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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Team Airline Alliance Management Coöperatie U.A.（以下简称为“天合联盟”）是一家代表天合联盟成员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为“成员”）协调并提供航空业商业活动的全球航空公司联盟。当您使用

我们的网站、注册我们的时事通讯或者作为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或供应商与我们开展业务时，我们必须以透明的方式谨慎、妥善地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本隐私声明解释了以下内容：我们会在何时收集

您的个人数据、收集您的哪些个人数据、我们如何使用此类个人数据以及我们保留您个人数据的时长。 

 

本隐私声明可能会不时进行更新。本隐私声明将取代之前任何版本的隐私声明。如有任何更新，我们将在本隐私声明中通知您。请定期查看本隐私声明以获取最新版本。 

 

 

1 谁负责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如果天合联盟能够确定处理的目的和方式，那么天合联盟将作为处理您个人数据的数据控制方。如果成员能够确定目的和方式，成员也可以作为处理您个人数据的数据控制方。对于成员或其他第

三方实施的隐私或 Cookie 声明，天合联盟概不负责。  

2 数据的处理：内容、时间、原因、方式以及时长？ 

我们会在何时收集个

人数据？ 

 

我们会收集您的哪些个人数据？ 我们为何收集此类个人数据？ 使用您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 我们如何获取您的个人数

据？ 

我们会将您的信息保留多

久？ 

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或

使用我们的应用程序

时  

- 如果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或使用我们

的应用程序，我们可能会对 Cookie 

进行处理。请阅读我们的 Cookie 

声明，了解有关 Cookie、通过 

Cookie 收集的个人数据以及使用 

Cookie 的法律依据等更多信息。 

    

您使用我们网站上的

全球会议服务 

(“GMS”) 时  

 

以及/或者  

− 个人详细信息，例如姓名、职位、

性别、出生日期、国籍。 

− 联系方式，例如（电子邮件）地

址、电话号码、居住国家/地区。 

− 为了向您提供我们的全球会议

产品和服务以及/或者我们的环

球旅行规划工具服务。 

- 履行与您签订的合约。在某些情

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您的个人数

据来履行与您签订的合约。如果

您拒绝向我们提供履行合约所需

- 来自您自己。 

- 来自将我们推荐给您的各

方。 

- 来自您同意其与我们共享

您的数据的各方。  

正如“我们为何收集此类个人

数据？”中所述，我们保留您

个人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其

使用目的所需的时间。原则

https://www.skyteam.com/zh/cookie-policy
https://www.skyteam.com/zh/cookie-policy


 

您使用我们网站上的

环球旅行规划工具 

(“RtWP”) 时 

− 有关您的全球会议或/和 RtWP 账户

的信息，例如您的账户密码、安全

问题和答案。 

− 财务信息，例如信用卡或借记卡卡

号、安全代码、相关账单地址以及

您信用卡或借记卡的有效期。 

− 有关您访问我们网站的信息，例如

您的 IP 地址、网络服务提供商、浏

览器类型、操作系统、在网站上打

开的页面、访问日期和时间以及推

荐网站。 

− 您提供的其他信息。 

 

GMS 相关信息： 

− 活动组织和注册所需的其他信息，

例如活动名称、日期、地点、参加

者、工作职能、公司和网站。 

− 签发机票所需的其他信息，包括已

保存和已购买的行程。 

 

RtWP 相关信息： 

− 旅行相关信息，例如护照号码、已

知旅客编号、飞行常客账号、旅游

公司、紧急联系人、座位偏好、医

疗需求以及饮食要求和偏好。 

− 与我们的申请帮助表格和反馈表格

相关的信息。 

 

− 为了优化我们的全球会议产品

和服务以及/或者我们的环球旅

行规划工具服务。 

− 为了记录您对我们产品和服务

的偏好。 

− 为了与您取得并保持联系，包

括出于直接营销目的。 

− 为了组织活动和其他促销活

动。 

− 为了分析您的兴趣以及我们潜

在的商业机遇。 

− 为了向您提供我们的客户服

务。 

− 为了遵守法律义务、法院指令

或者为了行使或捍卫合法要

求。 

的信息，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遵循

合约中的协议，具体取决于签订

的合约类型。 

- 法律义务。我们会在必要时处理

您的信息，以遵守我们的法律义

务。法律可能会要求我们向公共

机构或政府组织收集和分享您的

信息，以获取移民、海关、反欺

诈和机上安全所需的行政手续。

如果您拒绝向我们提供履行法律

义务所需的信息，我们可能无法

提供您要求的服务。 

- 合法权益。在提供全球会议或 

RtWP 服务时，我们可能会在必要

时处理您的信息以实现我们的合

法权益。为了实现我们的利益，

例如，我们可能会收集、分析和

解释与我们客户有关的信息，以

寻找销售、开发产品和服务的新

机遇，从而满足客户的偏好和需

求。 

-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具备与您取

得联系的合法权益。 例如，您要

求我们通过联系表格与您联系

时。我们也可能具备将您的个人

数据用于营销目的的合法权益。

例如，天合联盟在销售其产品或

服务时获得了您的电子邮件地

址，并且将该地址用于其自有类

似产品或服务的直接营销时。在

这些情况下，我们具备与您取得

联系的合法商业权益。 

- 我们在营销活动中雇用的

第三方。 

- 根据适用法律允许的任何

网络（包括社交媒体）。 

- 偶然情况下的其他第三

方。 

上，这意味着在处理 GMS 和

/或 RtWP 产品和服务后，我

们不会保留您的个人数据超

过两年以上。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保留您

个人数据的时间可能会超过

其使用目的所需的时间，例

如，当我们具备将您的个人

数据保留更长时间的法律义

务或者当法律要求必须如此

时。 



您访问我们的经营场

所（包括摄像监控）

时 

− 个人详细信息，例如姓名、职位、

性别和公司名称。 

− 有关被授予访问权限和预约详情的

信息。  

− 天合联盟经营场所中视频监控系统

的图像记录。 

− 通过用于门禁控制的门禁卡控制设

备获取的实时采集信息。 

− 用于发放门禁卡的照片。 

− 您提供的其他信息。 

− 内部控制和公司安全，包括 IT 

和通信设施的控制和安全。 

− 为了遵守法律义务、法院指令或

者为了行使或捍卫合法要求。  

- 合法权益。我们可能会在必要时

处理您的信息以实现内部控制和

安全的合法权益。例如，我们可

能会通过摄像监控收集相关信息

以确保经营场所的安全。 

- 来自您自己。 

- 来自摄像监控。  

- 通过门禁卡控制设备。  

正如“我们为何收集此类个人

数据？”中所述，我们保留您

个人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其

使用目的所需的时间。原则

上，这意味着： 

- 天合联盟经营场所摄像监控

系统的图像记录不会被保留

超过四周。 

- 通过用于门禁控制的门禁卡

控制设备获取的实时采集信

息不会被保留超过六个月。 

-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保留您

数据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其使

用目的所需的时间，例如，

当我们具备将个人数据保留

更长时间的法律义务或者当

法律要求必须如此时。 

您参与客户满意度调

查时 

- 个人详细信息，例如姓名、职位、

性别、出生日期和国籍。 

- 联系方式，例如（电子邮件）地

址、电话号码和居住国家/地区。 

- 有关您对天合联盟体验之意见的信

息。 

- 有关您航班的信息，例如航班信

息、飞行常客会员身份、预订编号

以及与您航班相关的任何评论。 

- 有关您访问我们网站的信息，例如

您的 IP 地址、网络服务提供商、浏

览器类型、操作系统、在网站上打

开的页面、访问日期和时间以及推

荐网站。 

- 您提供的其他信息。 

− 为了进行客户调查以分析并优

化我们的服务和产品。 

− 为了在您表示想要参加抽奖活

动后，为您提供奖品。 

− 为了与您取得并保持联系，包

括出于直接营销目的。 

− 为了遵守法律义务、法院指令

或者为了行使或捍卫合法要

求。  

许可： 

- 如果您同意参与调查，我们将处

理您的个人数据。 

-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撤回您的

同意。撤回您的同意不会影响我

们在撤回之前使用您个人数据的

合法性。 

 

合法权益： 

- 在执行客户满意度调查时，我们

可能会在必要时处理您的信息以

实现我们的合法权益。为了实现

我们的利益，例如，我们可能会

收集、分析和解释与我们客户有

关的信息，以寻找销售、开发产

- 来自您自己。 

- 我们在客户调查中雇用的

第三方，例如成员或 

InSites Consulting。 

- 偶然情况下的其他第三

方。 

正如“我们为何收集此类个人

数据？”中所述，我们保留您

个人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其

使用目的所需的时间。原则

上，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将您

的个人数据保留超过 12 个

月。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保留您

数据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其使

用目的所需的时间，例如，

当我们具备将个人数据保留

更长时间的法律义务或者当

法律要求必须如此时。 

https://www.skyteam.com/zh/about/contact-us


品和服务的新机遇，从而满足客

户的偏好和需求。 

您与我们取得联系时 − 您的姓名。 

−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 您通过询问或消息提供的信息。 

− 您在天合联盟支持的服务台聊天中

提供的信息。 

− 您提供的其他信息。 

− 为了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或者为了

回复您的任何评论。 

− 为了向您提供我们的客户服务。 

− 为了遵守法律义务、法院指令或

者为了行使或捍卫合法要求。  

− 合法权益。如果您与我们取得联

系，那么我们有合法权益进行数

据处理活动。例如，当您通过联

系表格或通过天合联盟支持的服

务台聊天联系我们时。 

- 来自您自己。 正如“我们为何收集此类个人

数据？”中所述，我们保留您

个人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其

使用目的所需的时间。原则

上，这意味着在业务关系终

止后，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

数据保留超过两年以上。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保留您

数据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其使

用目的所需的时间，例如，

当我们具备将个人数据保留

更长时间的法律义务或者当

法律要求必须如此时。 

您作为业务联系人时 − 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包括姓名、地

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 付款详情。 

− 您提供的其他信息 

− 合约的起草及核实，包括谈判及

合约管理。 

− 信贷和债务人管理。 

− 保持业务联系。 

− 为了遵守法律义务、法院指令或

者为了行使或捍卫合法要求。  

- 履行与您签订的合约：在某些情

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您的个人数

据来履行与您签订的合约。如果

您拒绝向我们提供履行合约所需

的信息，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遵循

合约中的协议，具体取决于签订

的合约类型。 

 

- 法律义务：我们会在必要时处理

您的信息，以遵守我们的法律义

务。法律可能会要求我们向公共

机构或政府组织收集和分享您的

信息，以获取移民、海关、反欺

诈和机上安全所需的行政手续。

如果您拒绝向我们提供履行法律

义务所需的信息，我们可能无法

- 来自您自己。 

- 来自将我们推荐给您的各

方。 

- 根据适用法律允许的任何

网络（包括社交媒体）。 

- 偶然情况下的其他第三

方。 

正如“我们为何收集此类个人

数据？”中所述，我们保留您

个人数据的时间不会超过其

使用目的所需的时间。原则

上，这意味着在业务关系终

止后，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

数据保留超过两年以上。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保留您

数据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其使

用目的所需的时间，例如，

当我们具备将您的个人数据

保留更长时间的法律义务或

者当法律要求必须如此时。 



提供您要求的服务。 

 

- 合法权益。在进行营销活动时，

我们可能会在必要时处理您的信

息以实现我们的合法权益。例

如，为了实现我们的商业利益，

我们可能会收集、分析和解释与

我们客户有关的信息，以寻找销

售、开发产品和服务的新机遇，

从而满足客户的偏好和需求。 

-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具备与您取

得联系的合法权益。 例如，您要

求我们通过联系表格与您联系

时。我们也可能具备将您的个人

数据用于营销目的的合法权益。

例如，天合联盟在销售其产品或

服务时获得了您的电子邮件地

址，并且将该地址用于其自有类

似产品或服务的直接营销时。在

这些情况下，我们具备与您取得

联系的合法商业权益。 

 

3 谁可以访问您的个人数据？  

 可能会由就职于或代表天合联盟行事的人员，在须知的基础上，出于上述目的，收集、共享和处理您的信息。 

 您的个人数据可能会与将作为数据控制方的成员共享。天合联盟无法控制成员的隐私惯例。请仔细阅读成员的隐私声明，了解他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您可以在此处查看成员列表。  

 我们可能会与其他合作伙伴共事，例如旅行社、合作伙伴、参与促进旅行安排的其他公司以及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中心 (WTC) 或史基浦机场当局 (Schiphol Airport Authorities)。为此，我们可

能会与这些将作为数据控制方的合作伙伴共享您的个人数据。天合联盟无法控制这些合作伙伴的隐私惯例。请仔细阅读成员的隐私声明，了解他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https://www.skyteam.com/zh/about


 我们也使用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例如 IT 供应商、社交网络提供商、营销代理商、信用卡公司和反欺诈检测服务提供商提供我们的服务。因此，您的个人数据将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进行处理。

在我们使用代表我们处理您个人数据的一方（作为数据处理方）的服务时，我们已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法签订了适当的数据处理协议。 

4 我们如何在欧洲经济区 (EEA) 以外传输您的个人数据？  

 在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时可能需要将您的个人数据传输到与欧洲经济区不具有相同保护程度的第三国家/地区。例如，我们与成员航空公司或者我们与之签订合作协议的其他特定第三方共享您的

个人数据时。 

 在适用的情况下，如果该欧洲经济区 (EEA) 以外的国家/地区没有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法（包括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标准合约条款）提供足够程度的保护，我们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将您的个人

数据传输到国家/地区。此外，也可能会出于您的利益，为履行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而必须传输个人数据，因此也可能会在没有充分决策或适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传输个人数据。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有关我们为了在这方面保护您的信息而采取的措施，您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 

5 我们如何保护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致力于确保您的个人数据受到妥善保护。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披露，我们已采取适当的物理、技术和组织措施来保护我们收集和处理的信息。 

6 您享有哪些权利？  

作为数据主体，对于您个人数据的处理，您享有一定的权利。您可以： 

• 请求访问您的个人数据。您有权询问我们是否正在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并且如果是，您可以请求我们向您提供该个人

数据的副本。 

 

• 请求更正您的个人数据。如果您认为我们所掌握的您的个人数据不完整或不准确，您有权纠正您的个人数据。如果我

们已经与他人共享了您的个人数据，我们也会尽可能地通知他方进行更正。 

 

• 请求删除您的个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请求我们删除您的个人数据。如果我们已经与他人共享了您的个人数

据，我们也会尽可能地通知他方进行删除。由于我们维护某些服务的方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删除备份副本。 

 

• 请求限制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请求我们阻止或禁止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这意味着我们将在

一段时间内暂停处理您的数据。可能促使我们行使此项权利的情况包括您个人数据的准确性存在争议，但我们需要一

些时间来验证其（不）准确性。此项权利不会阻止我们继续存储您的个人数据。我们会在限制解除之前通知您。如果

我们已经与他人共享了您的个人数据，我们也会尽可能地通知他方遵循限制。 



 

• 请求行使您的数据迁移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您有权以常用的结构化且机器可读的格式获取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数

据。这样您便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您的个人数据，或者您也可以请求我们将您的个人数据传输至第三方。根据要求，

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我们会将您的个人数据直接传输至其他控制方。 

 

• 反对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如果我们依靠合法权益来处理您的个人数据，除非我们能够出示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表明必

须进行处理，您有权请求我们停止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您可以随时免费反对以直接营销为目的而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其中包括以与此类直接营销相关的资料收集为目的。如

果您行使此项权利，我们将不再出于此目的而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 撤回您的同意。如果我们将您的同意作为处理您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那么您有权撤回您的同意。这不会影响我们在

此之前处理您个人数据的合法性。如需了解如何撤回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或使用我们的应用程序时同意我们所用的 

Cookie 和类似技术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网站或应用程序中的 Cookie 政策。 

 

• 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如果您对我们处理您个人数据的方式存在疑虑，您有权向您所在国家的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向我们发送请求。我们将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规则谨慎处理您的请求。 

7 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SkyTeam Airline Alliance Management Coöperatie U.A. 

Schiphol Boulevard 367, Tower B, 8th floor 

1118 BJ Schiphol 

website@skyteam.com 

 

数据保护主任 

 

 

https://edpb.europa.eu/about-edpb/board/members_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