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私政策

最近更新： 年 月 日

概述： 

本文档解释了哪些与 游戏和服务相关的数据会被收集。

文档还解释了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我们存储它的位置以及我们如何保护它。

总的来说：

● 为了让您游玩我们的游戏或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需要处理您的一些数据。 除了向您提供我们的游戏

和服务之外，我们是否需要将您的数据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将始终提前征得您的同意。

● 某些合作伙伴，例如 ，帮助我们开发我们的游戏和服务（例如论坛），我们可能与他们共享有限

的数据 但仅限于我们自己的目的。

● 我们不会共享您的数据用于第三方广告的目的。

最后，它解释了您在个人数据方面的权利。 

 

您好！在本隐私政策中，我们将解释您的个人数据如何被收集、存储或使用，以及当您使用

游戏和服务时会发生什么。与我们的用户协议一样，我们将两个版本组合在一起：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文

版本，以及部分摘要，这有望使法律语言听起来更容易理解。在您第一次使用 游戏或服务之

前，您需要同意本隐私政策。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 与我们联系。我们开始

吧！

完整版本 摘要版本

我们是谁

我们是 ，一家在波兰注册成立的公司，是欧盟

数据保护法规下的数据控制者。此后，我们称自己为

， 正是 电子游

戏的背后团队。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或邮寄到

来联系我们。

您好，我们是总部位于波兰

的CD PROJEKT RED。 您可以

在左侧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 

为了更好、更有效地保护所有个人数据，我们指定了数据保护官

（简称 ），负责监督和实施数据保护策略，并确保符合必要

的法律要求。 您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件地址联系我们的 ：

如果对个人数据保护有任何问

题或疑问，请联系我们的数据

保护官（联系方式在左侧）。 

此隐私政策的管制内容

本隐私政策适用于：我们所有的网站，游戏，论坛，社交媒体渠

道，客户和技术支持以及我们向您提供的任何其他服务（此后，

服务 一词将指代所有这些元素）。

本隐私政策解释了当您使用

游戏和服务时我

们向您收集的各种数据。 我们

完全遵守隐私法。
明确地说，本隐私政策管辖个人数据（或在美国称为 个人身份信

息 ）和非个人数据（或在美国，如 非个人身份信息 ） ，我们会

在您使用 服务时向您收集它们。 （ 个人数据

基本上是指数据，它可以单独或与其他数据结合使用，可被用来

识别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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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尊重您的隐私权，并且只会根据欧盟和我们提供游戏和服务

的其他国家/地区的适用法律处理个人数据。 

保护儿童

我们清楚，我们有特殊义务保护从儿童获得的个人数据。 未经父

母或监护人同意，我们不会也不会故意收集 岁以下儿童的个人

资料。如果您是担心有关您孩子的个人数据传输的父母或监护人

，请联系 。

如果您未满16岁且想使用我

们的服务，则必须征得您父

母或监护人的同意。

我们会收集哪些信息

当您使用 的服务时，如果相关，我们可能会收

集以下数据（我们将在本文档后面介绍如何使用它）：

 您的姓名，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用于在我们的任何服务中的任何用户名（例如论坛用户名

），

 有关我们游戏的数字平台账户的详细信息（比如您可能持

有的 账户），但不包括任何财务细节，

 地址

 您用于访问我们服务的任何设备的技术细节，包括：互联

网和 或网络连接；任何移动设备标识符；您的操作系统

，浏览器类型或其他软件；或您的硬件或其他技术细节。

这是关于我们的用户及其行为和模式的技术数据，其中不

提供个人数据，

 您使用我们服务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您何时

以及如何使用服务的度量数据；交通数据；和您的地理位

置数据，

 您使用社交网络和我们的服务（如果您已将我们的服务链

接到社交网络帐户）的详情。这可能包括来自

或其他社交网络的某些数据（包括访问您的朋友列表以及

关于对我们用户的非个人分析数据汇总），将严格按照

和其他网络的条款和条件在必要的范围内为您

提供 游戏和服务的所有功能；以及

 您通过我们的服务提供给我们的任何其他数据，

当您使用我们的服务时，我们

会收集有关您和您的活动的基

本数据。

如果您使用我们的论坛，我们可能会另外处理通过您在论坛中的

活动自动生成的数据：最后活动的日期，订阅的帖子，最喜欢的

帖子，论坛中的成就，红点（论坛上的点数），私人消息和帖子

。

我们还可以通过论坛收集其他可选数据：联系数据（信息），网

站地址，传记，位置，兴趣，专业，头像，用户所选语言。

如果您参加昆特牌电子竞技比赛（昆特牌排位游戏和昆特牌大师

锦标赛），我们可能会处理您从我们的兄弟公司 （负责为您

提供巫师之昆特牌 游戏）提供的昆特牌相关数据， 特别是：

 您的 用户名和头像；

 昆特牌 ；

 昆特牌内的用户活动记录（登录时间，登出时间，比赛日

如果您参加昆特牌的电子竞技

比赛，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关于

您的数据，我们将从 或直

接从您那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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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胜负数，获取的经验值，）；

 您的卡牌收藏与牌组；

 匹配评级 和阵营匹配评级 ；

 地址；

 国家；

如果您专门参加昆特牌大师电子竞技比赛和活动，我们可能会另

外处理您的数据并仅会用于您参与这些活动的方面，特别是：

 护照 身份证号码，档案签发人，档案照片 扫描件，国籍

，

 您的出生日期

 用于奖金支付的银行帐户详细信息

 用于您可能参加昆特牌锦标赛时的您的照片

 出生地

 通信地址

 您父母的姓名

 您参与昆特牌官方或授权活动的数据

 皇冠点数（用于昆特牌大师赛排名的积分）

如果您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直接联系或使用我们的游戏或服务

中的崩溃报告功能），我们可能会处理所需的其他数据以帮助您

解决任何疑问或支持事宜，例如您的设备收集的崩溃日志中收集

的数据或 您游玩时使用的设备的技术参数。

如果您联系技术支持，他们可

能会要求您提供一些其他数据

，包括您的崩溃日志或您使用

的设备的技术细节。

为了 组织的比赛，我们可能会另外处理您的通

信地址、电话号码、社交网络标识符、您自己的照片、银行帐号

。

如果您参加我们组织的比赛，

我们可能需要关于您的一些额

外数据。

我们还可能收集一些有关我们用户的一些非个人数据（有关我们

的游戏和服务使用情况的统计信息，用于设备连接的信息），以

便更好地了解并改进我们的游戏和服务的使用方式。

为了游玩我们的游戏并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需要处理上面提供

的数据。 如果您不同意向我们提供上述数据，您将无法游玩我们

的游戏、参加比赛或使用其他服务。

必须有以上数据，我们才能为

您提供服务。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也通过 收集有关您的数据

。 您可以在我们的 政策中找到更多相关信息：

。

政策是本隐私政策的一部分

查看我们的 政策，了解

我们用于支持服务的 类

型。

我们如何收集关于您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收集和处理您的数据：

 您通过 服务向我们提供的数据；

我们收集和处理您提供给我们

的与我们的游戏和服务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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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联系我们或报告 服务的问题时给出

的数据；

 在您的 地址，原籍国，购买，游戏内虚拟商品和货币的

帐户的基础上）自动收集有关您使用我们的服务时产生的

活动数据；

 您参加昆特牌电子竞技比赛时使我们从 收到的关于

您的数据；

 我们也可能会要求您完成我们用于研究目的的调查。 但

是，您不需要对调查做出回应。 我们可能会通过

服务或与我们相关的可信赖合作伙伴收集

此数据，以获取调查或民意调查等可选服务。

数据，或者我们收到的与您在

游戏中的活动相关的数据。

关于付款详情的快速说明（若 当您使用时）：我们不会收到或存

储您的任何付款详情，这完全由相关的付款平台和 或付款方式 处

理器处理。 若 当您在 服务中进行任何购买，我

们会在交易完成后通过付款处理方通知您，然后确保您收到购买

。 但是，我们不会收到您的任何实际付款细节。 我们仅保留有关

交易日期、货币、价值和交易产品的数据。

我们不会收集您的任何付款细

节。 我们只接收购买完成的数

据，并确保您收到所购买的商

品。 我们存储的数据仅包括交

易日期、货币、价值和交易产

品。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您的数据（数据处理的法律基础）

当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时，我们只在必要时向

提供您所使用的服务（即履行我们之间的协议），履行我们

的法律义务或履行所谓的 合法利益 ，或根据 我们如何使用您的

数据？ 部分中描述的其他情况。

需要澄清的是，合法利益是指合理预期的合法目的（保护我们处

理的数据的安全性，进行 游戏和服务营销以及

确保我们的营销与您相关，进行反作弊分析和反欺诈检查）。当

我们依赖合法利益时，我们会考虑并平衡对您和您的权利的任何

潜在影响。 出于其他目的时，我们会征求您的同意，并且您有权

在您的同意被撤回之前随时撤销此同意，而不会影响处理的有效

性。

为了让您游玩我们的游戏并使

用我们的服务，我们需要处理

您的一些数据。 如果我们需要

为任何其他目的处理您的数据

，我们将始终提前征得您的同

意。 您将始终有权随时撤销您

的同意。

当我们将您的数据传输到欧洲经济区以外时，我们会根据 可信赖

的合作伙伴 中描述的各种法律机制进行转移。

我们怎样处理您的信息

我们存放在哪里？我们从您收集的数据存储在我们位于欧洲的安

全服务器上，或者仅在必要时存储在我们的可信赖合作伙伴的服

务器中，如下所述。 我们实施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保护您

的个人数据免遭未经授权或非法处理，意外丢失，破坏或损坏。

我们将采取所有合理必要的步骤，以确保您的数据得到安全处理

并符合本隐私政策。

我们会将您的数据存储在欧洲

的安全服务器或我们的可信赖

合作伙伴的安全服务器上。 我

们将尽最大努力确保您的数据

安全。

我们会将您的数据保存多久？我们将仅根据需要保留您的个人数

据，以实现本隐私政策中列出的目的。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

可能要求更长的保留期，例如税务原因，会计目的或其他法律要

求和义务。 当我们不再需要您的个人信息以便向您提供我们的游

戏相关服务时，我们会将其删除或匿名化：

 我们将保留与您在协议期间使用的用于访问服务（例如

论坛）的服务相关数据。在帐户关闭后，我

通常，只要您还使用我们的服

务，我们就会存储您的数据。

在此之后，出于税务，法律或

会计原因，我们仍可能使用有

限的数据。



 

们收集的有关您的有限数据仍会在税务，法律或会计方面

保留额外的几年；

 在参加昆特牌电子竞技比赛的协议期间，我们将保留从

收到的您的与昆特牌相关的数据（例如，直到您关

闭昆特牌账户或直接告知我们您不再想参加比赛）。在此

之后，我们将为税务，法律和会计目的保留一些您的数据

，为期几年；

 如果您与我们联系并且不再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将保留

与您的通信，只在有必要时为您提供帮助，随后是必要的

法律或问责时期；

 出于营销目的，只要我们还持有有效的同意，我们就会保

持数据存储，持续时间不会无故拖延，且不会迟于我们收

到取消订阅请求后的 天内。

我们会如何使用您的信息？

您的数据可能会被用于以下目的

 履行您与我们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所产生的义务。

 为您提供我们认为您可能感兴趣的营销信息（包括个性化

和有针对性的营销电子邮件）。例如，我们可能会向您发

送有关 服务的时事通讯或电子邮件（当然，

这是可选的，我们会事先请求您的许可）。

 为您提供您向我们索取的产品或服务。

 与我们服务的用户进行通讯。

 当您选择这样做时，允许您参与 服务的

互动功能。

 允许您参加昆特牌电子竞技比赛。

 通知您有关 服务的变更。

 维护、改进或修改 服务。

 举办由 组织的比赛（包括联系参赛者，评估

申请，分发奖品，奖品税）。

 计算 服务性能的转换率和其他要素。

 用于税务，法律和会计目的。

 出于欧盟法规（ ）定义的问责制目的。

 根据我们收集的关于您的综合数据，定位和个性化我们在

我们的网站和服务以及第三方显示的营销传播，优惠和广

告。

我们将使用您的数据来运营并

继续改进 服

务，以及与您沟通（例如通过

新闻通讯或电子邮件）。

每当我们对我们的营销传播、优惠和广告进行个性化或定向投放

时，我们都可能会分析您的个人数据，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使用

我们收集的数据来调整发送给您的信息以满足您的需求。 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不会使用您的个人数据进行分析，这将构成可能影

响您的法律状况的自动决策（即我们不使用算法来做出会对您的

个人合法权利产生影响的决策或根据我们之间的协议影响您的法

律地位或权利。例如，我们不会根据您在游戏中的行为提出自动

我们收集有关您何时以及如何

使用 服务的

数据，以便为您提供最好的服

务。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根据

可能影响您的法律状况的分析

做出自动决定（例如根据您在

游戏中的行为自动定价或打折



 

定价）。

如果您决定不再希望收到个性化优惠、我们的产品推荐或任何广

告新闻，您可以随时拒绝此服务。

）。

我们可能会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处理一些有关用户行为的汇总和一

般非个人数据（例如，每个地区的销售额），这些合作伙伴（例

如支付提供商）与我们一起为您提供 服务，以

便支持、改进 或修改 服务。 我们还可能与数据

分析服务共享非个人数据，以帮助我们运营 服

务。

有时我们可能必须共享匿名的

非个人数据，如操作系统类型

，才能运行我们的服务。 不要

害怕，如上所述，一切都是匿

名的，所以您永远不会被识别

。

数据分享

请记住，您通过 服务进行的任何通讯（例如通

过私人消息或 论坛或通过社交媒体）都可能会

透露您的详细信息。 此外，您使用 服务公开发

布的任何数据都将公开提供给 用户和其他人。

对于您选择通过 服务提供的任何私人个人数据

，或您向其他用户或其他第三方活动提供的数据，我们概不负责

。

当您使用 服

务时，您可以选择与他人共享

或公开分享您自己的个人数据

。 但请注意，您对此类数据的

共享负责。

第三方信息收集和外部服务

服务可能不时包含与第三方网站或服务的链接

。 我们的隐私政策不适用于这些外部网站或公司，因此请直接参

阅它们的隐私政策。

您可以在 服

务中找到第三方链接，或者我

们可能会将您引导至第三方。

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隐私政

策收集您的数据。 请务必看看

它们的隐私政策。

某些服务可能涉及与我们的兄弟公司 或 的

其他可信赖合作伙伴参与互动。 例如，您可以设置 帐户来访

问 论坛等服务。 为此，我们可能需要与可信赖的合作

伙伴共享您的部分个人数据。

我们通过 （我们的兄弟公

司）等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

供一些服务 我们将与他们分享

一些数据。

我们信赖的合作伙伴

我们可能会与以下可信合作伙伴共享您的数据，这些合作伙伴由

我们聘请，以帮助向您提供我们的服务和功能。 请放心，我们始

终向合作伙伴最低限度地提供他们达成与我们合作目的所需的数

据。 他们可以访问有限的数据并代表我们进行处理，仅用于下面

列出的目的（它们被正式称为 数据处理者 ）：

 我们的兄弟公司，主持我们的论坛并在

昆特牌电子竞技比赛中为我们提供支持；

 我们的子公司，帮助我们在美国市场

进行营销；

 我们的合作伙伴为我们提供内部管理和数据共享工具；

 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向我们提供分析工具来帮助我们进行

数据分析；

 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向我们提供电子邮件营销工具来帮助

我们管理时事通讯和电子邮件通信；

 我们的专业顾问协助处理法律、税务、审计或会计事务；

 用于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营销（例如，通过您访问的网站

我们有时会与可信赖的合作伙

伴共享数据。 他们通常负责数

据分析，内部管理工具或支持

我们的营销活动。



 

上的广告告知您可能喜欢的服务）的广告合作伙伴。

根据法律要求，我们还可能与警方或其他政府机构共享您的数据

（包括您的 地址以及涉嫌非法或欺诈活动的详细信息，例如未

经授权使用付款方式和安全风险评分）。

您的数据可能会被处理、存储并传输到您所在国家 地区以外的国

家 地区以及欧洲经济区（ ）以外的国家 地区，例如瑞士或美

国。 这些国家 地区的隐私权法律可能无法提供与您所在国家 地

区或欧洲经济区相同的保护级别。 但是，每当我们在欧洲经济区

以外分享您的个人数据时，我们都会根据欧盟标准合同条款或

来做，这些条款是转移您的数据和建立

适当的个人数据保护的合法措施。

每当我们在欧洲以外共享您的

个人数据时，我们都会确保数

据得到充分保护。

推送通知

如果您使用我们的手机游戏，在事先获得您的批准之后，我们可

能会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推送或本地通知，以便为您提供有关这

些游戏的最新动态。 通常您可以从设备的 设置 部分进行管理。

如果您批准，我们可以使用移

动推送通知。

其他事项

请注意，我们受各种法律约束，可能需要因遵守执法和其他法律

要求发布个人数据。

我们可能需要遵守执法要求以

发布个人数据。

在不太可能发生的 重组或合并的情况下，我们

可能会将个人数据传输给相关的第三方，该第三方将保护至少与

我们在本隐私政策中保持相同的级别。

如果进行任何重组，收购等，

您的个人数据仍将受到至少与

现在相同级别地保护。

您的权利

您有权在任何时候拒绝在特定情况下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以及用于

营销目的。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地址与我们联系：

。

您拥有关于个人数据的许多权

利。 它们包括请求数据如何使

用您的个人数据、访问您的数

据、对其进行修改、让我们删

除您的所有数据、限制数据处

理或将您的数据传输到另一个

实体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

您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或

，我们

将尽力为您提供支持。

您拥有以下附加权利：

 您有权访问有关您的数据；

 您可以联系我们，要求我们从我们的系统中删除您的个人

数据；

 如果合适，您可以要求我们纠正 更正您的个人数据。

 您可以要求我们限制数据处理；

 您有权将数据传输到另一个实体；

 您有权向数据保护机构提出投诉。

您可以通过 与我们联系，以行使这些权

利



 

如果您对自己的隐私有任何疑虑或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力为您提供帮助。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与我们联系：

或通过 联系我

们的数据保护官。 但是，如果您觉得我们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您

的问题，您可以向波兰当地数据保护机构或波兰监管机构报告

波兰数据保护办公室主席

（ ）。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与我们建立业务关系的加州居民可以选

择不向第三方披露有关他们的用于直接营销目的的个人数据。

如果您想行使这些权利或对此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此隐私政策的更改

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可能会更改此隐私政策，例如出于法

律原因或反映我们服务的变化。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在线提

供修改后的隐私政策并更新 最后更新 日期。

我们可以更改本隐私政策，但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将更

改后的版本置于在线状态。 更

改将在我们公布更新版本 天

后生效。一旦我们更改了隐私政策，它将在我们在线发布后 天对您具有

法律约束力。 在此期间，如果您对更改有具体问题，欢迎与我们

联系。

不幸的是，如果您不同意这些更改（无论您是否向我们发送电子

邮件），我们必须要求您停止使用我们的 游戏

和服务。 我们很抱歉我们必须这样说，但我们希望您能理解我们

需要让每个人都使用它遵守相同的规则，以便我们的服务能够正

常运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您在有疑问时与我们联系。

如果您对更改有任何疑问，请

随时与我们联系。

用户协议

我们还想提醒您，我们的用户协议有更多关于我们如何运营

服务的数据，并且它有许多部分，这些部分也适用

于本隐私政策。 你可以在链接上进行阅读。

mailto:privacy@cdprojektred.com
https://regulations.cdprojektred.com/en/user_agre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