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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说明 
ETO GRUPPE TECHNOLOGIES GmbH  
Hardtring 8 
78333 施托卡赫 德国 

 
电话： +49 7771 809-0 
传真： +49 7771 809-100 
电子邮箱. info@etogruppe.com 

 
总经理： Michael Schwabe 博士（主席), 

Björn Schneekloth 
商业注册：弗莱堡地方法院, HRB707267  
USt-ID-码. DE280394267 
 
 
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第 13、14 条，有关访问我们的 Twitter 页面的数据保护信息 

我们是 Twitter 账号 ETO GRUPPE 频道的运营商。 

我 们 将 在 以 下 内 容 中 告 知 您 ， 在 您 关 注 我 们 的  Twitter 账 号 时 ， 短 消 息 服 务 商  Twitter 和 我 们 
ETO GRUPPE TECHNOLOGIE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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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我们交换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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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这种情况下，

Twitter 不会收到任何信息。 
 
 
I. ETO GRUPPE 处理个人数据 

您使用 Twitter 时，ETO GRUPPE 不会采集和保存任何数据。您自愿且独立负责地在 Twitter 上输入并公布的数

据，尤其是您的用户名和您帐户所公布的内容，只有在您的推文被转发评论，或有涉及您的账户的推文出现时，

我们才会最大程度处理数据。数据包含在我们的推送中，并提供给我们的关注者。 
 
II. 社交网络运营商的个人数据处理 

一方面，Twitter 在上传或同步时会处理诸如姓名和用户名、电子邮箱地址、电话号码或通讯录中的联系人之类

您自愿输入的数据。另一方面，Twitter 还会评估您分享的内容，以确定您感兴趣的主题；保存并处理直接发送

给其他用户的私密消息；并可以使用 GPS 数据、无线网络的信息来跟踪您的位置或确定您的 IP 地址，以便向您

发送广告或其他内容。 

作为 Twitter 账号的运营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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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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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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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我们的 Twitter 账号的互动分类。 

我们不了解 Twitter 在您关注我们的账号后是否和以何种程度，出于自身目的使用个人数据，或者是否将这些数

据转发给第三方。 

但是，Twitter 负责确保数据处理的安全性。 

有关 Twitter 数据处理的信息以及为管理和删除 Twitter 处理的数据而提供的选项，请参见当前有效版本的数据指

南，网址为 https://twitter.com/de/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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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Twitter 帐户的常规设置中和“数据保护和安全性”下选择对数据处理进行限制。此外，您可以使用移动设

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设置选项来限制 Twitter 对联系人、日历数据、照片、位置数据等的访问。但这

取决于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以下 Twitter 支持页面： 
 

 https://support.twitter.com/articles/105576# 
 https://help.twitter.com/de/search?q=datenschutz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在 Twitter 上查看自己数据的选项的更多信息：

https://support.twitter.com/articles/20172711#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关于 Twitter 得出的关于您的结论的信息：https://twitter.com/your_twitter_data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关于可用的个性化和数据保护设置选项的信息（更多参考）： 

https://twitter.com/personalization 
 您还可以使用 Twitter 数据保护表或归档要求来请求提供信息：https://support.twitter.com/forms/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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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和数据保护官员的联系方式 

我们按照 I. 所述处理数据，Twitter 按照 II. 所述采集和处理数据。 

如果数据处理属于《欧盟数据保护条例》(DSGVO) 规定范围之内，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针对我们和 Twitter 主张您

在 III. 中享有的权利。 

如果您向我们主张您的权利，可以发送信件至我们的地址 Hardtring 8，78333 施托卡赫，或致电 +49 7771 809-
0 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通过上面的地址或 datenschutz@etogruppe.com.与我们的数据保护官员联系。 

Twitter 是 Twitter Inc. 的一项服务,该公司位于美国旧金山 (CA 94103)，Suite 900，Market 街 1355 号。如果您

向 Twitter 主张您的权利，请与其欧洲分支机构 Twitter International Company 联系，该公司位于爱尔兰都柏林

(D02 AX07)，Fenian 街 2 号 One Cumberland Place。如果您对 Twitter 数据保护有问题，您可以使用该网址中

的联络表： https://help.twitter.com/forms/privacy 我们无法干涉 Twitter 履行职责的方式和决策的落实。 
 
有关将数据传递至第三国的注意事项 

使用 Twitter 时，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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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atenschutz@etogrup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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