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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13、14 条，有关访问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的数据保护信息
我们将在以下内容中告知您，在您使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时，我们对您的个人数据的处理，以及您应享有的数据
保护权。
请仔细检查您有哪些个人数据通过 Instagram 与我们交换和共享。Instagram 是 Fackbook 的一项产品。任何通过
Instagram 采集的数据都将由 Facebook 处理。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www.etogruppe.com 上找到有关我们以及我们的服务和网络平台的更多信息。这种情况下，
Facebook 不会收到任何信息。
I. 使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时个人数据的处理
您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上传输的数据，例如评论、点赞、私人消息或照片，都将由社交网络 Instagram 公布，
除以下情况外，我们绝不会出于其他目的使用或处理这些数据。
我们将处理您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上的数据，以便在必要时评论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交网络与您进
行交流。我们保留在认为有必要时将内容删除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段 f 项规定，我们处理数据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在公关工作和公司广告方面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通过 Instagram 聊天工具与我们联系或向我们发送询盘，则您提供的数据将仅用于处理和回答联络请求以
及相关的技术管理。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段 f 项规定，我们处理数据的法律
依据是我们在答复您的联络请求时的合法权益。如果您与我们联络订立合同或实施合同前措施，则数据处理的额
外法律依据为《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段 b 项。如果不再需要保存与您的联络请求有
关的已处理数据，我们会将其删除，或者，如果法定保留义务禁止删除数据，我们将对数据处理进行限制。如果
情况表明联络请求已得到最终澄清，我们假设不需要进一步保存其中的个人数据。
如有必要，我们将引导您转到其他安全的通信渠道，以答复您的询盘。如果您想避免 Instagram 处理您传递给我
们的个人数据，请通过其他方式与我们联系，例如通过我们版本说明中指定的通讯地址。
如果您没有基于权衡利益而反对处理与您有关的个人数据，则在上述合法利益无效后，我们将立即删除您的数据，
或者，如果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段 c 项的法律规定，禁止删除数据，我们将
限制数据的处理。

II. Facebook 处理个人数据
当您访问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时，Facebook 将处理您的 IP 地址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由使用 Instagram 的移
动设备上的 Cookie 处理。Facebook 处理所采集的数据，是为了提供、个性化和改进产品，并更好地根据您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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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好和兴趣量身定制广告。另外，作为 Instagram 页面的运营商，我们将以汇总形式获取有关我们网站使用情
况的统计信息。创建的访问者统计信息仅以匿名形式发送给我们。我们无权访问各自的基础数据。
此外，我们还能获得人口和地理信息。我们可以使用该信息投放有针对性的、以兴趣为基础的广告，而无需直接
了解访问者身份的任何信息。
如果访问者在多个终端设备上使用 Instagram，则在访问者注册并以自己的个人资料登录后，记录和评估也可以
在各种设备上进行。
作为 Instagram 页面的运营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 Facebook 以何种范围或期限在欧盟境内或境外的哪个国家保
存个人数据，也不清楚 Facebook 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遵守现有的删除义务，或者哪些评估和链接与数据相关，
以及将数据转发给谁。尤其是，无论您是否已登录或注册为社交网络用户，我们都无法查看 Facebook 是否或以
何种程度利用 Web 跟踪工具和使用您的个人资料和行为数据，例如，将您的习惯、个人关系或偏好的评估或个人
用户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上的活动分类。我们不了解 Facebook 是否或以何种程度，出于自身目的使用页面
访问中的已处理数据，或者是否将这些数据转发给第三方。
如果您想避免 Facebook 处理您的数据，则应注销 Instagram 或禁用“保持登录状态”功能，删除设备上的 Cookie，
并在必要时关闭并重新启动浏览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设置”在“Instagram 隐私和安全性区域”的“Facebook 广告首选项”下提供了更多选项，以
及“反对权表格”。在您自己的浏览器设置中不允许第三方 Cookie 或来自 Facebook 的 Cookie，也可以阻止
Facebook 使用的 Cookie 处理信息。
有关 Instagram 数据处理的信息以及为管理和删除 Facebook 处理的数据而提供的选项，请参见当前有效版本的
提供方的数据指南，网址为：https://help.instagram.com/519522125107875
也可以在社交网络开始页上的“数据保护指南”项下找到。

III. 您作为数据主体的权利
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段 f 项规定，如果采集数据的目的是维护我们的合法利
益，则您有权基于您特殊情况而随时反对数据处理。
如果符合《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17 条所述原因之一，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15 条
规定，您有权获得所保存您个人数据的信息，并有权更正错误的数据或将其删除，例如，不再需要数据达成目的。
如果满足《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18 条规定的条件之一，您有权对处理数据加以限制；如果满足《欧
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20 条规定的条件之一，您有权传递数据。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22 条规定，如果配置文件会对您产生法律影响，或类似自动化处理的方式将对您产生重大影响，您也有权不
受纯粹基于自动化处理（包括配置文件）的决定的管辖。
如果您认为有关您的数据的处理违反了数据保护法规，则您有权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77 条向
监管机构投诉。您尤其有权在您居住的成员国或指控侵权地点的监督机构中提出投诉。
IV. 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26 条规定的共同责任和联系方式
我们作为 Instagram 页面的运营商，与 Facebook 共同对数据处理负责。
我们按照 I. 所述处理数据，Facebook 按照 II. 所述采集和处理数据。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针对我们或针对 Facebook Ireland Limited (“Facebook Ireland”) 主张您在 III. 中享有的权利。
如果您向我们主张您的权利，您可以通过版本说明中指定的地址亲自与我们联系。您也可以通过上述地址亲自联
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员，或通过电子邮件 datenschutz@etogruppe.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有义务将您的询盘转发给 Facebook Irland。Facebook Ireland 将通知您并确保您的权利得到执行（包括《欧
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12 至 13 条的信息义务，第 15 至 22 条的数据主体权利以及第 32 至 34 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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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违反数据保护的报告）。另外，Facebook Ireland 负责确保数据处理的安全性。我们无权干涉 Facebook
是否实际停止处理数据，或者您的数据失去作用后，Facebook 是否会删除您的数据。
如果您想直接与 Facebook Irleand 联系，请联系 Facebook Ireland Ltd.，位于爱尔兰都柏林 2 区，大运河港大运
河广场 4 号。 您可以使用社交网络页面上在线提供的联系表与数据保护官员联系，网址为：
https://www.facebook.com/help/contact/540977946302970

Facebook 处理您个人数据方面的注意事项
使用 Instagram 时，Facebook Irland 可能将您的数据传输到美国母公司的服务器上，并在美国处理数据。欧洲法院
认为，与欧盟标准相比，美国的数据保护水平不足。在美国处理个人数据会带来相应的风险，例如美国当局出于控制
和监视目的而进行的秘密访问。如果您想避免今后再次传输数据，请直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togrup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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