份或在我们的系统中无法

找到您的信息时。如果我们无法满足您的全部或部分请求，我们将解释拒绝遵守该请求的原因。 

 

行使您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的权利 

除非您行使了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的权利，否则我们可能向第三方出售个人信息 ，以换取金钱或其他有价值

的报酬。第三方可以根据自身隐私声明的规定将这些信息供己方使用，其中可能包括将这些信息转售给其他第三

方。 

即使您未在我方创建帐户，也可行使您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的权利。但是，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额外的个人

信息，以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正确识别您的身份，并跟踪您的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请求的合规性。这

些信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邮政编码。我们只会使用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请求中提供

的个人信息来审查您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请求的合规性。如果您选择不提供这些额外信息，我们可能只能在我

们数据系统所能识别的范围内处理您的请求。 

• Cookie 选择退出（不出售我的个人信息）：若要行使您选择退出的权利，因为这涉及到使用cookies

和其他跟踪技术进行分析和定向广告服务，请在相应的 cookie 对话框中输入您的选择。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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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数字广告联盟 (“DAA”) CCPA 工具” 选择退出。通过DAA 提供 CCPA 选择退出工具，您

可以选择集中退出所有DAA参与企业的个人信息销售，这些企业将会在多个网站和应用程序中收集您的

个人信息。若要行使您选择不出售此类个人信息的权利，请访问 https://optout.privacyrights.info。若要做

出与您设备上的移动应用程序有关的选择退出请求，您可以在 https://www.privacyrights.info/appchoices 

下载相应的应用程序。若要详细了解第三方如何在我们的网站上自动收集信息，以及对于这些活动您所

能做的选择，请参阅我们的 “Cookie 通知”。 

 

• 选择退出销售或共享个人信息：若要行使您的选择退出权，因为这涉及到向第三方出售或共享您的个

人信息（例如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邮政地址），用于其直接营销或其他商业目的，请使用我们的

“隐私权申请表”提交您的请求。 

 

授权代理人 

在某些情况下，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可以使用授权代理人，通过这些 CA 披露中规定的指定方法，代表他们提交个

人信息知情请求或个人信息删除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验证授权代理人是否有权限代表其行事 ： 

• 接收消费者或其授权代理人的有效授权书（符合加州法律规定）； 或者 

• 接收足够的证据，以表明消费者已经： 

o 已向授权代理人提供了代表其提交请求的签字许可； 

o 根据这些 CA 披露中规定的程序，直接向我们核实了消费者的身份； 或者直接向我们确认，消费

者已向授权代理人提供了代表其提交请求的许可。 

对于选择退出个人信息“销售”请求，我们需要一份签名许可，证明您的授权代理人已获得您的授权，可以代表您

提交请求。 

 

++++++++++++++++++++++++++++++ 

 

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士的附加通知  

这份附加通知对我们的隐私声明中的信息进行了补充，并适用于居住在欧洲经济区 (“EEA”)、英国 (“UK”) 和瑞士

的用户，即使是暂时居住。这份附加隐私声明规定了，我们如何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EU) 2016/679

（“GDPR”）、英国GDPR和瑞士数据保护法规的范围内收集、使用、披露和以其他方式处理个人数据（无论是

在线还是离线数据）。除非另有明确规定，本说明中的所有术语与我们的《隐私声明》中的定义或上述法规中的

定义具有相同含义。 

Campari集团在欧洲开展业务，并且可能将我们的服务提供给位于欧洲经济区、英国和瑞士的用户，包括通过我

们的欧洲网站为用户提供服务（统称为我们的“欧洲服务”）。 以下披露内容（“隐私披露”）适用于我们处理与我

们欧洲服务相关的个人数据。 

https://optout.privacyrights.info/
https://www.privacyrights.info/app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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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本节中使用术语“个人数据”时，我们指的是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信息。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数据保护官：gpdp.office@campari.com 

 

1. 当您使用CAMPARI集团的欧洲服务时，我们向您收集的个人数据，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我们将会收集您在使用欧洲服务时自愿直接提交给我们的各类个人数据，如我们“隐私声明”中的“我们如何收集

您的个人信息”和“我们如何使用您的个人信息”章节所述。 

我们会告诉您，需要强制性提供某些个人信息，或是可选择不提供。如果您选择不提供任何标记为强制性的个人

信息，我们可能无法回复您的查询或向您提供其他服务。 

附件 1 中的表格详细列出了我们收集的您的各类个人数据，以及我们在您使用欧洲服务时如何使用这些个人信

息，以及我们处理个人信息所依据的法律和该个人信息的接收方。 

2. 我们自动收集的有关您的信息 

我们还会间接自动收集有关您如何访问和使用欧洲服务的个人信息，以及您用于何种设备访问欧洲服务的信息。

例如，我们可能会收集： 

(a) 关于您在欧洲服务上使用的功能和浏览的页面的信息。 

(b) 关于您设备的信息（例如您的IP 地址、设备标识符、设备类型、型号和制造商）；和 

(c) 有关您的使用模式的信息（例如，您使用Campari集团欧洲服务的频率和您的语言设置）。 

我们将使用这些信息向您提供最需要的欧洲服务特性和功能，用于监测和改进欧洲服务并开发新服务。 

附件 2 中的表格列出了我们自动收集的有关您的各类个人信息，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信息的更多信息。这份表

格还列出了我们处理个人信息所依据的法律以及该个人信息的接收方。 

我们可能会将我们收集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和我们自动收集的信息相关联或结合起来。 

我们可能会对我们收集的任何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并且汇总（从而无法通过这些信息直接识别您的身份）。我

们可能会将匿名信息用于以下目的：包括测试我们的 IT 系统、研究、数据分析、改进欧洲服务。我们也可能与

他人共享这些匿名信息和汇总信息。 

3. 我们会将您的个人信息保存多久？ 

附件 1 和 2 规定了我们存储您的个人信息的时间。对于我们收集的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仅在我们法律义务和合法

商业利益所需的必要期限内保存这些个人信息。  

用来确定您的个人信息保留期限的标准是不同的，具体取决于我们处理个人信息所依据的法律： 

(a) 合法权益。当我们基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处理个人信息时，我们一般会根据特定的利益将这些信息

保留一段合理的时间，同时考虑到数据主体的基本利益以及权利和自由。 

mailto:gpdp.office@campari.com


 

16 

 

(b) 同意书。如果我们根据您的同意书来处理个人信息，我们一般会保留这些信息，直到您撤回您的

同意书，或者保留一段必要的时间，以履行与您的基本协议或向您提供适用服务（我们处理该个

人信息的用途）。 

(c) 合同。如果我们是根据合同处理个人信息，我们一般会在合同存续期间以及一些额外的有限时间

段内保留这些个人信息，以考虑合同关系可能产生的法律索赔的诉讼时效。 

(d) 法律义务。如果我们根据法律义务处理个人信息，我们一般会在履行法律义务所需的期限内保留

这些信息。 

(e) 法律索赔。 当我们面临法律索赔的威胁时，我们可能需要申请 "合法保留 "，以使此类信息的保留

时间超过我们通常的保留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将这些信息保留至“合法保留”撤销为止，这

通常意味着索赔或索赔威胁已消除。 

在所有情况下，除了个人信息的用途以及法律依据外，我们还会考虑个人信息的数量、性质和敏感性， 以及未

经授权使用或披露您的个人信息所带来的潜在损害风险。 

一旦撤回同意书，或为附件 1 和 2 所述目的收集的数据的存储期限届满（以先到为准），这些数据将被自动删除

或永久匿名化。 

4. 个人信息的接收方 

除了附件 1 和2 中列出的接收方之外，我们还可能与以下人员分享您的个人信息（根据附件1和2中规定的用

途）： 

(a) 服务提供商和顾问：我们可能会与为我们提供服务或代表我们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供应商和其他服

务提供商共享您的个人信息，这可能包括专业服务提供商，例如法律和会计服务、邮寄、电子邮

件或聊天服务、 欺诈预防、网络托管或分析服务提供商。 

(b) 附属公司。Campari集团拥有或共同拥有的其他公司，包括我们的子公司（即我们拥有或控制的

任何组织）和我们的最终控股公司（即拥有或控制我们的任何组织）及其拥有的任何子公司。 这

些公司将按照这些隐私披露中规定的适用方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并将在必要时执行公司内部的

数据保护协议。 

(c) 与商业交易有关的买方和第三方：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披露给与交易有关的第三方，例如合

并、出售资产或股份、重组、融资、控制权变更或收购我们全部或部分业务。 

(d) 出于法律原因，披露给执法部门、监管机构和其他方：根据法律要求，或者如果我们合理地认为

必须披露此信息，以满足以下要求：（i）遵守法律和执法部门合理要求； (ii) 发现并调查非法活

动和违反协议的行为，包括违反我们协议条款的行为；和/或 (iii) 为了行使或保护Campari 集团、

其用户或其他人的权利、财产或人身安全，则我们可能会与第三方共享您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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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营销和广告宣传 

我们可能会不时与您联系，提供有关我们服务的信息，包括向您发送营销信息并征求您对我们服务的反馈意见。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大多数营销信息。对于某些营销信息，我们可能会使用我们收集的有关您的个人信息，

以帮助我们确定最适合与您分享的营销信息。 

如果您同意我们这样做，或根据软性同意机制的规定（如适用），我们可能会向您发送营销信息。  如果您想退

订此类电子邮件，只需点击电子邮件底部的“退订链接”。  

6. 存储和转移您的个人信息 

安全性。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免遭意外或非法破坏、丢失、更改或损坏。我

们收集的所有个人信息都将由我们的云托管服务提供商存储在安全的服务器上。我们绝不会主动向您发送电子邮

件或通过电话与您联系，向您索取信用卡或借记卡信息或国民身份证号码。 

您的个人信息的国际转移。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转移到我们和我们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开展业务的司法

管辖区以外的国家，并储存在这些国家。如果您位于欧洲经济区、英国或瑞士，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转移至这些

地区之外（包括美国）进行处理。 

如果发生此类转移，我们确保： (i) 将个人信息转移到被认为能够提供同等保护水平的国家； (ii) 采取适当保障措

施的情况下进行转移，例如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标准合同条款（包括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建议的额外保障措施）。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所采用的保障措施，请使用这些隐私披露末尾的详细资料与我们联系。 

7.  档案资料  

我们可能会分析我们收集的有关您的个人数据，以创建您的兴趣和偏好档案，以便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最切合您需

求的信息。当从外部来源获得关于您的额外信息时，我们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发送产品更

新。我们还可能使用您的个人数据来检测欺诈和信用违规行为，从而降低风险。您可以选择是否在我们的客户关

系管理 (CRM) 系统中输入个人数据，并且只有在同意附件 1 和 2 中详述的目的之一时，您才能输入个人数据；

这也自动意味着，在世界各地负责数据处理的Campari集团员工将能够查看数据、更改和更新数据。 

8. 您对您个人信息所拥有的权利 

根据适用的隐私法，您对我们拥有的您的个人信息享有以下权利： 

(a) 访问权。您有权获得： 

(i) 我方的确认，以确定我们是否在处理以及在何处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ii) 我们正在处理的个人信息类别、我们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目的、以及我们如何确定适用的

保留期限； 

(iii) 关于我们可能与之分享您的个人信息的接收方类别； 和 

(iv) 我们拥有的关于您的个人信息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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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可携权。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收到一份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的副本（该信息是结构化

的、常用的、机器可读的格式，并且支持重复使用），或有权要求将您的个人数据转移给其他

人。 

(c) 数据修正权。您有权要求我方更正我们持有的关于您的任何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个人信息，我方不

得无故拖延。 

(d) 删除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正当理由需要继续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您有权要求我方立即删

除您的个人信息，不得无故拖延。 

(e) 限制处理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以这种方式继续处理个人信息是不合理的，例如，当您对个人

信息的准确性提出异议时，您有权要求我方限制我们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用途。 

(f) 撤回同意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事先征得您的同意才能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在这些情

况下，如果您已提供同意书，您有权撤回您的同意书。如果您撤回同意书，这并会影响我们在您

撤回之前使用您的个人信息的合法性。 

您有权规定您去世后个人信息的保留、删除和披露要求。若您未做出相关规定，您的继承人可以要求披露或删除

您的个人信息。 

如果有与您的特殊情况有关的理由，您也有权反对任何基于我们合法权益所做的信息处理。可能有令人信服的

理由，以继续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是这样，我们将会对该理由进行评估并将我们的决定通知您。 您可以出

于任何原因反对营销活动。 

您也有权向当地的数据保护机构提出投诉。如果您所在地区位于欧盟境内，请在此处获取有关如何联系当地数据

保护机构的信息。如果您所在地区位于英国或瑞士，您当地的数据保护机构是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 

(https://ico.org.uk/global/contact-us/) 和瑞士联邦数据保护和信息专员 

(https://www.edoeb.admin.ch/edoeb/en/home/the-fdpic/contact/address.html)。 

如果您想要行使其中一项权利，请填写我们的隐私权申请表。 

由于数据处理的保密性，在行使上述权利时，我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身份证明。您可以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扫描

件或有效身份证件的签名副本。 

9. 我们的欧洲服务中使用的 COOKIE 和类似技术 

我们的欧洲服务使用了cookie 和类似技术，例如像素和本地存储对象（LSO），如HTML5（统称为

“cookie”），以将您与我们服务的其他用户区分开来。这有助于您在浏览我们的服务时获得良好的体验，也使我

们能够监测和分析您如何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与之互动，以便我们能够继续改进我们的服务。这也有助于我们和我

们的合作伙伴确定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请参阅我们的 “Cookie 通知” ，了解这些做法以及您对 cookie 

选择的更多信息。 

10. 我们电子邮件中使用的跟踪技术 

我们的电子邮件中还可能使用了像素追踪技术，用于识别您是否以及何时打开了我们发送给您的电子邮件、您阅

读了多少次、以及您是否点击了该电子邮件中的任何链接。这将帮助我们判断营销电子邮件活动的有效性，使我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bodies/authorities/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bodies/authorities/index_en.htm
https://ico.org.uk/global/contact-us/
https://www.edoeb.admin.ch/edoeb/en/home/the-fdpic/contact/addr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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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送给您的电子邮件更切合您的兴趣，并了解您是否已经打开并阅读了我们可能发送给您的任何重要的管理人

电子邮件。 

大多数流行的电子邮件客户端允许您通过禁用电子邮件中的某些外部图像来阻止这些跟踪像素。您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客户端上的设置来执行此操作 - 这些设置通常会让您选择电子邮件默认显示“远程图像”、“远程内容”或“图

像”。 

一些浏览器还为您提供一些选项，以供您下载和安装阻止像素跟踪技术和其他跟踪技术的扩展程序。 

11. 个人信息的处理方法 

个人数据将通过基于信息技术的工具进行处理，和/或在个人信息收集所需的时间内进行手动处理。特别是，对

于附件 1 和 2 所述目的收集的个人数据，也将根据与指定用途严格相关的程序和逻辑，使用自动化机制进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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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 

 

数据类别 数据处理的目的  数据处理的法律依据 数据保留 个人信息的接收方 

合法饮酒年龄验证，

包括您的出生日期和

国家或地区。 

验证您的年龄以及是否有能力用欧洲

服务。 

为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即管理欧洲服务），

以及为了履行与您的合同（即我们的服务条

款），必须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适用法律规定的期限。 我们可能会将您提供给我们的任何

信息分享给支持我们定义营销活动

的第三方，或为我们的数字资产提

供托管或维护服务的提供商 

联系信息，例如名字

、姓氏和电子邮件地

址。 

我们可能使用这些信息来设置和验证

您的欧洲服务账户。 

为了履行与您的合同，以及在与您签订合同

（即我们的服务条款）之前采取措施，我们

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我们将在帐户的存续期间进行

信息处理，以及在帐户删除后

，适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

信息处理。 

我们可能会与 [例如 Stripe] 

共享这些信息，以便识别您的身份

，从而使您能够通过欧洲服务进行

付款和接收款项。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与您沟通，

包括发送与服务相关的邮件。 

为了履行与您签订的合同（即我们的服务条

款），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我们将在处理您的请求的必要

时间内进行信息处理，或最多

一年。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处理您提

出的咨询和投诉，或与欧洲服务有关

的咨询和投诉。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管理欧洲服务

），并与您进行有效沟通以回复您的咨询或

投诉，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适用法律规定的期限。 

我们可能会根据您的偏好将这些信息

用于向您提供营销资讯。 

我们将仅在您同意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使用

您的个人信息。 

直到您撤回同意书。 

您的帐户和个人资料

信息，例如您的全名

、电子邮件地址和密

码。当您更新您的个

人资料信息时，我们

也可能收集您的电话

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生日或出生日期，

以及您的偏好]。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创建您的

欧洲服务帐户。 

 

 

为了履行与您签订的合同，我们必须对这些

信息进行处理。 

 

 

我们将在帐户的存续期间进行

信息处理，以及在帐户删除后

，适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

信息处理。 

我们可能会将您提供给我们的任何

信息分享给支持我们定义营销活动

的第三方，或为我们的数字资产提

供托管或维护服务的提供商 

我们使用这些信息来处理您提出的咨

询和投诉，或与欧洲服务有关的咨询

和投诉。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并与您进行有效

沟通以回复您的咨询或投诉，我们必须对这

些信息进行处理。 

适用法律规定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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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当您通过我们

的任何品牌酒店进行

在线预订时，我们会

收集预订所需的信息

，其中可能包括您的

名字、姓氏、手机号

码、电子邮件地址、

出席的客人人数 ，

以及您在备注部分提

供的任何信息（例如

，偏好、特殊要求）

。 

我们可能使用这些信息来处理您通过

欧洲服务下达的订单。 

为了履行合同，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

理。 

我们将会在适用法律规定的期

限内进行信息处理。 

我们可能会将这些信息分享给支持

我们定义营销活动的第三方，或为

我们的数字资产提供托管或维护服

务的提供商。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改进欧洲

服务。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制定和改进我们

的服务），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支付交易信息。当您

订阅我们的服务时，

我们可能会收集您的

账单地址等信息，以

及您的交易日期和时

间等其他信息。 

我们可能使用这些信息来处理您通过

欧洲服务下达的订单。 

 

为了履行合同，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

理。 

遵守适用的金融法律所必需的

时间。 

我们可能会与向我们提供支付服务

的第三方分享您提供给我们的任何

信息。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验证您的

身份，以发现和预防欺诈或金融犯罪

。 

为了维护我们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即发现

和预防欺诈以及金融犯罪），我们必须对这

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新闻稿和营销电子邮

件。  

如果您注册接收我们

的新闻或提醒，或加

入我们的等待名单，

我们可能会收集您的

电子邮件地址，以及

适用的兴趣和通信偏

好。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向您展示与

服务/产品（由控制人提供）相关的促

销和商业通信。 

我们将仅在您同意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使用

您的个人信息。 

除非您撤回同意书，并遵守您

的特定司法管辖区可能要求的

更短期限。 

我们可能会将这些信息分享给支持

我们定义营销活动的第三方，或为

我们的数字资产提供托管或维护服

务的提供商。 

我们可能使用这些信息来对欧洲服务

的功能进行本地化。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对欧洲服务的

功能进行本地化处理并且提供定制化服务，

使其更加切合我们用户的需求，我们必须对

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限取决于所

安装的 

cookie（请参见网站/应用程序

的 cookie 政策）。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您可

能感兴趣的内容。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提供定制化的

欧洲服务，使其更加切合我们用户的需求，

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限取决于所

安装的 

cookie（请参见网站/应用程序

的 cookie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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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评论和意见。

当您直接与我们联系

时，例如通过电子邮

件或电话，我们将记

录您的意见和意见。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解决您的

疑问、问题和关切。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与您沟通并回

复您的咨询、投诉和关切，我们必须对这些

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当您与支持我们定义营销活动的第

三方或为我们的数字资产提供托管

或维护服务的供应商联系时，我们

可能会分享您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信

息。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改进欧洲

服务。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制定和改进我们

的服务），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从社交网络等第三方

收到的信息。如果您

通过社交网络与我们

互动，我们可能会收

到来自社交网络的信

息 ，例如您的姓名

、个人资料信息以及

您允许社交网络与第

三方共享的任何其他

信息。我们收到的数

据取决于您在社交网

络中的隐私设置。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转发通过

欧洲服务创建的内容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拓展我们的服务

并通报我们的营销策略），我们必须对这些

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您的偏好，例如，有

关通知、营销通信、

欧洲服务的显示方式

以及有效的欧洲服务

功能的偏好设置。 

我们将使用这些信息来提供通知，发

送新闻、警报和营销资讯，并根据您

的选择提供欧洲服务。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确保用户收到

正确的营销资讯和其他通信信息，并根据用

户的偏好进行显示，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

行处理。 

最多一年。 我们还可能与支持我们定义营销活

动的第三方或我们数字资产的托管

或维护服务供应商共享您的个人信

息。 

我们使用这些信息来确保我们遵守我

们的法律义务，仅发送您同意的营销

资讯。 

 

为了遵守我们所承担的法律义务，我们必须

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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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自动收集的个人信息 

 

数据类别 数据处理的目的 数据处理的法律依据 数据保留 个人数据的接收方 

大概的位置信息。 

除了您选择向我们

提供的信息外，我

们不会收集您的准

确位置信息。然

而，您设备的 IP 地

址可以帮助我们确

定您的大概位置。 

我们可能会使用您提供给我们的位置

信息来监测和检测与您的帐户相关的

欺诈或可疑活动。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保护我们的业

务和您的帐户免受欺诈和其他非法活动的影

响，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我们还可能与支持我们定义营销活

动的第三方或我们数字资产的托管

或维护服务供应商共享您的个人信

息，例如： 

● 例如，为我们提供分析平台的

谷歌，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访客

如何使用我们的网站] 

● 例如，脸书公司，这有助于我

们了解访客如何使用我们的网

站，并允许开展直接营销。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定制您的

欧洲服务展示方式（例如，您所使用

的语言）。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提供定制化的

服务，使其更切合用户需求，我们必须对这

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有关您如何访问和

使用欧洲服务的信

息。例如，您访问

欧洲服务的频率、

访问欧洲服务的时

间以及使用欧洲服

务的时间、您访问

欧洲服务时所处的

大致位置、您来自

的网站以及您离开

我们网站时所前往

的网站、您访问的

网站页面、您点击

的链接、您是否打

开电子邮件或点击

电子邮件中包含的

我们可能会使用有关您如何使用和连

接欧洲服务的信息，以便在您的设备

上向您更好的展示欧洲服务。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提供量身定制

的欧洲服务，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

理。 

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限取决于

所安装的 cookie（请参见网

站/应用程序的 cookie 政

策）。 

我们可能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您可能

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以达到营销目

的。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为我们提供直

接营销思路，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

理。 

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限取决于

所安装的 cookie（请参见网

站/应用程序的 cookie 政

策）。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监测和改

进欧洲服务和业务，解决问题，并为

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提供思路。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监测和解决欧

洲服务的问题，并全面改善欧洲服务水平，

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限取决于

所安装的 cookie（请参见网

站/应用程序的 cookie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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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您是否从多

个设备访问欧洲服

务、以及您在欧洲

服务上采取的其他

操作。 

日志文件和关于您

设备的信息。我们

还会收集您用于连

接欧洲服务的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或

其他电子设备的信

息。这些信息可能

包括以下详情：设

备的类型、唯一的

设备识别码、操作

系统、浏览器以及

通过您的设备连接

到欧洲服务的应用

程序、您的移动网

络、您的 IP 地址和

您设备的电话号码

（如有）。 

我们可能会使用有关您如何使用和连

接欧洲服务的信息，以便在您的设备

上向您更好的展示欧洲服务。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提供量身定制

的欧洲服务，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

理。 

最多一年。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监测和改

进欧洲服务和业务，解决问题，并为

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提供思路。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监测和解决欧

洲服务的问题，并全面改善欧洲服务水平，

我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最多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