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私政策 

生效日期： 2019 年 12 月 9 日  

  

科美机械有限公司非常重视保护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根据我司处理您个人数据的公司所

在国家有效的规定和法规，处理我们在您访问我们网站和社交媒体页面收集以及（如可

能）就本网站而通过我们的客户服务部收集的个人数据。 

  

1. 联系地址 

科美机械有限公司： 

205 Crosspoint Parkway 

Getzville, New York 14068 

电话：+1 716 689 5400 

信息：  dataprivacy@cmworks.com  

2. 个人数据收集 

通过我们网站收集的个人数据 

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时，我们的网络服务器，作为一项标准特征，将存储获取访问的 IP

地址和域名、访问日期和时间、您所访问的网站部分，以及与访问相关的技术信息（http

方法、http 版本、http 状态代码、传输数据的长度、所用浏览器）。 

如果您以用户身份登陆我们的网站，我们亦将存储登陆所需的用户账户。 

在访问我们的网页应用程序（例如：CAD 和前往应用程序）时，我们也会存储有效使用

该等应用程序所要求的信息（语言、会话 ID、配置步骤、配置器内所选的数据）。 

我们亦会收集相关个人数据，例如：姓名、联系详情和通讯数据、合同细目、联系人和自

愿声明，前提是您自愿在注册框架、调查或促销竞争活动、履行合同中，或在您联系我们

的客户支持服务中，向我们提供该等数据。 

 

 

位于欧盟地区的个人  

mailto:Info.wuppertal@cmco.eu?subject=Website%20Yale.de%20Mail
mailto:dataprivacy@cmworks.com


根据一般数据保护法规（GDPR），我们业已实施一项数据保护政策。该政策适用于我们

对欧盟内个人的个人数据的收集。  欧盟内的个人应登录

https://prod.columbusmckinnon.com/en-us/data-protection-policy/评审我们的数据保护政策。   

 

从我们社交媒体网页中收到的个人数据 

在您访问我们第三方网站（例如：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Twitter 和 YouTube）

上的社交媒体页面（以及互动）时，我们将收集与您相关的个人数据。 我们可能收集相

关的个人数据，例如：您的姓名、用户账户、性别、照片、您在我们社交媒体网页上发布

的内容，以及您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其他信息。 

如果您点击我们网站上提供的插件，您将被导向我们第三方网站上的社交媒体页面。 

本隐私政策并不管辖第三方通过其第三方网站收集和使用您个人数据的行为。  请访问这

些第三方网站的隐私政策，以便获得与您的数据处理方式和如何管理个人数据收集内容相

关的更多信息。 

• YouTube： 控制人为 Google Ireland Limited。 您可以点此访问 YouTube 的隐私政策。 关于

如何保护您身份方面的信息，请点此查阅。 

• Facebook： 控制人为 Facebook Ireland Ltd。您可以点此访问 Facebook 的隐私政策。  

• Instagram: 控制人为 Facebook Ireland Ltd。您可以点此访问 Instagram 的隐私政策。  

• LinkedIn: 控制人为 LinkedIn Ireland Unlimited Company。 您可以点此访问 LinkedIn 的隐私

政策。 

• Twitter: 控制人为 Twitter International Company。 您可以点此访问 Twitter 的隐私政策。  

3. 个人数据的目的限制和披露 

您的个人数据仅用于您向我们披露所对应的目的或其他兼容目的。 

我们以各种方式使用我们就您所收集的各种信息，包括： 

• 与您交流订单、购买、退货、服务。 

• 为合法业务之目的，包括：  

• 答复您的信息询问和请求； 

• 维持、改进和分析我们的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广告和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 检测、防止或调查安全违约或欺诈； 

• 提升我们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的功能性；以及 

• 涉及企业交易（例如：企业重组、资产出售或转让、并购），以及保护我们的权利或财

产，执行我们的使用条款和法律通知，以及为法律索赔的确定、行使和辩护 

• 遵守我们的法律义务，例如：为内部管理以及根据适用法律的要求（例如：税法、产品安

全法）而维持适当的记录； 

https://prod.columbusmckinnon.com/en-us/data-protection-policy/
http://policies.google.com/privacy?hl=en-US
http://www.youtube.com/yt/about/policies/#community-guidelines
http://facebook.com/about/privacy/
http://help.instagram.com/402411646841720
http://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src=li-other&veh=www.linkedin.com|li-other
http://www.twitter.com/en/privacy


• 在您同意基础上，例如，我们可以使用某些类型的 cookie，以及通过邮件和其他电子方

式，向您发送定制促销和特殊要约，或通知您我们的产品、服务、活动或为其他促销目

的；以及 

• 为与本隐私政策所述目的无关的其他目的（将首先通知您该等目的）。 

在我们的个人信息收集建立在您同意之基础的范围内，请注意，您可在不造成未来影响的前提

下，随时撤销您的同意。 如果我们在我们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则您有权就

其未来影响而对该等处理提出异议。 如果您想撤销您的同意或提出异议，请按照上述地址联

系我们。  

4. 个人数据共享 

我们可能为上述目的而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会将相关个人数据发送给我们企业集团（CMCO）内的关联公司。 在强制性国家法

律规定的框架范围内，该等数据将发送给相关政府/州机构和机关。 

我们也可以就本网站和我们公司的运营（包括网站托管、提供服务，以及宣传性资料分

发），与服务运营商共享个人数据。 我们的员工有义务对您所委托的个人数据进行保

密，并保护这些个人数据。 

我们可以就我们公司和关联公司的企业重组、资产出售或转让、并购或撤资，与其他第三

方共享您的个人数据。 

如果我们在我们企业集团内或与服务运营商共享您的个人数据，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合同安

全措施，以确保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处理您的数据。 

  

5. 儿童隐私和加州隐私权利 

我们不会故意在本网站上从不满 13 岁的儿童处收集或招揽任何信息。 如果我们知悉，我

们不慎从不满 13 岁儿童处收集相关个人信息，我们将会删除该等信息。 如果您认为我们

可能从不满 13 岁儿童处收集任何信息，请联系我们： dataprivacy@cmworks.com。 

如果您为加州公民，加州民法典第 1798.83 节允许您：在上一年期间，为其直接营销目

的，就向第三方披露个人信息，而要求获得相关信息。 您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dataprivacy@cmworks.com 或按照如下地址致函我们，每年提出要求： 

Columbus McKinnon Corporation 

收件人： 法律部 

205 Crosspoint Parkway 

Getzville, New York 14068  

6. 留存 

在如下情形下，我们将采取合理措施来删除相关个人数据或永久删除该等数据的个人身份

识别信息： 

mailto:dataprivacy@cmworks.com
mailto:dataprivacy@cmworks.com


• 为我们收集个人数据的原始目的或相关目的，我们不再需要该等个人数据；和 

• 法律、监管机构或法院/仲裁庭命令不再要求我们留存个人数据。 

如果我们酌情决定其违反我们的服务条款、本隐私政策或为其他原因或在不出具理由的前

提下，可以提前整体或部分删除个人数据。  

7. 数据安全 

CMCO（科美集团）使用各种技术和组织安全措施，保护您的数据，以防止任何意外或故

意篡改、丢失、销毁或非授权人员访问。 我们将根据技术发展规定，定期修改和改进我

们的安全措施，例如：数据加密。 虽然我们采用安全技术和程序，协助确保您个人数据

安全起见，但并不保证系统或网络百分百安全。  

8. 到其他运营商网站的链接 

我们的网站可能包含到其他运营商网站的链接。 本隐私政策并不适用于所链接的其他运

营商网站。  

9. 谷歌地图 

为方便浏览，我们向您提供谷歌地图，展示相关地图，并创建相关方向指导。 谷歌地图

由 Google Ireland Limited（地址：Gordon House, Barrow Street, Dublin 4, Ireland）运营。 

将相应标记这些页面。 可以登录如下链接获取谷歌地图服务条款：

http://www.google.com/intl/en_uk/help/terms_maps.html。  

10. 自动数据收集 

Cookie 

Cookie 为您的网络浏览器提出并在您电脑上存储的小型文本文件。 Cookie 并不会损坏您

的电脑，也不包含任何病毒。 我们使用这些 cookie 让我们的服务和产品更好服务于用

户，更具有效性，更安全。 

  

我们在我们网站上使用各种 cookie： 

• 对本网站运营具有重要作用的 cookie，以及提供您具体要求的服务所需的 cookie。 这些类

型的 cookie 能提供您访问我们网站所需的安全措施，并可帮助确保您请求的页面内容可快

速加载。 如果没有这些 cookie，我们可能无法提供您要求的服务。 

• 收集访客如何使用我们网站信息所使用的 cookie，例如：访客最常访问的网页，以及访客

是否在这些页面上获得错误信息。 我们使用该等信息来改进我们的网站运作方式。 

http://www.google.com/intl/en_uk/help/terms_maps.html


• 允许我们网站记住您所做选择方面的 cookie，例如：记住您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您在我们的

联系表中提供的信息。 这些 cookie 旨在：向您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体验，以便您每次访问我

们时，无需重置您的偏好。 

• 跟踪您浏览习惯的 cookie，用于向您展示您感兴趣的广告内容。 这些广告宣传 cookie 使用

与您的网络浏览活动相关的信息，以将您和其他具有类似兴趣的其他用户分组在一起，并

基于这些兴趣向您展示广告。 我们将与您的浏览习惯相关的信息转给第三方广告商，以便

向您展示更具个性化广告。 亦可使用这些 cookie 限制您查看广告的次数，以及帮助测量广

告活动的有效性。 

我们简单识别我们所使用的 cookie，具体如下： 

运营商 Cookie Cookie-类型 目的 期限 

Google _gat 第一方 Cookie 性能 会话 cookie 

Google _gid 第一方 Cookie 性能 1 天 

Google _ga 第一方 Cookie 性能 2 年 

科美 _icl_current_language 第一方 Cookie 
严格必要

的 
1 天 

科美 wordpress_ 第一方 Cookie 
严格必要

的 
会话 cookie 

科美 wp_ 第一方 Cookie 
严格必要

的 
会话 cookie 

科美 gdpr 第一方 Cookie 
严格必要

的 
1 年 

  

Google AdWords 

我们使用谷歌公司提供的 Google AdWords 再营销技术，在网络上营销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 我们在您的浏览器上安置 cookie，谷歌读取这些 cookie，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后，

在第三方网站上提供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广告。 

您可以按照本网站上提供的指导，随时拒绝上述行为。 

  

https://support.google.com/ads/answer/2662922?hl=en


Google Analytics 

本网站使用 Google Analytics。这是谷歌公司提供的一种网页分析服务。 Google Analytics 

使用 cookies 来帮助分析用户如何使用该网站。  我们使用 Google Data Studio，在总体基

础上分析该等信息。  cookie 就网站（包括您的 IP 地址）使用所生成的信息在正常情况下

存储在位于美国的谷歌服务器上。 但是，如果您位于欧盟或欧洲经济区内，则谷歌会事

先缩短您的 IP 地址。 仅在特殊情形下将您的完整地址传输至位于美国的谷歌服务器上，

并在美国进行缩短。 谷歌将代表我们使用该等信息，以便评估您的网站使用行为，为网

站运营商编制网站活动报告，以及提供与网站活动和网络使用相关的其他服务。 如果法

律要求，或第三方代表谷歌处理信息，则谷歌亦可以将该等信息转给该等第三方。 谷歌

不会关联您的 IP 地址和谷歌持有的任何其他数据。 您可通过在浏览器上选择适当的设置

拒绝使用 cookie，但请注意：如果您禁用这些 cookie，您将无法使用本网站的全部功

能。  您可以通过在您浏览器中安装插件拒绝 Google Analytics 使用您的数据。 为此，您

可以根据下述链接，访问谷歌页面：http://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en。 

作为浏览器插件的备用方式或在移动设备的浏览器内，请点击如下链接，以防止 Google 

Analytics 未来从本网站收集数据。 将在您设备上安置退出 cookie。 如果您删除您的

cookie，您必须再次点击该链接。 禁用 Google Analytics 

标签 

我们使用其他行业标准技术（例如：标签）来跟踪您使用我们网站的行为。 标签为放置

在我们网站中某些网页上的小型图形图像，从而允许我们确定您是否执行了某种具体行

动。 在您访问这些网页时，标签将生成一份行为通知，并向我们传输与您使用我们网站

相关的个人数据。 标签允许我们测量和改进我们对网站访客流量和行为的理解，并可让

我们测量我们的促销行为和表现。 

  

我们亦可以为上述目的，使用我们的营销合伙人提供的各种标签。  这些标签可以向我们

的营销合伙人传输与您相关的某些个人数据（详述如下）。  我们仅在您在 cookie 横幅中

同意时启用这些标签。 

  

我们使用谷歌公司提供的界面管理这些标签，即： Google Tag Manager（谷歌标签管理

器）。 该工具可启用其他标签，促进收集与您相关的个人数据。 

  

在您首次访问网站时，我们将向您展示 cookie 横幅。您可以通过这些 cookie 横幅做出加

入或退出选择，或通过网络浏览器设置（详述如下），控制这些 cookies 和标签能否收集

您的个人数据以及如何收集这些数据。 



 Hubspot 

我们网站的营销自动化使用 Hubspot，Hubspot, 25 First Street, Cambridge, MA 02141 

USA.  您可以在 Hubspot 的隐私政策中查阅与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更多信息，网址: 

https://legal.hubspot.com/product-privacy-policy【外部网站】。 

Facebook （点赞按钮） 

我们的网站上整合来自 Facebook 的一些插件（点赞按钮）（Facebook Inc.，地址：1601 

S. California Ave, Palo Alto, CA 94304, USA）。 在您访问我们网站上的各个网页时，将告

知 Facebook 您使用您的 IP 地址所访问的因特网网页。 如果您以会员身份登录

Facebook，将会把该等信息分配至您的个人 Facebook 用户账户。 在使用插件功能时（例

如：点击点赞按钮、发表评论），亦会向您的 Facebook 账户分配该等信息。但是，您可

以在使用插件前，通过退出来防止该等分配。 

LinkedIn 

本网站使用 LinkedIn 网络的各项功能。 该运营商为 LinkedIn Corporation，地址：2029 

Stierlin Court,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每次您访问包含 LinkedIn 特征的页面时，

您将被关联至 LinkedIn 服务器。 将告知 LinkedIn 您已使用您的 IP 地址访问我们的网页。 

如果您点击 LinkedIn 的“推荐”按钮，并登录您的 LinkedIn 账户，LinkedIn 将在您对我

们网站的访问和您自身以及您的用户账户之间建立关联。 注意，作为这些网页的运营

商，我们并不知悉所传输数据的内容或 LinkedIn 对该等数据的使用。 可以在 LinkedIn 的

隐私政策中查阅与此相关的更多信息，网址：https://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

【外部网站】。 

  

YouTube 

我们的网站使用来自谷歌运营的 YouTube 网站的插件。 该网站由 YouTube, LLC（地址：

901 Cherry Ave, San Bruno, CA 94066, USA）运营。 在您访问我们安装 YouTube 插件的网

页时，将会创建一个到 YouTube 服务器的连接。 这会告知 YouTube 服务器您访问了哪些

网页。 如果您登陆您的 YouTube 账户，您将允许 YouTube 直接关联您的上网行为和您的

个人资料。 您可以通过退出您的 YouTube 账户来防止该等事宜。 可以在 YouTube 的隐私

政策中查阅与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更多信息，网址：

https://www.google.de/intl/de/policies/privacy【外部网站】。 

  

“请勿追踪” 技术 – 某些较新的网页浏览器具有“请勿追踪”偏好，其允许向您所访问

的网站传输“请勿追踪”标题，显示您不希望您的活动被追踪。 当前，我们并未对浏览

器“请勿追踪”信号做出回应。 

https://nam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legal.hubspot.com%2Fproduct-privacy-policy&data=02%7C01%7CYingrong.Fang%40cmworks.com%7C2e17bb7c04a241e9e77108d7ee127a9b%7C5ada906cabc5489aa7d5e9774df2933a%7C0%7C0%7C637239635636727769&sdata=Nk33RVj7aB84wKrQK7RR%2FMUBcZVbPZxXCrjZMjOEtNI%3D&reserved=0


  

退出 –  您可以通过在浏览器内调整适当的设置，来拒绝 cookies 标签和 HTML5 当地存

储。 每个浏览器都不响同，但很多通用浏览器（例如：Internet Explorer、Chrome、

Firefox 和 Safari）都有可调整的偏好或选项，以允许您在设定或安装它们时接受或拒绝

cookie 和某些其他技术或允许您移除或拒绝使用或安装某些结束。 要以正确方式修改您

的浏览器设置，则请使用您浏览器中的帮助菜单。 

  

11. 本隐私政策更新 

为了跟上因特网持续发展步伐，我们有权在任何时间修订本隐私政策。  在我们发布本隐

私政策变更后，如果您继续使用我们的网站，则表示您同意该等变更。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gb/help/17442/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61416?co=GENIE.Platform=Desktop&hl=en
https://support.mozilla.org/en-US/kb/enable-and-disable-cookies-website-preferences
https://support.apple.com/en-gb/safa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