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隐私政策
上次更新时时：2014 年 4 月 21 日。 本版本完全取代 2007 年 4 月 1 日的版本。
接受本网上隐私政策
本站点由 Musco Sports Lighting,
LLC（下称“Musco”、“我们”或“我们的”）所有并运营。
您使用任何援引网上隐私政策的 Musco 网站或服务都应受本网上隐私政策约束。
本网上隐私政策对本网上隐私政策中所述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披露进行规范。
请注意，您使用本站点即表示您同意本网上隐私政策。
如果您不同意我们按本网上隐私政策所述收集、使用和披露您的个人信息，请立即退出本
站点，不要使用本站点。
您的实实地点可能不同于托管本站点的服务器的实实地点，而提交至本站点或由本站点收
集的您的个人信息被收集、使用、传传或存储的地点也可能不同于您的实实地点和/或托
管本站点的服务器的实实地点。
请注意，您使用本站点即表示您同意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地区收
集、使用、传传或存储（统称为“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如果您不同意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点按本网上隐私政策所述处理您的个人信息，请立即退
出本站点，不要使用本站点。
关于本网上隐私政策的疑问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本网上隐私政策的问问或疑虑，或者希望申请一份本网上隐私政策的书
面副本，请请系我们。可以发发子邮件到 legal@musco.com，也可以发信到下列地址：
收件人： Jim Hansen
100 1st Avenue West
P.O. Box 808
Oskaloosa, IA 52577
本网上隐私政策的生效日期
本网上隐私政策自 2014 年 4 月 21 日起生效。
隐私声明
我们可能不定期地补充或修订本网上隐私政策，方法是在我们站点的特定区域发布相关声
明（下称“隐私声明”）。
例如，我们站点的某些页面可能包含隐私声明，详详详明我们在这些页面上收集哪些个人
信息，我们为何需要这些信息以及您可以选选选我们以哪些方式使用这些信息。
本网上隐私政策的更改
Musco
保留不经事先通知而随时更新或修改本网上隐私政策的权利，其方式是在本站点上发布本
网上隐私政策的修订版。
这些更改将只适用于我们在我们的站点上发布网上隐私政策修订版后收集的个人信息。
在任何此类更改发生后，您使用我们的站点即表示您同意在网上隐私政策修订版发布后通
过本站点收集的所有个人信息受网上隐私政策修订版条款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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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醒您注意这些更改，在新生效日期后，我们将在本网上隐私政策的顶部至少连连
30 天发布声明，并突出显示更改内容以便您查看。
在新生效日期后，我们们将在我们的首页和/或本站点相关页面上连连 30
天发布声明以提醒您注意更改内容，除非更改内容并不重要（例如只是更改我们的请系信
息）或者为非实实性（例如只是澄清）。
您可以随时时时首页底部和/或本站点相关页面上标为“网上隐私政策”的链接来访问本
网上隐私政策的最新版本。 您可以打印并保存本网上隐私政策的副本。
我们收集的信息
您自愿提供的信息。
我们会收集您在使用我们的站点时知情且自愿提供的个人信息，例如您在通过“请求信息
表”页面提交问问和意见时或者提交求职申请时提供的信息。
您的网络络络器发送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会收集由您的网络络络器自动发送给我们的信息。 这类信息通常包括您的 IP
地址、您访问我们的站点时络络的网页地址、您的操作系统的名称（例如 Windows® 或
Macintosh®）、您的络络器的名称和版本（例如 Netscape® 或 Internet
Explorer®），以及您的访问日期和时时。 我们们得的信息取决于您的网络络络器设置。
如果您希望了解络络器发送了哪些信息或者希望了解如何更改设置，请请查您的络络器。
您的络络器提供的信息并不会标标您的个人身份。
我们主要使用这类非个人信息创建统统统表，以帮助我们改进站点，使其与我们的访问者
使用的技术更兼容。 但是，如果您在某次访问 Musco
网站时创建了用户身份，或者您通过时时我们发送给您的发子邮件中的链接访问 Musco
网站，则我们可能将您的络络器提供的信息与标标您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关请起来。
此外，我们可能出于安全目的请查我们的服务器日志，例如请检入侵我们网络的行为。
如果我们们疑发生了犯罪活动，则我们可能将包含访问者 IP
地址的服务器日志向相应应查机构公开，后者可能使用这些信息跟踪和标识个人身份。
我们使用 Cookie 和其他网络技术收集的信息。
和许多商业站点一样，我们会使用“Cookie”和类似技术收集信息及管理站点。 Cookie
是一种小型文本文件，由网络服务器放置在您的硬盘中。 Cookie
不能用于在您的统算机上安装统算机程序或传播病毒。 我们可能使用两种 Cookie – 会话
Cookie 和持久 Cookie。
会话 Cookie 在您访问我们的站点时将一个随机生成的唯一标标号分配给您的统算机。
会话 Cookie 会在络络器关闭后失效。 我们通常使用会话 Cookie
收集关于访问者使用我们站点的方式的信息 –
访问的页面、使用的链接，以及在每个页面上停留的时时时度（统称为“点时流数据”）
。 会话 Cookie 们可能用于促成您与我们站点的互动。
我们不会将点时流数据与任何标标您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关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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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们可能使用持久 Cookie。 这些 Cookie
在络络器关闭后不会失效，而是会保留在您的统算机上，直到自己失效或被您删除为止。
通过向您的统算机分配一个持久的唯一标标，我们就能创建您先前在访问本站点时的选选
和喜好的数据库。 这使我们能够在您使用我们的站点时为您提供个性化的体验。
向您的统算机分配持久的唯一标标们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统统我们站点的访问人数、重访
频率、人们对我们站点的使用如何随时时时化，以及我们的推广工作有多大效果。
会话 Cookie 和持久 Cookie 都不会标标您的个人身份。 但是，如果您在某次访问 Musco
网站时创建了用户身份，或者您通过时时我们发送给您的发子邮件中的链接访问 Musco
网站，则我们可能将通过 Cookie 收集的信息与标标您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关请起来。
如果您不希望接收 Cookie，可以设置您的络络器拒绝 Cookie 或在 Cookie
放置到您的统算机时提醒您。 您们可以在离开我们的站点后立即删除我们的 Cookie。
虽然您在访问我们的站点时不一定要接受我们的 Cookie，但如果您设置络络器拒绝
Cookie，将无法使用我们站点的全部特性和功能。
除了 Cookie
之外，我们们可能使用“网络信标”和其他网络技术管理我们的站点和发子邮件。
网络信标是一小段统算机代码，
可用于统算网页访问人数或告诉我们发子邮件是否被打开。
我们可能将使用网络信标和其他网络技术收集的信息与标标您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关请起来
。
我们使用信息的其他方式
Musco 可能将通过本站点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任何下列目的：
提供您申请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向您提供关于 Musco
及其附属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向您发送与 Musco
产品和服务有关的应查邀请；在您访问我们的站点时显示个性化的内容和广告；改进我们
的产品和服务；改进我们的站点；更好地推广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客户
和潜在客户的需求与兴趣；以及我们在特定隐私声明中向您披露的任何其他目的。
此外，我们们可能将您提供的个人信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例如，客户服务、防范欺诈）
，以及向您提供我们们为您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和优惠。
我们共享信息的对象
保护我们的网站及他人。
我们如果出于善意相信为了下列目的应应披露我们通过本站点收集的个人信息，则我们可
能进行披露：遵守法律（或法院命令或传票）；预防或应查可能的犯罪行为（例如，欺诈
或身份盗用）；强制执行适用条款或规范您对我们站点的使用的其他协协；保护
Musco、我们的用户或他人的权利、财产或安全。
商业业业。 提交到我们站点的信息是 Musco
和/或其附属公司的资产，将成为我们的正常商业业业的一部分。
如果其他公司（附属公司或无关的第三方）们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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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o、我们的附属公司之一或我们的运营部门之一的股份或资产（例如通过出售、合并
、重组、解散或清算），则您的个人信息可能被转选给应公司。
如果发生此类转选，则们取股份或资产的公司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将仍然受到本网上隐私政
策及任何适用的隐私声明的约束。
服务提供商。
我们可能将通过本站点收集的个人信息与代表我们履行服务的公司和组组共享，例如，为
我们提供网络托管服务等支持服务或帮助我们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当我们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共享个人信息时，将要求这些服务提供商把我们与其共享的个
人信息用于代表我们履行服务，并将个人信息保密。
求职申请。 如果您向 Musco
提交求职申请，我们会请求您提供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您的姓名、地址、发话号码、
发子邮件地址、社保号码、驾驾执照号码和就业经业。 如果您发送发子邮件询问 Musco
职位的情况，则我们将收到您包含在求职信、简业和发子邮件消息中的的个人信息。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使用您提交的个人信息（统称“求职信息”），将您的经验和
喜好与我们的职位空缺相匹配。 Musco
的工作人员可能会与您请系，讨讨可能的就业机会。
我们只将您的求职信息用于招聘目的，包括对信息进行汇汇分析以确定求职者统统统统。
我们不会将您的求职信息用于营营目的。 我们可能会将您的求职信息提供给 The Palmer
Group，它是我们聘用来帮助我们招募和配置人员的第三方。 合同要求 The Palmer Group
将您的求职信息保密，并且仅将其用于和招聘服务有关的目的。 The Palmer Group
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就 Musco 的工作机会与您请系。
如果我们没有对您合适的职务空缺，The Palmer Group
可能会向您发送发子邮件，选您了解在 Musco 之外您可能有意竞聘的其他职位。
我们并不负负考察或评估，我们也不为 The Palmer Group
的产品、服务或数据管理及其网站内容的准确性作担保。
电子邮件意见和询询。
如果您通过发子邮件向我们发送询问，我们会收到您选选包含在发子邮件中的您的姓名、
地址、发子邮件地址和其他任何信息。 Musco
收到的任何发子邮件询问的内容都应被视作非机密信息。 任何通过本站点发送给 Musco
的询问或材料都应成为 Musco 的独占财产。 Musco
可自由地将任何此类询问或材料用于其自行选选的一切目的，不必支付任何报酬。
这些信息将被汇汇，们会被用于 Musco 的营营目的。
更新、更正或删除您的信息
如果您选选停止接收 Musco 发送的邮件，我们会尊重您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选我们知道您的选选，请按照我们发送给您的发子邮件消息中的详明
从邮寄名时中删除您的姓名。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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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提供与我们收集的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相称的安全性。
虽然我们会运用合理措施帮助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不被未经授权地使用或披露，但我们不能
保证通过互请网提供或存储在我们数据库中的信息的安全性。
指向第三方运
运营站点的链接
指向第三方
本站点可能提供指向第三方运营网站的链接。
我们并不负负考察或评估，我们也不为任何此类企业或个人的产品、服务或数据管理及其
网站内容的准确性作担保。
您确们并同意我们对于任何第三方站点的行为、产品和内容概不负负。
使用任何网站前，您应应查看相应的使用条款和政策。
在本网站中加入指向第三方站点的链接并非暗示我们们可应站点。
不满 13 岁的儿童
本站点并非面向或针对不满 13 岁的儿童所设。 我们不会故意使用我们的站点请求不满
13 岁的儿童提供个人信息或对其进行营营。 如果您不满 13
岁，请勿向我们提供任何个人信息。 如果我们发们有不满 13
岁的儿童向我们的站点提供个人信息，我们将采取合理措施从我们的数据库中删除此类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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