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ULIEU INTERNATIONAL GROUP 的 COOKIE 政策
本 cookie 政策（“Cookie 政策”）管辖 Beaulieu International Group（以下简称“B.I.G.”）及
其关联公司网站上 cookie 和社交媒体插件的使用。
上文所述网站如下：

bintg.com

dam.bintg.com

distriplast.com

polychim-industrie.com

pinnaclepolymers.com

beaulieutechnicaltextiles.com

beaulieufibres.com

beaulieuyarns.com

beaulieu-needlefelt.com

turfgrass.net

orzongrass.com

oryzongrass.co.uk

ideal-bintg.com

carusflooring.com

lemondeideal.com

elmundoideal.com

berryalloc.com

dealer.berryalloc.com

ultragripbybeauflor.co.uk

beauflor.com

thesmartestfloor.com

beauflor.us

beauflor.co.uk

install-my-floor.com

tessutica.com

beaulieufabrics.be

ragolle-fabrics.com

eqobalance.com

juteks.si

上述网站以下简称为“网站”。
Cookie 是存储在设备硬盘上且包含特定信息（有时包含个人资料）的小文本文件。社交媒
体插件是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例如 Facebook、LinkedIn、Google、YouTube、Pinterest、
Instagram 和 Twitter）开发和提供的小段软件。社交媒体插件在内置于网站中时，添加社交
媒体功能整合。

注 1：如果您希望获得关于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资料（而不是通过 cookie 和社交媒体插
件处理）的一般信息，包括与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和社交媒体与我们联系以及任何
订购或购买有关的一般信息，请访问下列网址参阅我们的隐私政策：
https://dam.bintg.com/brochure/ab2bd5e9-7d5b-4da5-83f0-24969a33fa24

注 2：请注意：我们还制定有另一个隐私政策，对选择通过我们工作/人才招聘网站（
http://jobs.bintg.com/.）提交在线职业申请表人员的个人资料的处理加以管理。这一政策可
在访问该网站时查看。
如果您在了解 cookie 和社会媒体插件的使用后继续使用网站，则表示您确认您已仔细阅读
并完全同意本 Cookie 政策。
1.

一般条款

规定

解释

1.1 您的个人资料由 Beaulieu International Group N. V.（

Holstraat 59, 8790 Waregem-Belgium ， 公 司 注 册 号 该公司是负责处理本 Cookie
0442.824.497，RPR Ghent Kortrijk 分部）及其关联公 政策中涵盖您的个人资料的
司（以下简称为“B.I.G.”、“我们”、“我们的”）处理。 实体。
您可通过向 privacy@bintg.com 发送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

1.1. 任何首字母大写的词语应明确引用本 Cookie 政策中 为 确 保 我 们 对 内 容 理 解 一
的定义。在上下文中，单数词包含其复数，反之亦 致，我们需要和您以同样方
然。
式解释特定术语。

1.2. 提及特定法律或法规的，还应包括该法律或法规的任 法律不时变更，因此我们想
何变更、替代或取消，包括任何有关行政决定。
确保本 Cookie 政策与任何该
等变更始终保持一致。

1.3. B.I.G.保留自行不时修改、变更或修订 Cookie 政策的
权利。该等修改、变更或修订应通过网站沟通。如果
您 不 接 受 修 改 、 变 更 或 修 订 ， 请 向
privacy@bintg.com 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如果我们在网
站公布 Cookie 政策变更后三（3）个营业日内未收到
您发送的该等电子邮件，则视为您明确接受所有该等
变更。

任何公司、法律变更、市场
情况、利益等可能要求我们
不 时 变 更 我 们 的 Cookie 政
策，以确保该政策准确。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您务
必留意变更内容，如果可以
接受，请予以同意。

2.

COOKIES

规定

解释

2.1. 您可以通过设置浏览器避免加载 cookie。相关指南的 本规定无需加以说明。
链接如下：
•

Internet Explorer: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gb/help/17442/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

•

Microsoft Edg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gb/windows-10/edge-privacy-f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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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refox:
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enable-and-disable-cookies-websitepreferences

•

Safari: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21411?locale=nl_
BE&viewlocale=en_US

但如果在访问网站时禁用 cookie，则可能导致网站的
某些或所有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2.2. 访问网站时，B.I.G.内置大量 cookie。与这些 cookie 通过该规定，B.I.G.旨在告知
有关的大多数数据、其内置和使用可对您进行识别， 您在访问和使用网站时您设
且 B.I.G.使用 cookie 收集统计和使用数据，以了解您 备上的内置 cookie。
以及其他游客使用网站的情况，以便 B.I.G.提供网站
更好的用户体验。
B.I.G.了解网站上使用的重要 cookie 如下：
•

功能性 cookie
o B.I.G.在其网站上使用不同的功能性 cookie。这些
cookie 为网站正常运行所需，旨在为您提供良好的

本规定无需加以说明。

用户体验（例如：cookie 保存首选项，该 cookie 仅
在特定日期会话期间加以维护）。

•

分析和统计 cookie
o Google Analytics ： B.I.G. 使 用 Google Analytics
cookies 确定您以及其他游客使用我们网站和我们网
站上某些第三方服务的情况。通过该等数据，
B.I.G.和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能够改善我们的服务。
B.I.G.使用的 cookie 是“_ga”-（2 年存在时间）、
“utma”-、“_utmz”-、“_utmc”-和“utmb”-cookie 以及
“_gid”/“_gat”-cookie（1 天存在时间）。更多信息，
请访问：

某些 cookie 收集为 B.I.G.提供
（一般是通过统计）关于用
户使用网站的情况、受欢迎
以及不受欢迎功能等数据的
信息。这些信息可改善网站
功能，为您提供更好的用户
体验。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
ction/analyticsjs/cookie-usage?csw=1.

•

广告和社交媒体 cookie
o

facebook.com：通过在我们网站整合 Facebook 像
素，Facebook 在您的设备上内置“fr”-cookie（90 天
存在时间）。该 cookie 用于广告目的，允许我们和
Facebook 对您在不同网站上的上网行为进行跟踪，
以便为您提供更相关和个性化的广告。关于
Facebook 使用“fr”-cooki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facebook.com/policies/cookies/。

o AddThis.com：通过整合 cookie，AddThis 允许我们
和 AddThis 通过跟踪您访问的网站，为您提供更相
关 和 个 性化 的 内 容 和广 告。 这 类 cookie 包 括：
“uvc”- 和 “loc”-cookie (2 年 存 在 时 间 ) 和 “di2”- 、
“uid”-和“vc”-cookie (13 个月存在时间)。更多信息
：
请
访
问
https://www.oracle.com/legal/privacy/privacypolicy.html。

某些 cookie 允许 B.I.G.、关联
公司、合作伙伴及第三方
（比如社交媒体服务提供
商）提供附加服务，比如共
享技术的社交媒体和更个性
化和相关的广告、促销和优
惠。

2.3. 您可在任何时候拒绝同意 B.I.G.使用 cookie。为行使 本规定无需加以说明。
该项权力，将删除您设备上内置的 cookie。为此，您
必须遵守您浏览器制造商的上述相应指示。

3.

B.I.G.使用您个人数据的目的

规定

解释

3.1. B.I.G.为统计分析目的处理个人数据，以便改进我们 本规定无需加以说明。
的网站、广告、产品和服务或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3.2. B.I.G.可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以告知可能合并、收购 本规定无需加以说明。
或中止合并关系的任何第三方（即使该第三方位于欧
盟以外）。

3.3. 如果您注册或使用网站可视为：（a）违反本 Cookie
政策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任何其他权利；（b）因
病毒、木马、间谍软件、恶意软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
恶意代码而对任何网站或 B.I.G.、其关联公司或其分
包商的底层系统造成威胁；或（c）以任何方式仇
恨、淫秽、歧视、种族歧视、诽谤、恶意、造成伤害
或以其他方式不恰当或非法，则 B.I.G.还可为维护
B.I.G.、其关联公司和合作伙伴或第三方的正当利益
而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在此，我们保留在您以可能
损害 B.I.G.或其他人权利或非
法的任何方式使用我们任何
网站的情况下处理您个人数
据的权利。

3.4. 如果您涉嫌通过使用任何网站从事非法行动或犯罪， 我们可能会不时被合法要求
则您的个人数据可能被提交给警方或司法机关作为证 向政府机构提交您的个人数
据。
据。

4.

处理您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

规定

解释

4.1. 为了根据本 Cookie 政策中概述的条件（特别是第 2.2 法律要求我们准确说明我们
条和第 3.1 条）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作为负责方， 处理您个人数据所采用的法
律依据（考虑我们在前款所
B.I.G.将征求您的同意。
列目的）。
本 Cookie 政策中所涉及的个
人数据处理的主要法律依据
是您的同意。
B.I.G.通过 cookie 标签获得您
的同意。通过点击该标签和
继续使用任何网站，您确认
您已仔细阅读并完全同意本
Cookie 政策。

4.2. 为第 3.4 条 中所 述目 的 处理 您 的个 人 数据 是保 证 法律有时会强制要求我们处
B.I.G.遵守其法律义务的必要条件。
理您的个人数据。

4.3. 为本 Cookie 政策中所述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也是
保障 B.I.G.正当利益所必要的，其中包括：
•
持续改进 B.I.G.网站、社交媒体渠道、产品和服
务，以确保最好的用户体验；
•
保证我们的网站、社交媒体渠道、产品和服务
免予遭受滥用和非法活动的危险；
•
我们的产品、服务、品牌推广和营销，我们产
品和服务的整体成功商业化。

5.

我们还可为了我们自身的正
当利益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其中主要涉及像任何其他
公司那样成功开展我们的业
务）。

B.I.G.发送您的数据的对象

规定

解释

5.1. B.I.G.依赖第三方处理商为您提供网站并代表我们处 第三方可对我们的网站进行
理 您 的 个 人 数据 。 仅允 许该 第 三方 处 理 商 在 获 得 开发、维护或存储。同样，

B.I.G.的明确书面指示后代表 B.I.G.处理您的个人数 我们也会依赖第三方（比如
据。
云供应商）的服务内部处理
您的个人数据。
B.I.G.保证，所有第三方处理商均系谨慎选择且有义
务保证您个人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5.2. B.I.G.可能与 B.I.G.公司集团内部的其他实体共享您
的个人数据。但我们将保证所有的 B.I.G.集团实体保
持合理注意，确保按照本 Cookie 政策中的规定处理
您的个人数据。

本条款无需加以说明。请参
阅第 6 条，了解我们如何保
证我们的所有实体在处理您
的个人数据时保持合理注
意。

5.3. 未经您的明确许可，B.I.G.不会以可识别的方式向任
何第三方发送您的个人数据。但 B.I.G.可向其他机构
发送匿名和/或聚合数据，该等机构可能使用该等数
据改进产品和服务以及调整该等产品和服务的推广、
展示和销售。

这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向 B.I.G.
集团以外的其他机构发送的
所有数据已尽最大可能清除
个人身份验证，表示该数据
不再作为个人数据。

6.

位置和传送

规定

解释

6.1. B.I.G.首先在欧经区以内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但为了
上述第 3 条中所述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我们还可
能向 B.I.G 集团旗下的其他实体或代表我们处理数据
的欧经区以外第三方传送您的个人数据。处理您个人
数据的欧经区以外每个实体都必须遵守与处理您个人
数据有关的适当保护措施。该等保护措施包括：
•
接受国制定有提供可视为与欧经区以内提供的
保护同等的法律；或
•
B.I.G.和该实体签订合同协议。所有 B.I.G.实体
均为基于 EC 的标准合同条款（管理员-管理
员）（委员会决定 C（2004）5721）的合同协
议的当事方。

我们向欧经区以外的国家发
送您的个人数据，因为我们
与我们公司集团旗下的其他
实体共享某些系统或因为我
们使用外部服务提供商。但
我们确保：我们向欧经区以
外的国家发送您的个人数据
时，您的个人数据是安全
的。

6.2. B.I.G.可能向欧经区以外的机构传送匿名和/或聚合数
据。如果进行传送，B.I.G.将保证采取保护措施确保
您的数据以及您根据适用强制性法律就个人数据可能
享有的所有权利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7.

我们可能对您的数据进行匿
名或者与其他人的数据进行
合并，从而无法识别到您。
还可向欧经区以外的国家传
送该等匿名或聚合信息。

质量保证

规定

解释

7.1. B.I.G.尽最大努力仅处理为达到第 3 条项下所列目的 我们不会对超出我们告知您
所需的个人数据。
目的范围所需的个人数据进
行处理。

7.2. 仅为达到本 Cookie 政策第 3 条所列目的或在获得您
同意的前提下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注意：拒绝同意可
能意味着您无法使用网站的全部或部分。如果不再为
第 3 条中所述目的而需要您的个人数据，则 B.I.G.将
对该等数据进行去识别化，除非：
•
B.I.G.、您的金融机构、付款服务提供商或任何
其他第三方在保持您的个人数据可识别时存在
压倒性利益；
•
存在导致 B.I.G.无法对该等数据进行去识别化的
法律或监管义务或司法或行政命令。

此处，我们对我们将以允许
我们对您进行识别的方式保
管您个人数据的期限进行解
释。

7.3. B.I.G.将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保护您的个人数 我们致力于保护您个人资料
据免受未授权访问或被盗以及意外损失、篡改或破坏 的安全。
的危险。B.I.G.或其第三方处理商的人员访问您的个
人数据应基于“需要了解原则”并遵守严格的保密义
务。但您理解，安全和保障是尽最大努力履行义务也
无法保证的。

8.

您的权利

规定

解释

8.1. 您有权请求访问 B.I.G.处理的与您有关的所有个人数
据。B.I.G.保留就对 B.I.G.造成妨扰或伤害的后续多
次请求访问收取管理费的权利。

8.2. 您有权要求对与您有关的任何失实个人数据进行免费
纠正。如果提交纠正请求，应随附证明要求纠正的数
据存在的缺陷性质的证据。

8.3. 您有权撤回您之前就您的个人数据处理给予的同意
（在此情况下，第 6.2 条将适用）。

8.4. 如果不再就第 3 条所述目的需要与您有关的个人数据
或您撤回处理同意，则您有权要求删除该等数据。但
您需要记住，B.I.G.将就下列情况评估删除请求：
•
B.I.G.或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压倒性利益；
•
可能与该等删除相矛盾的法律或监管义务或司
法或行政命令。
如果：（a）您就您个人数据的准确性提出异议；
（b）处理该数据是非法的；或（c）不再就第 3 条项
下所列目的需要该数据，但您在司法程序中需要该数
据进行辩护，您还可以要求 B.I.G.限制处理您的个人
数据（而不是删除）。

8.5. 如果您能够证明存在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严肃和正当理
由，则您有权对个人数据的处理提出异议。但如果数
据处理具备直接销售的资格，则您有权免费对该等处
理提出异议，而无需证明其正当性。

8.6. 您有权以结构化、常用和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您向我
们提供的所有个人数据。

在本条中，我们对您就您的
个人数据处理享有的权利进
行解释。权利无需加以说
明。

8.7. 如果您想提交行使以上所列的一或多项权利的请求，
您可以向 privacy@bintg.com 发送电子邮件。请求行
使权利的电子邮件不应理解为同意超出处理您的请求
所需范围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该等请求应明确表明您
有意行使的权利以及行使该等权利的原因（如有必
要）。还应写明日期和签字，并随附能够证明您国籍
的有效身份证的数字扫描件。如果您使用联系表格，
B.I.G.可能要求您提供由您签字的确认书和身份证
明。
B.I.G.将在收到该请求后立即通知您。如果请求经证
明正当，B.I.G.应尽快（最迟不超过收到该请求后三
十（30）天）执行该请求。
如果您不满 B.I.G.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您可以通过第
8.7 条所列的电子邮件地址联系 B.I.G.。如果您仍然不
满意 B.I.G.的答复，您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数据保护权
力机构（即比利时隐私委员会）进行投诉。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privacycommission.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