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VCY
隱私政策
更新時間: 2018年10月16日
本隱私政策 ("政策") 描述了如何PRiVCY公司及其相關
公司 ("PRiVCY") 收集、使用和共用此類使用者的個人資訊。
網站, HTTPs://www.PRiVCY.io ("網站")。
重要資訊
PRiVCY致力於個人隱私。我們不需要, 或想要, 任何有關的資訊
使用我們產品的人的身份。除了非常 有限的技術資料收集如下所述, 這基本上是基礎的所

有 網站, 我們收到關於個人的唯一資訊是什麼是自願提供給我們與查詢有關, 無論是從人
們好奇PRiVCY或我們的使用者 產品尋求支援。歸結為:
我們僅使用個人資料提供請求的支援或回應查詢。未經使用者同意, 我們從不收集個人資
料。
我們收集的內容

如上所述, 我們不希望瞭解更多關於我們的使用者和訪問者的內容
比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提供有關我們的服務的資訊, 並支援
這些服務的使用者。我們獲取有關您的資訊, 其中可能包括
允許我們識別個人、自然人 (如電子郵件地址或電話號碼)
(統稱為 "個人資料"), 僅限於下文所述的有限方式。
您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我們僅收集您在我們網站上直接提供給我們的資訊, 如通過
提供客戶支援所需的電子郵件或其他信函 (聊天、電話)。

I資訊系統自動收集。我們會自動記錄您和您的
電腦。例如, 當您訪問我們的網站時, 我們會記錄您的電腦作業系統類型,
瀏覽器類型, 瀏覽器語言, 您流覽我們的網站之前訪問的網站, 頁面您
查看, 您在頁面上花費了多長時間, 存取時間和有關您使用和
我們網站上的操作。在執行交換時, 我們會記錄諸如錢包之類的資訊。
位址和涉及的事務 id。
不要跟蹤信號。某些 Internet 瀏覽器可能被配置為向您訪問的線上服務發送 "請勿跟蹤"
信號。我們目前不回應不跟蹤信號。

餅乾。我們可能會使用 "cookies" 記錄資訊。cookie 是存儲在您的
通過網站硬碟磁碟機。我們可能使用兩個會話 cookie (一旦您關閉您的
web 瀏覽器) 和持久性 cookie (它停留在您的電腦上, 直到您刪除它們) 到
在我們的網站上為您提供更加個人化和互動的體驗。

我們使用兩種種類的 cookie: (1) 第一方 cookies, 直接由我們提供給您的
電腦, 僅供我們在識別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時使用。
回訪我們的網站;(2) 協力廠商 cookies, 由我們網站上的服務提供者提供
可供此類服務提供者識別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
訪問其他網站。
我們使用的 cookie
我們的網站使用以下類型的 cookies, 目的如下:

cookie
目的
類型
功能 這些 cookies 允許我們的網站記住您是否訪問過我們的網站之前。這些 cookie 的目
性
的是為了避免您每次訪問我們的網站時都必須查看隱私政策通知。
cookie
這些 cookie 用於收集有關我們網站的流量資訊以及使用者如何使用我們的網站。
收集的資訊不識別任何個人訪問者。資訊是聚合和匿名的。它包括我們網站的訪
問者數量、將他們轉到我們網站的網站、他們在我們網站上訪問過的頁面、他們
訪問我們網站的時間、是否訪問過我們的網站以及其他類似資訊。
我們使用這些資訊來説明我們的網站更高效地運營, 收集廣泛的人口統計資訊, 並
監控我們網站上的活動水準。
分析
我們使用谷歌分析來實現這一目的。谷歌分析使用自己的 cookie。它只用于改進
和性
我們的網站的工作方式。您可以在此處找到有關 Google 分析 cookie 的更多資訊
能
cooki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resources/concepts/gaConcepts 曲奇餅
您可以在這裡瞭解更多關於 Google 如何保護您的資料的資訊:
HTTP://www.google.com/analytics/learn/privacy.html
通過下載並安裝通過此連結提供的瀏覽器外掛程式, 您可以防止使用與您使用我們
網站有關的 Google 分析:
HTTP://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禁用 cookie
您通常可以通過瀏覽器設置刪除或拒絕 cookie。為了做到這一點, 請按照
瀏覽器提供的說明 (通常位於 "設置"、"説明" "工具" 或 "編輯" 設施) 中。許多瀏覽器設置
為接受 cookie, 直到您更改設置。
個人資訊的使用
我們僅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來回應評論和問題, 並為客戶提供
服務。
共用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會共用個人資料, 如下所示:
·我們可能會在您同意的時候分享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會在進行商業交易或協商交易時共用個人資料,
涉及銷售或轉讓我們的全部或部分業務或資產。這些交易可以包括
任何合併、融資、收購或破產交易或訴訟。
·我們可能會出於法律、保護和安全目的共用個人資料。
o 我們可能會共用資訊以遵守法律。
o 我們可能會共用資訊以回應合法請求和法律程式。
o 我們可以分享資訊, 以保護權利和財產PRiVCY、我們的代理商、客戶和其他人。
這包括執行我們的協定、政策和使用條款。
o 我們可能在緊急情況下共用資訊。這包括保護我們
員工、代理商、客戶或任何人。
·我們可能會與需要它的人分享資訊, 為我們工作。我們也可以分享
與他人進行匯總和/或匿名資料以供自己使用。
匿名資料
當我們使用 "匿名資料" 一詞時, 我們指的是資料和資訊, 而不 允許您被識別或識別, 單獨或
當結合任何其他
協力廠商可用的資訊。

我們可能會從我們收到的有關您和其他人的個人資料中創建匿名資料。
向我們提供個人資料的個人。匿名資料可能包括分析
我們使用 cookies 收集的資訊和資訊。我們將個人資料納入
匿名資料 (如您的姓名), 使資料成為個人資訊
可識別給您。我們使用此匿名資料來分析使用模式, 以使
改進我們的網站。

國際資料傳輸
您的資訊, 包括您提供的個人資料, 可能會被轉移到, 存儲在和 由我們在您居住的國家以外
處理, 包括但不限於美聯航 狀態, 其中資料保護和隱私法規可能無法提供相同級別的保護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通過向我們提交個人資料, 即表示您同意此類轉帳。
我們將採取一切合理必要的步驟, 確保您的資料得到安全處理, 並在
根據本政策。
安全
我們採用合理的組織、技術和行政措施來保護個人
我們組織內的資料。不幸的是, 沒有傳輸或存儲系統可以
保證完全安全, 通過互聯網傳輸資訊不是
完全安全。如果你有理由相信你與我們的互動不再是
安全請使用以下詳細資訊與我們聯繫, 立即通知我們問題。
保留
我們將只保留您的個人資料, 只要我們合理地要求我們提供
請求客戶支援和諮詢服務。在客戶支援的背景下, 我們保留

足夠的資訊來連接來自同一使用者的後續請求, 以便提供
有效的服務, 除非法律要求或允許更長的保留期 (例如對於
監管目的)。
您的權利
退出宣告。 您可以隨時與我們聯繫, 退出宣告: (i) 自動決策和/或
分析(ii) 任何新的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執行超出
原始目的;或 (iii) 您的個人資料在 EEA 以外的傳輸。請注意,
您在退出宣告時使用某些網站可能無效。
訪問。 您可以隨時通過聯繫我們來訪問我們持有的有關您的資訊。
直接如下所述。
修訂。 您也可以聯繫我們更新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中的任何錯誤。
移動。 您的個人資料是可移植的-即您可以靈活地將資料移動到其他
服務提供者如您所願。

擦除和忘記。 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 當我們持有關于您的資訊
不再相關或不正確, 您可以請求我們刪除您的資料。
如果您希望行使上述任何權利, 請使用以下詳細資訊與我們聯繫。在你
要求, 請明確: (i)什麼 個人資料;和 (二) 上述哪一個
權利 你想強制執行。為了保護您的安全, 我們可能只執行
尊重與您用於發送的特定電子郵件地址相關的個人資料我們您的請求, 我們可能需要在實
施您的請求之前驗證您的身份。我們
將盡力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儘快遵守您的要求, 並在任何情況下, 在
一個月你的請求。請注意, 我們可能需要保留某些資訊, 以便
記錄的目的。
投訴
我們致力於解決任何有關我們收集或使用您的個人資料的投訴。
如果您想就本政策或我們在您的行為方面提出投訴
個人資料, 請與我們聯繫如下所述。我們將儘快回復您的投訴。
我們可以在任何情況下, 在45天內。我們希望解決任何投訴我們
注意, 但如果你覺得你的投訴沒有得到充分解決, 你保留
與您當地的資料保護監督機構聯繫的權利。
聯繫資訊
我們歡迎您對本隱私政策的評論或疑問。
您可以聯繫我們, 如下所示:
PRiVCY
support@privcy.io
本隱私政策的更改。我們可能會更改本隱私政策。如果我們做任何 更改, 我們將更改上面
的 "上次更新"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