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餅乾
Cookie 是在您訪問網站時發送到您計算機的小型文本文件。它們幫助我們找出哪些網站頁面有效
，哪些頁面需要改進。
我們將 cookie 用於營銷目的：
•
•

以確保網站正常運作
根據您訪問網站的方式和使用的設備改進網站

下面的“如何管理 Cookie”部分描述瞭如何更改 cookie 首選項。請注意，如果您完全關閉 cookie
和類似技術，這可能會影響您在網站上的用戶體驗，並且某些功能可能無法按預期運行。

我們使用什麼類型的 Cookie
您將在下方找到可在本網站上使用的不同 cookie 類型的列表。本 Cookie 政策描述了我們如何使
用可從 Cookie 收集的各種信息。
我們根據我們擁有的信息為這些 cookie 類型中的每一種提供到期期限。但是，任何第三方
cookie 的到期日期由這些公司設置，並且可以隨時更改。
1. 基本cookie文件
基本 cookie 允許您瀏覽我們的網站並使用我們的服務和功能。沒有這些文件，我們的網站將無法
有效運行。
有關每種類型的 cookie 的示例，請參見下文：
曲奇名稱

描述

到期

PHPSESSID

跨頁面請求保留用戶會話狀態。

用戶會話時間

BX_USER_ID

CMS Bitrix cookie

10年

_tl-協議

Cookie 政策 協議 cookie

用戶會話時間

_tl-營銷

Cookie 政策 協議 cookie

用戶會話時間

用戶密鑰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話時間

2. 分析 cookie
分析 cookie 收集有關您使用網站的信息，並幫助我們改進其功能。例如，分析 cookie 向我們顯
示站點上最常訪問的頁面並分析站點流量。我們使用分析 cookie 來查看人們如何使用網站的總體
趨勢，而不是用戶如何與網站互動。
我們使用兩個平台進行分析：Google Analytics 和 Yandex.Metrics。
由於 cookie 標准在不斷發展，我們建議您不時查看此政策，看看是否有任何變化。以下各方在我
們的網站上放置 cookie 和/或其他技術：
•
•

谷歌
Yandex

谷歌分析服務。
Google Analytics 服務使用 cookie 技術。Google Analytics 為我們提供匿名統計數據。該服務使
用 IP 地址以及有關我們網站上使用的 cookie 的信息運行，因此我們了解有多少人訪問我們的網
站、有多少人瀏覽某些頁面、他們使用什麼瀏覽器（這使我們能夠改進我們的服務對更多人的兼
容性）以及有時用戶居住在哪些國家和地區。有時，來自 cookie 的 IP 地址和信息是在歐洲經濟
區之外處理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保證按照信息保護法的要求進行處理。
如果您想了解有關 Google Analytics 中使用的 cookie 的更多信息，請訪問以下鏈接：
谷歌分析：https : //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我們使用 Yandex LLC, 119021, Russia, Moscow, ul 提供的 Yandex.Metrics 網絡分析服務。L.托
爾斯泰，16歲（以下簡稱Yandex）。
Yandex.Metrics 服務。
Yandex.Metrics 服務使用 cookie 技術。cookie 收集的信息無法識別您的身份，但可以幫助我們
改進我們的網站。在 cookie 的幫助下收集的有關您使用本網站的信息將傳輸到 Yandex 並存儲在
歐盟和俄羅斯聯邦的 Yandex 服務器上。Yandex 將處理此信息以評估您網站的使用情況、編制
有關我們網站活動的報告以及提供其他服務。Yandex 按照在使用 Yandex.Metrics 服務的條件中
建立的順序處理這些信息。
您可以通過在瀏覽器中選擇適當的設置來選擇不使用 cookie。您也可以使用該工具：
https : //yandex.ru/support/metrika/general/opt - out.html。但是，這可能會影響網站某些功能的
運行。使用本網站，即表示您同意 Yandex 以上述方式和目的處理有關您的數據。

曲奇名稱

描述

到期

TLV_100

TravelLine 預訂引擎 cookie。

用戶會
話時間

TLBF_en

TravelLine 預訂引擎 cookie。

用戶會
話時間

TLE_loadermessageexperimentfixed

TravelLine 預訂引擎 cookie。

_gat

註冊一個唯一 ID，用於生成有關訪問者如何使用網站的統計數據。

用戶會
話時間

用戶會
話
時間

_ym_isad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
話時間

_ym_uid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
話時間

_ym_visorc_ID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
話時間

test_cookie

檢查權限

用戶會話
時間

集成開發環境

由 Google DoubleClick 用於註冊和報告網站用戶在查看或點擊某個廣告商的

1年

廣告後的行為，目的是衡量廣告的效果並向用戶展示有針對性的廣告

yabs-sid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話
時間

洋地黃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話
時間

是啊

Yandex.Metrics 服務分析 cookie。

用戶會話
時間

一世

Yandex.Metrics 服務營銷 cookie。

10年

_ga

註冊一個唯一 ID，用於生成有關訪問者如何使用網站的統計數據。

2年

_gid

註冊一個唯一 ID，用於生成有關訪問者如何使用網站的統計數據。

用戶會話
時間

TravelLine 預訂引擎 cookie。

_gat_TlGaTracker1

用戶會話
時間

TravelLine 預訂引擎 cookie。

_gat_TLAnalytics1

60年代

3. 營銷餅乾
廣告網絡和媒體機構充當網站和廣告商的中介。這些方的營銷 cookie 使以下成為可能：
•

我們可以向您展示來自第三方的廣告

•

我們的廣告合作夥伴可以將您在 bol.com 上的偏好與他們在您訪問其他網站時收集的信息結合
起來

對於這些方出於營銷目的放置的 cookie，我們參考了這些方網站上的聲明。由於 cookie 標准在不斷

發展，我們建議您不時查看此政策，看看是否有任何變化。以下各方在我們的網站上放置 cookie
和/或其他技術：
•

Facebook

我們僅在您同意的情況下使用營銷 cookie。如果您不給予許可，仍然會顯示廣告，但這些是隨機廣告
。

曲奇名稱

描述

到期

fr

Facebook 使用它來提供一系列廣告產品，例如來自第三方廣告商的實時競價

3個月

。

混音朗

VK.com 營銷 cookie。

1年

右圖

VK.com 重定向 cookie。

用戶會話時間

tr

Facebook 營銷餅乾。

用戶會話時間

1kvcu24

LiveTex.ru cookie。

13天

lt_uid

LiveTex.ru cookie。

用戶會話時
間

jv_enter_ts _ [*]

Jivosite 餅乾。

用戶會話時
間

jv_pages_count _ [*] Jivosite 餅乾。

用戶會話時
間

jv_utm _ [*]

Jivosite 餅乾。

用戶會話時
間

jv_visits_count _ [*]

Jivosite 餅乾。

用戶會話時
間

jv_invitation_time _
[*]

Jivosite 餅乾。

用戶會話時
間

如何管理 Cookie
您可以在瀏覽器的設置中禁用 cookie - 基本的、分析的和營銷的。
有關常用瀏覽器的信息可以在這裡找到：http : //www.allaboutcookies.org/manage - cookies /
index.html 。要刪除我們網站和其他網站設置的 cookie，您可以按照瀏覽器或網站的幫助頁面上
的說明進行操作。您還可以阻止我們的站點和其他站點將來安裝 cookie。
如果您想清除您訪問過的網站安裝的所有 cookie，這裡是清除 cookie 跟踪文件的程序鏈接：
http : //www.lavasoftusa.com/products/ad意識到_se_personal.php 。如果您決定清除所有
cookie 跟踪文件，可能仍會使用某些其他類型的 cookie。請注意，如果您購買新電腦、安裝或更
新瀏覽器、清除或以其他方式修改瀏覽器的 cookie，也可能導致 cookie 被清除。

如何阻止 Cookie
許多瀏覽器允許您拒絕使用 cookie。以下鏈接將幫助您詳細了解如何在您的網絡瀏覽器中控制
cookie。但是，請記住，禁用 cookie 不僅適用於此，還適用於所有其他網站。
•Internet Explorer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78835（所有版本的 IE：有關
可在此處找到移動版本：www.microsoft.com/windowsphone/en我們/ HOWTO / WP7 /網絡/改變隱私-和-其他-瀏覽器- settings.aspx ）
•鉻：http : //support.google.com/chrome/bin/answer.py? hl=en - GB & answer = 95647
•Safari：http : //docs.info.apple.com/article.html?path= Safari/ 5.0/ en/ 9277.html（或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677對於移動瀏覽器版本）
•火狐：http : //support.mozilla.org/en - US / kb / Enabling% 20and% 20disabling% 20cookies
•歌劇：http : //www.opera.com/browser/tutorials/security/privacy/
阻止 cookie 會對許多網站的性能產生負面影響。

如何刪除 Cookie
您還可以選擇刪除存儲在您計算機上的 cookie。只需按照瀏覽器的說明進行操作。同樣，刪除
cookie 會對許多網站的性能產生負面影響。
有關刪除 cookie 的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 : //www.aboutcookies.org/page 2 .

政策更新和反饋
這是我們今天如何使用 cookie 的簡要說明。如果我們更改 cookie 的使用，我們也可以更改此
cookie 政策。本頁頂部的名稱“上次修訂日期”表示上次修改日期。如果您對本政策有任何問題或
建議，請通過以下聯繫方式告知我們：

聯繫方式
JSC TOURIST HOTEL COMPLEX “BETA”是聯邦個人數據法第 1 號定義的個人數據處理運營商
。152-FZ（俄羅斯）的日期為 2006 年 7 月 27 日，GDPR 定義的個人數據處理器的日期為 2018
年 5 月 25 日。
JSC TOURIST HOTEL COMPLEX “BETA”根據本隱私政策處理個人數據。
如果您對我們的隱私政策有任何建議或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bron@hotelbeta.ru或發送至以下
地址：JSC TOURIST HOTEL COMPLEX "BETA", 105613, Moscow, Izmailovskoe shosse, 71,
bld。2B。
或者直接訪問我們的聯繫方式頁面：https://www.hotelbeta.ru/cn/
HOTEL IZMAILOVO “BETA”和bron@hotelbeta.ru是您的個人數據控制者，根據日期為 2018 年
5 月 25 日的 GDPR 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