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科达隐私通知
https://www.elekta.com/privacy/?utm_source=privacy&utm_medium=redirect&utm_campaign
=redirects

最近更新日期：2018 年 5 月 22 日

医科达致力于通过维护个人资料的完整性和机密性来保护您的隐私。通过该通知，我们来帮助您理解我
们收集的个人资料的类型、我们使用您个人资料的方式、我们与谁分享您的个人资料以及我们如何保护
您的个人资料。该通知还提供关于我们收集资料和我们如何使用 cookie 的其他有用信息。
医科达在以下必要情况时，才会处理您的个人资料 ：



与您或相关方签订合同；



追求我们合法的商业利益；



遵守我们的法律义务；或



获得您的允许时

该隐私通知适用于我们通过医科达的在线资产获得的个人资料，这些资产包括网站、门户网站、移动应
用程序、社交媒体页面和引用该隐私通知的电子邮件程序（“线上渠道”Online Channels）。该隐私
通知还会引用与销售、市场营销、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参与相关的离线资料（“线下渠道”Offline
Channels）和来自第三方的离线资料，包括广告网络（统称为“渠道”Channels）。
该隐私通知说明了我们通过“渠道”获得的个人资料的类型、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个人资料、我们与谁分
享这些个人资料，以及您如何对我们的资料处理行使您的权利。隐私通知还说明了：为保护我们获得的
个人资料，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以及针对我们的隐私措施，您与我们联系的方法。
“线上渠道”可提供与其他第三方网站和功能的链接，或包含第三方的 cookies，这些 cookies 并非由
医科达拥有或控制。
点击下面的任一链接跳转到所列部分：

医科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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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s

第三方服务

其它网站的链接
医科达获得的个人资料

医科达如何使用您提供的个人资料

我们如何分享您的个人资料

我们如何保护您的个人资料

您优先选择用于沟通的邮箱

您的权利

我们隐私通知的内容变更

医科达资料保护官的联系方式

医科达网站
无需透露您的身份，您便可以使用医科达网站。当您访问我们的任一网站时，我们例行收集的详细资料
如下所述。如果您注册了我们的任何服务或通过表格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提供详细信息向您说明与注册
相关的资料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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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网站运营商一样，医科达收集网络浏览器和服务器通常提供的非个人识别资料，比如浏览器类
型、语言偏好、引用站点，以及每次请求访问的日期和时间。医科达收集非个人识别资料的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理解访客如何使用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还收集潜在的个人识别资料，包括互联网协议（IP）地址。然而，医科达不使用这些资料来
识别它的访客，也不会披露这些资料（在该隐私通知中描述的相同情况除外）。

Cookies
Cookie 是一个网站在访客的计算机上存储的一系列信息，在每次访客返回该网站时，访客的浏览器都
会反馈给该网站。医科达使用 cookie 和跟踪像素来识别和追踪访客，他们对网站的使用，以及他们的
网站访问的偏好。我们使用的 Cookie 仅仅将用户识别为一个不带有身份信息的 Cookie ID 的数字。我
们将这些资料整体评估，以了解不同的访客群体（例如所有来自某个国家的访客）如何浏览该网站，以
及该群体中大部分用户的兴趣点集中在哪里。如果您对 cookie 的使用感到不放心，请知晓，通过更改
浏览器中的首选项或选项菜单中的设置，您可以禁用您的计算机上的 cookie。但是，如果您的浏览器
不接受来自医科达任一网站的 cookie，您可能无法访问或使用该网站的所有功能。

第三方服务
我们还使用与“线上渠道”相关的第三方服务。我们的主要第三方服务如下所示。这些服务提供者使用
cookie 和类似的技术来收集资料（比如 IP 地址），用于评估医科达“线上渠道”的使用和交互情况。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每个提供商的隐私政策，您可访问他们的网站



Algolia (现场搜索)： https://www.algolia.com



Cision (新闻稿分发和订阅)： https://www.cision.com



CVent (活动报名与管理)： http://www.cvent.com



Google Analytics (网站分析) and Google AdWords (数字广告)： https:/google.com



Marketo (邮件和营销自动化)： https://www.marketo.com



Matomo (网站分析)： https://matomo.org



Net Dimensions (学习管理系统)： http://www.netdimensions.com



Salesforce.co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https://www.salesforce.com

链接到其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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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网站可能包含到其他网站的链接。对于这些网站的经营者是否遵守资料保护条款，我们无法左
右。
请注意，您向医科达提供个人资料是自愿行为。如果您选择不提供某些资料，我们可能无法提供某些产
品和服务，您也可能无法访问我们的“线上渠道”的某些功能。

医科达获取的个人资料
尽管医科达的“渠道”主要是为了获取客户层面（公司/账户）的信息，但在获取过程中，我们可能获
得在这些公司工作个人的个人资料。我们可获得的个人资料类型包括：
为您或其他人（例如，您的公司的 principals）提供的联系信息（如姓名、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件
和邮寄地址）——注意，这些联系信息通常与您的雇主有关，这意味着医科达主要是获得工作邮件和邮
寄地址，而不是私人联系方式；


您在我们任一网站创建在线帐户所需要的信息：一个专用的用户登录信息（例如用户名、密码和安
全问题和答案）；



关于职位的信息（如职务/职位，和/或感兴趣的产品/解决方案或事件/培训；



客户服务记录（例如您代表您的雇主可能提交的协助/服务案例的信息）；



位置资料（例如提取自您的 IP 地址、国家和邮政编码的资料）；



关于您在线活动的点击流数据和其他信息，包括在各个“线上渠道”和第三方网站，我们通过使用
cookies 和类似技术获得的信息；



其他个人资料：来自您提交给我们的内容，比如您通过填写网络表单、在线调查，和/或注册虚拟
和/或现场活动或培训所提交的内容。

医科达如何使用您提供的个人资料
我们可能将资料用于以下方面



提供和管理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处理和完成订单，并通知您订单状态；



沟通并管理我们的产品、服务、活动、程序和促销 (手段包括发送邮件提醒、宣传资料、新闻和其
它营销性通知)



开展和促进调查、小组讨论和市场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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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资料分析（如市场研究、趋势分析、财务分析和客户细分）；



参与广告重定向，并评估我们的营销有效性（通过我们在广告网络的参与情况）；



提供客户支持；



对请求、查询和应用程序的处理、评估和响应；



创建和管理您的账户并进行相关沟通；



在我们的学习课程中管理和注册学员；



提供投资者服务；



进行市场营销和销售活动（包括开发潜在客户，追求市场前景，进行市场调研，确定和管理我们的
广告和营销活动的有效性，和管理我们的品牌）；



运营、评估并改进我们的业务（如通过管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新产品、新服务
和“线上渠道”；管理我们的沟通和客户关系；进行会计、审计、记账、调节和收款）；



进行调查，遵守和执行适用的法律要求、相关行业标准、合同义务以及我们的政策和条款（例如隐
私政策和其他“线上渠道”的使用条款）；



维护和加强我们的产品、服务、“线上渠道”、网络服务、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和对员工信息的保护.

我们可以将通过“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获得的个人资料结合起来，并且将其他信息一并整合，以
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可以将个人资料匿名化或汇总，并将其用于上述目的；并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用于其他目的。我们也可以将个人资料用于额外目的（取决于我们在收集资料时的决定）。对于额外用
途的应用，我们将在适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获得您的同意。

在适用的法律规定下，若出于纯粹营销目的需处理您的个人资料时，我们将事先获得您的许可。
我们如何分享您的个人资料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我们收集的资料可通过医科达遍布全球的机构进行国际性的转移，以满足此隐
私通知中所描述的目的。除非在此通知中说明或在信息收集时告知，否则医科达不会出售或泄露您的个
人资料 。
也会出现其他需要共享资料的情况，例如，在一个活动中，我们需要为我们的餐饮服务商提供膳食偏好
信息。不过，在您提交任何资料之前，我们会告知您“我们征求特定资料的原因”；是否想要提供这些
资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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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与我们聘用的服务提供商分享个人资料，后者代表我们来履行特定服务（如付款处理、订单履
行、客户支持和资料分析）。这些服务提供商受合同约束来保护向他们提供的资料，并且被限制使用或
披露这些资料，除非需要这些资料来代表我们提供服务或遵守法律要求。
医科达可以通过“渠道”将收集的个人资料转移或储存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与提供信息的国家相
比，其他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资料保护法律。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资料转移，也仅仅是由于本隐私通知中
所描述的目的。在适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我们将您的个人资料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接收者时，我们将
采取措施保护这些信息。

我们如何保护您的个人资料
医科达将在以下条件下保留您的个人资料：（1）我们对资料的需要符合我们获取时的目的，并符合本
隐私通知的内容，或（2）依据本隐私通知所说明，或者在收集信息时的告知，我们有另一个合法的原
因来继续更长时间地保留此资料。通常，我们将在客户与医科达的产品/服务协议期内保留客户联系方
式的个人资料 （即贯穿客户/账户的整个存续周期）。当获取的个人资料并未与一个激活的医科达客户/
账户所关联时， 我们将竭力在收集后两年内报废此资料。

医科达会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篡改或破坏潜在个人识别资料和个人识
别资料。

您的邮箱偏好
医科达使用电子邮件作为主要的沟通渠道，以通知我们的客户、潜在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于产品和
服务改进的消息，以及未来的活动、教育机会和一般类公司/投资者消息。
为了更新您的首选项，和/或进一步指定您希望从医科达接收的信息的形式，请访问我们的电子邮件通
信首选项中心。
对于选择从医科达电子邮件推送中退订的客户， 医科达会立即将客户的联系方式放置在“不发送电邮”
的列表中。但是，如果该客户是一个医科达激活客户/账户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资料将在客户协议/服
务的整个存续周期中被保留。此外，尽管该联系人将不再收到营销推送，但他们将收到所有产品/服务
周期的通知，和/或根据合同协议规定须发送的客户沟通信息。

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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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权知道医科达是否拥有关于您的资料；如果我们拥有这些资料，您可以访问这些资料，并在资料不
准确的情况下要求其得到纠正。如果任何资料的处理违反了适用的隐私法规，您也有权将您的个人资料
删除或屏蔽。对于医科达对您的个人资料的处理，您有权向监管机构申诉。

隐私通知的变更
此隐私通知可定期更新，变更的信息并不会提前告知您。我们将在此隐私通知顶端注明最近更新时间。

医科达资料保护官的联系方式
关于该隐私通知，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意见，或者您希望我们更新关于您或您偏好的资料，请联系我们
的资料保护官：
姓名：Katrin Högstedt
公司： Elekta, AB
邮寄地址：P.O. Box 7593, SE-103 93 Stockholm, Sweden
来访地址： Kungstensgatan 18
电话： +46 768544664
传真： +46 858725500
电子邮箱： privacy@ elekta.com
Elekta AB (publ), Reg No. 556170-4015

认证资料保护官 (udis)
姓名：Anja Andreesen
公司：GAMMARAY group
地址：Jarresstraße 80
22303 Hamburg, Germany
电话： +49 (0) 40 6965 6864-40
传真： +49 (0) 40 6965 6864-50
电子邮箱： aa@gammara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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