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RALAN INTERNATIONAL SpA 
 

 
 

Cookie 政策  

 

本文档旨在告知用户 Baralan International SpA（以下简称“Baralan”）公司（注册办事处位于 Via Copernico 

34, 20090 - Trezzano sul Naviglio）的网站 www.baralan.com（以下简称“网站”）上使用的 Cookie 的相关信

息。 

  

Baralan 注重保护网站用户的个人数据；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详情，请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我们的隐私政策： 

 
[___https://www.baralan.com/cookies___] 
 
 

1. 什么是 Cookie 

 

Cookie 文件构成信息数据，通常为小型文本文件，这些文件存储在用户的终端设备上，旨在用于评估网站的使

用情况。临时与永久 Cookie 之间、技术型与分析型 Cookie 之间，以及第一方与第三方 Cookie 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临时（会话）Cookie 允许您追踪单个浏览器会话期间的活动。当您关闭浏览器时，将从您的设备中删除这些 

Cookie。  

 

永久 Cookie 在两次会话之间保留在设备上，并使网站能够在用户返回时识别用户并记住其偏好。这些 Cookie 

将一直存储在设备上，直至被删除或达到指定的到期日期。  

 

技术型 Cookie 是指确保网站正常运行所必须作并且用于执行导航或提供用户所请求服务的 Cookie。 

 

分析型 Cookie 用于追踪用户在网络上的浏览行为并创建有关其喜好、习惯、选择等的配置文件，旨在了解个人

用户的偏好，以便在用户浏览期间向他们提交具有针对性且他们应该感兴趣的内容。  

 

第一方 Cookie 由网站设置并完全受 Baralan 控制。 

 

另一方面，第三方 Cookie 由用户所访问的网站以外的其他网站设置。这是因为在各个网站上，可能有元素（图

像、地图、声音、指向其他域的网页的特定链接等）位于被访问网站以外的服务器上。  

 
 

2. 我们使用的 Cookie 

 
 

 
Cookie 
 

类型 功能 

 

第一或第三方 

 

持续时间 

 
PHPSESSID 
(NAMED BRAD) 
 

技术型  

 

PHPSESSID Cookie 是 本 机  PHP 

Cookie，使网站能够存储会话状态数

据。在网站上，它用于建立用户会话并

通 过 临时  Cookie （ 通常 称 为会 话 

Cookie）传递状态数据。  

 
 

第一方 30 天  

cookieconsent_status 技术型  
此 Cookie 记录 Cookie 政策信息横幅的
删除 

第一方 1 年 

__atuvc、__atuvs  技术型 
此 Cookie 与 AddThis 小部件关联，以

使访问者能够与注重表示用户之间的连
第三方 

(AddThis) 

2 年 

 

http://www.baralan.com/
https://webcookies.org/cookie/http/PHPSESSID/32


接的各种平台（Facebook、Twitter、电

子邮件等）共享内容。它存储页面的共

享次数。虽然 AddThis 在其网站上不提

供广告空间，但它可以使用在您访问期

间收集的非个人可识别信息，以便其他

站点显示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的

广告。 

 
http://www.addthis.com/privacy/privacy-
policy 

撤回： 

http://www.addthis.com/privacy/opt-
out 

loc、na_id、na_tc、

ouid、ssc、uid、

uvc、xtc 

分析型 

在社交渠道上分享网站内容的过程中记

录用户偏好 

 
http://www.addthis.com/privacy/privacy-
policy 

第三方 

(AddThis) 

2 年 

 

撤回： 

http://www.addthis.com/privacy/opt-
out 

 
__utmt 
 

技术型 

 

它允许 Google Analytics 调整其服务器

以适应大量数据，而不会遇到请求数量

过载的情况。 

 

第 三 方  (Google 

Analytics) 

当 您 关 闭 浏 览 器 时 ， 将 删 除 

Cookie。 

 
__utma 
 

技术型 

它追踪用户访问网站的次数。它记录第

一次访问的时间和最后一次访问的时

间。 

 

第 三 方  (Google 

Analytics) 

 

730 天 

 
__utmb / __utmc 
 

技术型 

 

这两个 Cookie 协同工作。  

_Utmb：追踪用户进入网站的确切时

刻，而 _utmc cookie 追踪用户离开网站

的确切时刻。 

 

第 三 方  (Google 

Analytics) 

当 您 关 闭 浏 览 器 时 ， 将 删 除 

Cookie。 

 
__utmz 
 

技术型 

 

它追踪用户的地理起源、所使用的搜

索引擎、为访问网站而搜索的关键

字。 

第 三 方  (Google 

Analytics) 
182 天 

 
 

3. 数据处理 

 

收集的数据如下：  

 

- 浏览数据 

- 在正常操作期间，用于运行此应用程序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程序会捕捉一些个人数据（使用互联网通讯

协议时暗含个人数据的传输）。此数据类别包括：IP 地址、所使用的浏览器类型、操作系统、被访问网

站的域名和地址、站点内用户所访问页面的相关信息、访问时间、在每个页面上花费的时长、内部路径

分析以及与操作系统和用户的计算机环境相关的其他参数。 

- 更多数据： 

o 这些是指访问者通过网站提供的所有个人数据，例如，通过注册和/或访问保留区域。 

 
 
 

它们的存储时间等同于收集这些数据所使用的 Cookie 的持续时间。通过与 Google 共享数据来处理通过 Google 

Analytics Cookie 收集的数据，以便使用下列服务：  

i) 基准测试，是指参与收集匿名数据，以便更充分地了解数据趋势。  

ii) 技术支持，使 Google 能够提供帮助。 

iii) 账户专家，使 Google 营销专家能够提供用于改进配置和分析的建议。有关更多详情和信息，您可以

在此处 (Google Analytics) 访问提供商的页面。基于 Baralan 的合法权益来处理数据，从而确保正常

工作并优化网站的内容和有效性。 

 
 

4. 如何禁用 Cookie 

 

最常用的浏览器允许您禁用 Cookie，为此，下面列出了一些有用的链接： 

https://webcookies.org/cookie/http/__utmt/44
https://webcookies.org/cookie/http/__utma/43
https://webcookies.org/cookie/http/__utmb/42
https://webcookies.org/cookie/http/__utmc/41
https://webcookies.org/cookie/http/__utmz/40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1011397


 

• Mozilla Firefox 

• Google Chrome 

• Internet Explorer 

• Safari 6/7 Mavericks 

• Safari 8 Yosemite 

• Safari on iPhone - iPad - iPod touch  
 

此外，如果您使用 Google Chrome 进行浏览，则可以通过从以下链接下载并安装“Google Analytics opt out - 

add on”来禁用 Google Analytics Cookie：Google Analytics 禁用。 

 
 

5. 社交网络插件 

 

AddThis 提供了一个插件和社交共享工具的平台，以便消费者享用社交网络。为换取此免费服务，AddThis 使用

通过我们的平台创建的匿名社交数据，以使广告商和品牌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加个性化的网络体验。有关它如何

收集和使用信息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oracle.com/legal/privacy/addthis-privacy-policy.html 

网站还包含插件和/或按钮，以便轻松共享社交网络上的内容。当您访问包含插件的网站上的页面时，您的浏览器

将直接连接到已加载插件的社交网络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可以追踪您对我们网站的访问，并在适当情况下，将

它与您的社交网络帐户相关联。如果您不希望社交网络记录关于您访问我们网站的数据，则应注销您的社交帐户，

并删除社交网络可能已安装在您的浏览器中的 Cookie。此网站上安装了具备高级隐私保护功能的插件，当页面打

开时，这些插件不会发送 Cookie 或访问用户浏览器上存在的 Cookie，仅在点击插件后才会发送或访问 Cookie。

此类第三方对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受其各自的隐私政策的监管，应当参阅这些政策。 

 

 
 

6. 用户权利 

 

我们邀请用户阅读“隐私政策”（插入链接）以了解其权利。  

 
 

7. 联系人 

 

要获取有关任何主题的信息，或者就我们对您个人数据的处理联系我们，或者向数据控制者提起投诉，以及行使

以上所列的权利，您可以使用下列地址： 

• 电子邮件：privacy@baralan.com  

• 邮件：Via Copernico 34, 20090 - Trezzano sul Naviglio。 

如联系，我们可能会要求确认您的身份。 

社交 隐私政策 Cookie 政策 

Linkedin Privacy Policy  Cookie Policy 

Twitter Privacy Policy Cookie Policy 

Instagram Privacy Policy Cookie Policy 

Pinterest Privacy Policy Cookie Policy 

https://support.mozilla.org/it/kb/Gestione%20dei%20cookie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nswer/95647?hl=it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it-it/help/17442/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lete-manage-cookies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17191?viewlocale=it_IT&locale=en_US
https://support.apple.com/kb/PH17191?viewlocale=it_IT&locale=en_US
https://support.apple.com/it-it/HT201265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google-analytics-opt-out/fllaojicojecljbmefodhfapmkghcbnh?hl=en
mailto:privacy@baralan.com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cookie-policy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
https://policies.google.com/technologies/ads
https://help.instagram.com/519522125107875
https://help.instagram.com/1896641480634370?ref=ig
https://www.wechat.com/en/privacy_policy.html
https://www.wechat.com/en/cookies_polic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