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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政策
本政策旨在让您了解与在本网站使用 cookie 及类似追踪设备相关的权利。

I.

Cookie 的定义

Cookie 或其他类似追踪设备是在您访问网站期间放置并保存在您的计算机、移动设备、平板电
脑、技术设备或其他设备（统称为“设备”）上的文本文件。
此举旨在收集您的偏好信息，以改善您的体验或您访问或您使用网站的情况（统称为“用户信
息”）。用户信息可能主要包括浏览器类型、操作系统、显示的页面、使用时长和先前查看的
页面、您所在的城市和国家，或访问网站所用设备的其他自动唯一设备标识符(“设备标识符”)
。
我们会提示您，在您访问本网站期间可能将在您的设备上放置 cookie。
Cookie 现有三种类型：
绝对必要的Cookie
这些cookie是网站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不能在我们的系统中关闭。 通常仅根据您做出的
相当于服务请求的操作来设置它们，例如设置您的隐私首选项、登录或填写表单。您
可以将浏览器设置为阻止或提醒您有关这些cookie，但是网站的某些部分随后将无法正
常工作。 这些cookie不存储任何个人身份信息。
网站性能
这些cookie可让我们评估访问量和点击量来源，从而改善网站的性能。它们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哪些页面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并查看访问者如何浏览网站。这些cookie收集
的所有信息都是汇总且匿名的，因此无法识别您的个人数据。其他一些网站可能将其
称为“性能或分析cookie”。如果您不允许这些cookie，我们将不会知道您何时访问我们
的网站，并且将无法监测其性能。
个性化cookie
这些cookie使我们能够通过诸如相关内容（例如视频）或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例如根
据您以前查看的内容）来个性化您在我们网站上的体验。这些cookie可以由我们或向我
们的网站添加服务/功能的第三方提供商设置（例如视频）。如果您希望网站更适合您
，请打开这些cookie。
仅 cookie 的发布者能够读取或更改包含在其中的信息。
Cookie 中可能包含个人数据。
若您需了解进一步信息，可以：
►

阅读本文提供的法雷奥数据保护政策：法雷奥一般数据保护政策

►

或联系我们的 DPO，电子邮件地址如下：dpo.external@va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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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目录

某些 cookie 需要征得同意。
在您访问包含下列信息的网站之前，在您进入网站后会弹出通知（以横幅形式，需要关闭），
询问您是否同意使用 cookie：
我们会在网站上使用cookie，以记住您的偏好，从而在未来访问中为您提供最相关的体验。点
击“接受”即表示您同意使用所有cookie。 但是，您也可以通过Cookie设置来自定义您的同意。

在使用本网站时，您在网站上浏览的相关信息可存储在“cookie”中，但这取决于您对 cookie 所
做选择。
您可随时更改对 cookie 所做选择（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第 IV 部分）。

III.

使用 cookie 的目的是什么

在下列情况下，会用到 cookie/有必要使用 cookie：
►

汇总统计数据和统计网站流量，以及；

►

使用网站所包含的不同功能（所访问的章节和内容、选取的浏览路径）；

►

令 法雷奥的服务更具吸引力，并增强您的浏览体验；

►

在您访问本网站时，可根据您所用设备中包含的显示器或用于进行读取的硬件和软件
调整网站的显示方式，以符合设备的显示偏好（所用语言、显示器分辨率、所用操作
系统等）。

►

管理本网站及其功能和服务，

►

以根据您所请求的服务满足您的需求：
⮚ 处理和管理您向法雷奥集团提出的求职申请
⮚ 发送电子邮件提醒，向您提供有关法雷奥集团的信息
⮚ 在股东专用部分提供服务和功能：定期和自动发送专用文档、发送关于 法雷奥集

团近期活动的电子通讯
⮚ 向新闻记者发送电子邮件提醒
⮚ 处理您通过本网站中的“联系人”选项卡联系我们提出的问题、意见及其他请求

法雷奥发布的 cookie 常用于下述目的，但取决于您的选择（依据您在访问本网站时所用浏览器
软件的设置）。 您可随时更改所做选择。

法雷奥使用的 cookie 是：请参见关于每个网站的附录
第三方发行和使用的 cookie 要遵循第三方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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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雷奥通过集成至本网站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提供关于使用所认可的 cookie 的目的及您如何选择
这些 cookie 的方法等信息。
法雷奥的网站上可能包含由第三方提供的应用程序，以使您能够与他人分享网站内容或通知他
人您对网站内容要素的查询或意见。例如，这与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网络中的“分享”和“
点赞”按钮类似。
提供任何此类应用程序按钮的社交网络可通过此按钮识别您的身份，即使您在访问网站期间未
使用此按钮也可识别。此类应用程序按钮使相关社交网络能够监测您在网站上的浏览活动，这
是因为您在网站上浏览期间在终端上激活了您的社交网络帐户（打开会话）。
法雷奥无法控制社交网络收集网站浏览信息及网站上所包含的个人数据等相关信息的过程。法
雷奥建议您阅读社交网络的隐私保护政策，以确认使用应用程序按钮收集这些数据的目的，尤
其是广告目的。此类保护政策必须允许您表达在社交网络上所做的选择，尤其是可通过更改各
社交网络的账户设置表达意愿。

IV.

您对于 cookie 的选择

在您首次访问本网站时，您可接受或拒绝使用 cookie。
为管理cookie，您有几种选择。用户更改任何设置都可能会改变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浏览活动及
需要使用 cookie 的特定服务的访问条件。
用户可随时使用下述方法表达和更改关于 cookie 的偏好。
由浏览器软件提供的选择如下：
您可配置浏览器软件，以便在设备上保存 cookie 或反之，拒绝保存 cookie（全面拒绝或依据发
行方，选择是否拒绝）。此外，您还可配置浏览器，以便在您的设备上保存 cookie 之前提示您
选择接受或拒绝。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第 (c) 节。

a) 接受 cookies
是否在您的设备上保存 cookie 由您自行决定，您可随时通过选择浏览器软件所提供的选项表达
和更改您的决定，无需任何费用。
若您接受在设备浏览器软件上保存 cookie，则集成至您所查询的页面和内容中的 cookie 便可临
时保存到设备上的指定位置。仅发布者可使用该设备读取 cookie。

b) 拒绝 cookies
若您选择拒绝在设备上保存 cookie，或删除设备上已保存的任何 cookie，便无法使用浏览网站
特定部分所必需的诸多功能。例如，若您尝试访问任何需要您登录才能访问的内容或服务，便
会无法进行。同时，当法雷奥无法识别设备上使用的浏览器类型、默认语言和显示器或您的设
备从哪个国家接入互联网时，还会遇到技术兼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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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浏览器设为拒绝在设备上保存 cookie，则法雷奥对于因不能保存或查看运行服务所必需的
cookie 及因您拒绝或删除 cookie 而造成服务运行质量下降等相关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c) 如何在所使用的浏览器中进行选择？
每个浏览器管理和设置 cookie 的方法均有所不同。浏览器的配置如帮助菜单中所述，该菜单中
将为您介绍如何更改 cookie 的设置。
例如：
对于 Internet Explorer ™：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17442/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
对于 Safari ™：
https://www.apple.com/legal/privacy/szh/,
对于 Chrome ™：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647?hl=zh-Hans&hlrm=en,
对于 Firefox ™：
https://support.mozilla.org/zhCN/kb/%E5%90%AF%E7%94%A8%E5%92%8C%E7%A6%81%E7%94%A8Cookie,
对于 Opera ™：
https://help.opera.com/en/latest/web-preferences/#cookies, etc.
若您不希望 法雷奥出于统计流量之目的而在您的设备上保存 cookie，您可点击此停用链接（该
链接将在您的设备上保存专为停用 法雷奥所运营的流量服务而设计的 cookie）。
请注意，此停用选项取决于 cookie。若您删除了保存在设备上的 cookie（使用此浏览器），法
雷奥便无法知晓您是否选择了此选项。
在终端设备供多人使用及一个数据终端包含多个浏览者的情况下，法雷奥无法保证由您（而非
使用此终端的其他用户）实际使用针对该数据终端的服务。
若为此种情况，则由每位用户自由选择与他人共用设备和与 cookie 相关的浏览器 设置配置，但
由个人承担相应责任。
管理第三方 cookie：
您可通过集成至网站的第三方应用程序选择拒绝第三方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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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ookie 的保存期

自 cookie 存放在您的设备上之日起，最长保存 13 个月。在此期限结束时，将再次征得您的同
意（如适用）。

VI.

数据保护

在使用 cookie 时，法雷奥可作为数据控制方处理与您相关的个人数据。
为统计网站流量或增强浏览体验，我们需要收集相关数据。
保护 法雷奥 或第三方所追求的合法权益或征得您的同意授权被视为数据处理操作的法律依据
。
您的个人数据接收方是：法雷奥的授权服务商、分包商及
compléter le cas échéant]。

cookie

的发布者

[à

valider

et

根据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第 2016/679 号法规，您可行使访问、纠正、处理限制、删除及携带
的权利。
当基于 法雷奥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处理数据时，您有权提出异议。若处理数据的法律依据是您
的同意授权，则您可撤销同意。您还有权就身故后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提供相关指示。

为行使您的权利，可致函至下列地址：
DPO
Valeo Management Services
43, rue Bayen
75017 Paris
France
您可向数据保护主管机构提交投诉。
若您需了解进一步信息，可以：
►

阅读本文提供的 法雷奥 数据保护政策：法雷奥 一般数据保护政策

►

或联系我们的 DPO，电子邮件地址如下：dpo.external@va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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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编
号

类型

名称

目的

持续时间

1

功能

SL_C_23361dd03
5530_SID

功能

2019 年 12 月 14 日

2

分析/技术

_ga

网站分析

14 个月

3

分析/技术

_gid

网站分析

1天

4

分析/技术

_gat

网站分析

直至导航窗口关闭

5

功能

SL_C_23361dd03
5530_VID

功能

2019 年 12 月 14 日

6

功能

SL_C_23361dd03
5530_KEY

功能

2019 年 12 月 14 日

7

分享此文

__unam

分享按钮

9 个月

在您访问法雷奥的网站时，第三方可能会在您的设备上放置 cookie，但这取决于您的选择。第
三方发布的 cookie 常用于下述目的。
第三方使用的 cookie 是：
编
号
1

类型

名称

社团

目的

持续时间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2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3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4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完成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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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 COMPLIANCE
https://sites.google.com/a/valeo.com/ethics-compliance-portal/home
www.valeo.com
© Copyright 2018 Vale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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