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和 Cookie 政策
我们是谁？
在提及“BMJ”、“我们”、“本公司”和“我方”时，均指 BMJ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但如果相关服务由另一 BMJ 集团公司提供，则对于这些服务，在提及我们、本
公司或我方时，应指 BMJ 集团公司。
BMJ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BMJ”）是一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的公
司 （ 注 册 号 为 3102371 ） ， 注 册 办 公 地 点 是 BMJ, BMA House, Tavistock Square,
London WC1H 9JR, UK。我们在数据保护公共名册中登记注册。我们的数据保护注册号
码是 Z7607533。在提及“网站”或“站点”时，均指由 BMJ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
拥有或控制的网站。在提及“您”或“贵方”时，均指 BMJ 网站或服务的用户。
您的隐私
保护您的隐私是我们的优先要务之一。请花费几分钟时间认真阅读下面的内容，以便了解
我方有关个人数据的观点和做法，以及我们如何处理个人数据。
我们可能不定时更改本隐私政策，而且无需进一步向您发出通知。我们将在网站上发布修
订版。
我们建议您定期检查本政策是否存在任何更改。您自行负责执行这些操作。
我们的隐私承诺
本文档确立了 BMJ 处理我们从您那里收集的任何个人数据的基础，以及我们使用哪些
Cookie 和使用这些 Cookie 的原因，但在 Evidence Based Nursing 的情况下，您将受皇
家护理学院 隐私政 策 (http://www.rcn.org.uk/privacy) 的约 束。除 了 Evidence Based
Nursing 或者在我们为您托管信息（例如有关《BMJ 学习文档》的信息）的情况下，BMJ
应为数据控制人。
我们将采取一贯高水平的网站安全措施，并且遵守有关我们如何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的严
格公司政策，尽一切努力保护您的隐私。本隐私政策按照我们的法律义务进行制订，并且
可能不定时进行更新。

我们建议您在使用网站之前认真阅读本隐私政策，并在以后定期检查任何更改。您自行负
责执行这些操作。
我们可能不定时更改本隐私政策，而且无需进一步向您发出通知。我们将在网站上发布修
订版。
条款所使用的语言
本隐私政策已翻译成英语之外的语言，执行翻译工作只是为了便于您理解本政策。
本隐私政策的英语版本可以在此处获取，而且在英语版本和任何其他语言版本之间存在任
何冲突的情况下，以英语版本为准。
1.收集的是什么信息？如何使用收集的信息？
网站的各个部分对应 BMJ 业务的不同方面。根据您访问的网
站区域，我们从您那里收集的个人数据的性质和目的有所不
同（例如，您是注册我们的一项产品或只是联系我们以提供
反馈）。
本政策中详细规定了我们收集什么数据以及如何使用收集的
数据。收集的一般数据类别包括：


通过填写网站上的表单而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您的姓名、地址、邮政
编码、电子邮件地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支付详情和服务详情（如果适用）；



有关使用 BMJ 服务的技术信息，包括域名、位置和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操作系
统、浏览器版本、您查看的内容、在页面停留的时长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通过使用“Cookie”和/或其他设备收集的数据。有关完整详情，请参阅下面的
第 5 条中包含的 Cookie 政策。



帮助我们为您提供改进的产品和服务的其他不定时收集的数据，例如，当我们要求
您填写一份调查或问卷时收集的信息。

除了下面指定的用途之外，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用由您提供的信息：


确保以最有效的方式为您呈现我们网站上的内容；



监测、开发和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向您提供您向我们请求的或者我们觉得您可能感兴趣的信息、产品或服务，前提是
您已经同意出于这些目的与您联系；



允许您参与我方服务的交互功能，前提是您选择这样做；以及



告知您有关我方服务的更改，包括联系您提供服务消息。例如，如果您已经注册的
任何服务不可用，我们可能通过与您联系，让您知道该服务已经结束，并告知您由
我们、我方公司集团中的任何公司和/或代表我们的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的任何类
似的服务。

1.1 注册用户
我们的许多网站需要订阅和/或注册才能访问特定功能、服务或内容。在提交相关订阅或
注册的申请之前，您将知道当您填写相关表单和提供所需的详细信息时，通过这些流程收
集了哪些信息。
在我们的某些网站上，在您提交有关出版物的答复的情况下，可能发布您的姓名和其他个
人详细信息。您应检查 BMJ 运营的特定网站的相关提交页面上的政策。
我们将收集与您通过我们的网站执行的任何交易有关的数据和订单履行数据。
我们整理有关注册用户的数据，包括注册用户订阅了 BMJ 的哪些出版物和服务，以便使
我们可以了解客户，然后尝试并轻松地满足用户的订阅要求。
在您提供了与会议有关的信息的情况下（例如，您正在参加一项会议或者在会议上发表演
讲），我们将使用您的个人数据，将会议地点和承办情况告知会议代表，与会议的共同所
有人、共同组织者或相关供应商和承包商共享这些信息（在适用情况下）。我们还可能使
用您的数据来制作会议代表或演讲嘉宾名单，并将名单分发给所有与会者和赞助商。
一旦您开始使用我们的网站，我们可能跟踪您访问的页面并保留记录。我们从不同的用户
群体收集此数据，以便了解人们如何使用我们的网站，以及网站的哪些内容和业务领域或
部分最受欢迎。这有助于完善我们在网站上提供的内容。
我们还将使用您的数据监控任何非法使用我们网站、内容或订阅出版物的行为（例如个人
代表机构单独订阅）。
我们还可能向宣称由您发布的材料属于诽谤性质、违反其知识产权或隐私权的任何第三方
透露您的身份和联系详情。
我们将向您提供至少一次机会，让您选择是否（视情况而定）接收
BMJ 和第三方发送的营销电子邮件。对于选择接收 BMJ（以及指
明并共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其他人）发送的营销电子邮件并通过
这些电子邮件中提供的链接访问我们的网站的用户，我们可能向第
三方电子邮件直销提供商发送有关您的网站使用情况的信息。这是
出于了解我方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有效性的目的，以及为了使未来的电

子邮件营销活动具有针对性。
1.2 《BMJ 在线学习》用户
除了此处规定的个人数据其他用途并受这些用途支配之外（尤其是参见第 3 条），您向
《BMJ 学习文档》添加的信息，包括确定的改进领域、您已经开始和/或完成的 《BMJ 在
线学习》模块和其他此类信息，均被视为私人保存的信息。我们的技术人员有权访问这些
信息，以便解决问题和维护网站。但是，按照第 3 条和下面描述的 BMA 例外情况，除非
在需要之时我们才会阅读这些信息，而且在没有事先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不向其他人或
组织发布这些信息。
仅就 《BMJ 在线学习》和 《BMJ 学习文档》而言（并且按照第 3 (vii) 条），我们可能向
英国医学会（“BMA”）披露特定的个人数据，包括您已经注册访问 《BMJ 在线学习》
的情况，已经开始、完成、通过或未通过的模块，以及您提供的与这些模块有关的任何反
馈。
我们保留向第三方发布与使用特定模块有关的匿名分组数据的权利。您可以在完成模块之
后以及在网站的学习资源部分中提供有关学习模块的反馈。网站的其他用户（包括访客用
户）可以查看此信息。我们也将通过使用此信息来改进网站。
1.3 基础课程用户
您在线填写的表单和您完成的学习模块（包括获得结业证书）均被视为私人信息。我们的
技术人员有权访问这些信息，以便解决问题和维护网站。但是，除非在需要之时我们才会
阅读这些信息，而且在没有事先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不向其他人或组织发布这些信息。
1.4 学习文档用户
按照第 3(vii) 条，您在 《BMJ 学习文档》网站中输入的数据，以及您向该网站上传的任
何文件，均被视为私人信息。我们的技术人员有权访问这些数据，以便解决问题和维护网
站。我们可以采取汇总的形式，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信息，以便深入了解用户群的兴
趣。这些统计数据可能用于提供向 《BMJ 学习文档》的其他用户推荐有用资源的功能。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通过此类功能或者潜在的汇总数据确定个人身份。
1.5 《BMJ 质量改进课程》用户
在您注册了 《BMJ 质量改进课程》产品或服务和/或购买了访问权限的情况下，其他用户
将可以出于通过服务与您联系的目的而获得您的姓名。他们将无法直接访问您的联系信息
（除非您撰写并发布的报告中包括此类信息），而是通过 BMJ 帐户向您发送一份邀请。
如果接受邀请，您可以选择通过这些方式进行沟通。

1.6 所有用户
在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时，我们将收集有关您使用网站的情况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流量数
据和位置数据。基本上，这些信息通常是您访问了哪些页面、在线停留的时长以及您所在
的位置。我们无法通过我们存储的信息确定您是何人，但可以确定您所在的位置（参见下
面的第 1.7 条）。
1.7 在您使用我们的某个网站时，我们还收集其他哪些信息？
在您每次使用互联网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会向您的计算机或具有互联网功能的设备分
配一个互联网协议（以下简称“IP”）地址。在您每次访问互联网时，此编号既可能相
同，也可能不同。您的计算机或具有互联网功能的设备每次从我们的其中一个网站请求
信息时，我们会在服务器上记录您的 IP 地址。我们也可能出于系统管理和报告汇总信息
的目的而记录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类型。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收集有关网站流量和使
用情况的信息。
在此澄清，无论您是否是注册用户，我们的 Web 服务器都从您的 IP 地址收集包括以下在
内的特定信息：(a) IP 地址；(b) 主机名 (c) 域名 (d) 请求的时间和日期信息 (e) 发出请求
时的浏览器版本和平台 (f) 请求的页面记录 (g) 来自您 IP 地址的位置数据。位置数据可能
是我们划分网站内容或服务的“区域限制”或地区所必需的。
如果您联系我们，我们可能保留通信联系记录，并用它来与您联系和/或更新我们的记录。
我们可以使用获得的所有信息来行使法律权利，防止个人或者通过第三方承包商和顾问进
行的非法访问、使用、活动和/或复制。这可能涉及出于检测目的而使用在数据库上保留
的您的姓名和订阅详细信息，以及其他发布者的数据。
1.8 我们还出于其他哪些目的使用个人信息？
除了履行我们对您承担的义务（在存在这些义务的情况下）之外，我们有时使用您提供的
信息生成与访问的页面有关的汇总统计数据。我们也可能将您提供的信息用于监控我方网
站上的使用模式，以便改进导航和设计功能，并帮助您更轻松地获取信息。这些信息以每
日日志文件的形式向我们提供。为了帮助我们开发网站和服务，我们可能向第三方提供此
类汇总信息。但是，统计数据将不包括可以用于确定任何个人身份的任何信息。我们可能
联系您以告知我方服务的更改。我们也可能向您发送非营销电子邮件，以便用于内部记录
保存、改进我们的服务和/或出于邀请您参加我们开展的或者第三方开展的调查或市场研
究之目的。
除了答复收到的或者发现的、涉及以上内容或违反“网站条款和条件”的投诉或索赔之外，
我们可以使用网站上提供或收集的所有信息来行使我们的法律权利，防止个人或者通过第
三方承包商和顾问进行的非法访问、使用、活动和/或复制，以及/或者保护网站的其他用

户和公众的权利、财产或个人安全。这可能涉及使用由您提供的任何详细信息，包括您的
姓名和联系详情。
2.我们保留收集的信息多长时间？
只要出于履行我们对您所承担的义务、保护我们的法律权益之需，或者按照收集此类数据
之时向您作出的说明，我们即可保留（包括通过我们的承包商）您的个人信息。
3.向何人披露信息？
除了征得您的明确同意、按照收集数据时作出的声明或者本政策中的规定，我们将不向除
以下情况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您的个人数据：
i.

我们授权的第三方（例如共同所有人，适用情况下）、许可方、承包商和顾问，而
且他们必须为这些数据保密。对于质量与安全国际论坛和特定的其他 BMJ 服务，
这可能包括向欧洲经济区（以下简称“EEA”）以外（包括美国）转移您的数据。
对于其他共同所有人或许可方，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ii.

例如，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可能在 EEA 以外的会场组织方披露，或者您同意在会议
上扫描参展商或赞助商的情况下，向他们提供您的姓名、工作详情和所有联系详情；

iii.

行使法律权利（包括财产、安全、我们的客户或其他人）所需；

iv.

防欺诈和降低信用风险；

v.

在您选择订阅有关服务的出版物的情况下，允许您选择一个第三方（例如《BMJ
质量改进》或其他 BMJ 服务的导师）查看您提交的数据；

vi.

本公司或公司资产（与您的数据相关）将被新公司收购的情况下，可能共享位置
数据；

vii.

仅就《BMJ 在线学习》和《BMJ 学习文档》而言，向英国医学会 (BMA) 披露您已
经注册访问《BMJ 在线学习》的情况、已经开始、完成、通过或未通过的模块，
以及您提供的与这些模块有关的任何反馈；

viii.

就属于新西兰皇家全科医生协会正式会员的新西兰注册全科医生而言，在我们与之
签订协议的情况下，披露您已经开始、完成、通过或未通过的模块详细信息，以及
您提供的与这些模块有关的任何反馈；

ix.

就属于丹麦医学会正式会员的丹麦注册全科医生而言，在我们与之签订协议的情况
下，披露您已经开始、完成、通过或未通过的模块详细信息，以及您提供的与这些
模块有关的任何反馈；

x.

在用户的访问权限由 Harmoni 提供的情况下，披露您已经开始、完成、通过或未
通过的模块详细信息，以及您提供的与这些模块有关的任何反馈；

xi.

在您注册《BMJ 在线学习》伊拉克频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伊拉克卫生部披提
供您的个人数据（包括网站使用详情），您已经开始、完成、通过或未通过的模块
详细信息，以及您提供的与这些模块有关的任何反馈；

xii.

向我们集团的任何成员披露，这意味着包括我们的分公司和最终控制公司 BMA；
以及

xiii.

在我们已经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出于向您提供 BMJ 营销通讯的目的而向第三方
披露。

4.如何存储和保护个人信息
您的个人数据存储在我们的数据库或承包商的数据库中，并受到密码保护，只有我们的
Web 管理员、承包商和选定的授权人员才可以访问这些个人数据（第 1.3 条的最后一段
中提及的情况除外）。我们从您收集的数据（或者由您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们提
供的数据）可能向欧洲经济区（“EEA”）以外的目的地传输，并保存在该目的地。在
EEA 以外为我们工作的人员或者我方供应商的员工可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此类员工
可能通过提交您的个人数据，从事托管您履行的订单、处理您的支付详情、提供支持服务
以及其他事务，而且您同意传输、存储或处理。我们将采取一切合理需要的措施，确保我
们和我方承包商按照本隐私政策安全地处理您的数据。在我们向您提供了密码或者您选择
了密码，从而使您能够访问我们网站的特定部分的情况下，您负责保护此密码的隐私。请
不要与任何人分享您的密码。
4.1 安全
我们理解，您的信息安全对您非常重要。我们同样理解，作为一家网络出版商，我们的
持续成功依赖于我们能够以安全的方式与您进行沟通。在运营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守最
高的正直、公正和诚信标准。在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时，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对您的身份进
行验证。我们还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您在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并确保所有信息尽
可能安全无忧，防止非法访问和使用（例如被黑客访问和使用）。我们定期检查我们的
安全措施。尽管我们和其他公司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在互联网上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
不存在“绝对安全”。遗憾的是，通过互联网传输信息并不完全安全。尽管我们尽一切
努力保护您的个人数据，但我们无法保证向我们的网站传输的数据的安全；任何数据传
输风险均由您承担。
在收到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将采用严格的程序和安全功能来努力防止非法访问。
4.2 身份验证
您不得与其他人分享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您认为您可能丢失或忘记这些身份识别信息，
请将它们记下，并将其保存在单独的地方。

4.3 电子邮件
您与 BMJ 之间的任何电子邮件都未进行加密。
4.4 在我们防火墙内的数据
我们收集的有关访问网站的人员的信息存储在安全的环境中，在没有征得我方同意的情况
下，任何其他个人或当事人无法访问这些环境。我们实施了保护数据的机制。其中一项机
制称为“防火墙”。防火墙是只允许授权流量才能通过的一道屏障。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计
算机系统和您的信息。我们还使用系统和应用程序日志来跟踪所有访问情况。我们定期检
查这些日志，并对任何异常或差错进行调查。
5.Cookie
5.1 什么是 Cookie？
Cookie 是在您首次访问一个网站时，该网站在您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放置的小文本文件。
Cookie 被网站广泛使用，以便帮助记住少量信息，并为您提供更好的网站使用体验。例如，
Cookie 可以帮助网站识别您的设备，在您下次访问时，不必重新登录，它们将记住您放在
购物篮中的物品，或者回想您的首选项，例如您希望在某一网站阅读时采用的语言。
某些 Cookie 包含的个人信息量有限。例如，如果在登录时单击“记住我”，Cookie 将存
储您的用户名。大多数 Cookie 不会收集可确定您身份的信息，而是收集更多的一般信息
来帮助我们分析网站的总体表现，从而可以试用和改进网站。
5.2 我们如何使用 Cookie
BMJ 在大多数网站上使用 Cookie 来执行不同的功能。这些 Cookie 分为四个主要类别：

技术必需的 Cookie
只有在您查看的每个页面之间存储这些信息时，才可以使用网站的某些基本功能。例如，
如果您登录某一网站以便访问订阅者的内容，我们会使用 Cookie 记住您已经登录，从而
不必在您访问的每个页面上输入您的详细信息。

自定义和个性化 Cookie
为了使作为个人或机构客户的您能够自定义您的产品和网站，我们需要记住您是何人以及
您需要什么。我们使用 Cookie 记录有关网站外观、您已经阅读的内容方面的首选项，并
呈现与您最相关的信息。

表现监控 Cookie

我们使用其他 Cookie 分析访客如何使用我们的网站并监控其表现。这使我们能够定制我
们的产品，并快速确定和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从而提供高质量的体验。在向选择接收营
销电子邮件的客户发营销邮件时，我们使用允许我们跟踪活动成功情况的 Cookie。我们
可能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用户对我们的哪些电子邮件最感兴趣，或者查询没有打开电子邮
件的用户是否希望继续接收这些邮件。我们不使用 Cookie 了解具体的个人如何使用我们
的产品，仅是收集可以帮助我们为您提供更好体验的一般统计数据。

第三方 Cookie
有时，BMJ 网站会与其他公司的网站相集成。例如，我们与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
网络网站相集成，以便使您能够更轻松地分享您阅读的内容。由于在我方网站上包括其他
公司的图标以及“喜欢”或“ 分享”按钮，这些网站会在您的浏览器上设置自己的
Cookie。与大多数商业出版商一样，我们还在其中一些网站上出售广告空间或者“横幅广
告”。这些广告直接由第三方广告中介人提供。他们在您的浏览器上设置 Cookie，以便
跟踪有多少人查看了特定广告，以及出于其他技术原因。
5.3 如何删除或阻止 Cookie
互联网浏览器具有允许您删除或阻止 Cookie 的工具。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更多信息：
http://www.aboutcookies.org/
5.4 阻止 BMJ Cookie 会出现什么情况？
根据您阻止的 Cookie 不同，网站可能停止工作，或者某些功能可能停止正常工作。如果
阻止了下面标记为“技术必需”的 Cookie，该网站可能无法使用。
5.5 BMJ Cookie 列表
下面的列表显示的是在我方网站上使用的大多数 Cookie，或者由第三方从我方网站设置
的 Cookie。该列表会随时更改。

Cookie 名称

类别

用途

更多信息

_utma、

执行监控、

这些 Cookie 由 Google

_utmb、

第三方 Cookie

Analytics 设置。它们用于一般汇

https://developers.
google.com/analyt
ics/resources/conc
epts/gaConceptsC
ookies

总使用情况统计数据

_utmc、_utmz
APISID、
SAPISID、SID、
SS、SSID

第三方 Cookie

由 Google +1 建议服务使用

AT

技术必需

用于处理针对某些产品的身份验证

adestra_ctrk

第三方 Cookie

用于跟踪有多少人打开和答复营销
电子邮件

adestra_ctrk_pref

第三方 Cookie

用于指明您是否选择退出跟踪营销
电子邮件

http://www.adestra
.com/home/cookie
-policy/
http://www.adestra
.com/home/cookie
-policy/

第三方 Cookie

这些 Cookie 由 Twitter 使用

https://twitter.com/
privacy

avr_[numeric
sequence]

技术必需

由 CDN 服务 Edgecast 用于加快

http://www.edgeca
st.com/privacy.ht
ml

BIGipServercom
munity.bmj.pluc
k.com-[numeric
sequence]

技术必需

BMJLearning

表现监控

Auth_token、
auth_token_ses
sion、
guest_id、k、
pid、t1、twll

内容交付。
由我们在某些网站上使用的在线社
区平台 Pluck 使用。
我们使用此 Cookie 来提供机构客
户的使用统计数据

BMJPortfolio

表现监控

我们使用此 Cookie 来提供机构客
户的使用统计数据

bpweb

表现监控

我们使用此 Cookie 来提供机构客
户的使用统计数据

c_user、datr、

第三方 Cookie

Facebook 使用这些 Cookie。我
们使用 Facebook 按钮帮助人员

locale、lu、xs

分享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clinicalevidence

表现监控

D、mc

第三方

http://www.facebo
ok.com/help/?pag
e=176591669064
814

我们使用此 Cookie 来提供机构客
户的使用统计数据
Quantserve 独立衡量网站流量。

Web 统计和
流量监控

Cookie，

绩效监控
Demographics、

第三方 Cookie

Youtube 使用这些 Cookie。我们

HSID、

使用 YouTube 在我们的某些网站

LOGIN_INFO、

上分发视频。

http://www.google.
com/intl/en/policie
s/privacy/

PREF、SID、
VISITOR_INFO1
_LIVE
has_js

技术必需

我们的网站使用此 Cookie 来指明
javascript 在您的浏览器上是否正
常工作

I18N_
LANGUAGE

自定义和

我们的某些网站使用此 Cookie 存

个性化

储您的语言首选项

ICSMarker

技术必需

我们的网站使用此 Cookie 实现跨
产品的单一登录，从而不必依次登
录每个网站。

技术必需自定

基于 Java 的网站出于各种技术目

义和个性化

的使用此 Cookie

NSC_[alphabeti
cal sequence]

技术必需

我们的负载均衡器使用此 Cookie

NXCLICK2、
OAX

第三方 Cookie

JSESSIONID

帮助定向后端服务器之间的流量
我们的广告合作伙伴 Realmedia
使用此 Cookie 提供相应的横幅
广告

qualityid

技术必需

由我们的网站用于会话处理

SiteLifeHost

技术必需

由我们在某些网站上使用的在线社

http://www.247real
media.com/ENUS/privacypolicy.html

区平台 Pluck 使用
Uuid、uvc

第三方 Cookie

由社交网络网站 Lockerz 使用

X-HighWireBackend

技术必需

由提供杂志网站的 Highwire

xsession、ga、
session

技术必需

__utmz、

第三方

由 BMJ 工作布告栏

__utmt_madgex
、__utmt、

Cookie，

（jobs.bmj.com 和

Press 使用
由 Careers Fair 网站用于会话
处理

http://support.lock
erz.com/entries/51
5589-privacypolicy

__utmc、

技术必需

vetrecordjobs.com）用于保留用

__utmb、

户会话和管理个人登录，以便提供

__utma、

相关工作职位

FixedFacetDefa
ults、
BrowserSession
AnonymousUse
rId

6.联系我们
如果我们保留的您的相关数据不准确，以及如有任何关于我们保留的您的数据方面的疑问
或问题，请与我们联系。另外，我们还欢迎您提供您喜欢或不喜欢的我方网站方面的反馈。
您的反馈存储在安全的内部系统中，只有相应的人员才能答复您。请通过“联系我们”与
我们联系。
7.外部网站的链接
有时，您会遇到与 BMJ 无关的其他网站的链接。请注意，在您点击这些网站之后，您将
受这些网站的隐私政策（而非我方网站隐私政策）的约束。您可能希望查阅您访问的每个
网站的隐私政策。
8.知情同意
提交您的信息表明您同意按照本政策中的规定使用这些信息。您应定期检查本政策，注意
与我们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有关的任何更改。
谢谢您查阅本信息。
如有任何问题，请通过联系我们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隐私政策最后更新日期：2013 年 9 月 23 日
Cookie 政策（第 5 节）最后更新日期：2015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