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样的饼干 

饼干很小的文字文件送给你的计算机的话，你是在一个网站。 

他们帮助我们找出哪些网站的页面是有效的，哪些需要改进。 

我们使用的饼干市场营销的目的： 

• 为确保网站的功能正常 

• 改善网站的基础上，你如何得到了网站和什么用的设备 

"如何管理饼干"部分，下面描述了如何可以改变你的cookie的偏好。 

请注意，如果你关掉饼干和类似的技术完全，这可能会影响你的用户经验的网站上，一些功能可

能不如预期。 

什么类型的饼干我们使用 

下面，你将找到一系列不同的饼干类型，可以用上这个网站。 

这饼干政策介绍了我们如何使用所有种类的信息，可以从收集到的饼干。 

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期为每个这些饼干类型的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有。 

然而，有效期的任何第三方的饼干是由这些公司及通过可以改变他们在任何时候。 

1. 基本 cookie 文件 

基本的饼干让你浏览通过我们的网站和使用我们的服务和功能。 

没有这些文件，我们的网站将不能够有效地工作。 

看到下面的例子的各种类型的cookie： 

Cookie Name 描述 期 

PHPSESSID 保留的用户会议国家的跨页的请求。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BX_USER_ID CMS 率； cookie 10 年 



_tl-协议 Cookie 政策 协议 饼干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_tl-销售 饼干 的政策 协议 饼干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user_key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饼干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2. 分析 饼干 

分析cookie收集信息有关你的使用的网站，并帮助我们改善其功能。 

例如，分析饼干表示我们最常访问的网页在网站上以及分析网站交通。 

我们使用的分析饼干来看待的总趋势人们如何使用该网站，而不是如何与用户进行交互的网站。 

我们使用的两个平台，用于分析：分析和 该应度量. 

因为cookie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建议你看看这个政策的时间来看，如果有任何变化。 

以下缔约方的地方饼干和/或其他技术在我们的网站： 

• 谷歌 

• 该应 

谷歌 的分析 服务. 

谷歌分析服务使用cooki电子技术。 谷歌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匿名的统计数据。 

该服务工作与IP地址，以及有关信息的饼干，被用于在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了解如何许多的人

访问我们的网站，其中有多少浏览某些网页，什么他们的浏览器的使用(这使我们能够改善兼容的

我们的服务，为更多的人)以及有时候，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有时IP地址和信息，从饼干是处理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证，他们是处

理按照要求的信息保护法》。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饼干用在谷歌的分析，你应该去下面的链接： 

谷歌的分析：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
https://yandex.com/legal/privacy/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我们使用 该应指标 

提供的网络分析服务，通过该应有限责任公司，119021，俄罗斯，莫斯科，ul。 

L.托尔斯泰的,16(以下称为该应). 

该应指标 服务。 

在 该应指标 服务使用的饼干技术。 所收集的信息饼干 可以不 

识你，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网站。 

有关使用信息的这个网站通过你，收集到的帮助的饼干,会被转移到该应和储存在服务器该应在欧

盟和俄罗斯联邦。 

该应将处理这些信息来评估使用的网站，汇编活动的报告我们的网站上，并提供其他服务。 

该应处理这些信息以建立的条件使用 该应指标 服务。 

你可以选择退出使用的饼干选择适当的设置在浏览器。 也 可以使用的工具： 

https://yandex.ru/support/metrika/general/opt-out.html . 

然而，这可能会影响运作的某些功能的网站。 

通过使用该网站，你同意处理的数据，通过该应的方式和目的上。 

 

Cookie 
Name 

描述 期 

TLV_100 TravelLine 预订 引擎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TLBF_en TravelLine 预订 引擎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TLE_loader-

消息的实验-

固定 

TravelLine 预订 引擎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_gat 寄存器的唯一标识被用于产生数的统计数据的访问者使用该网站。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https://yandex.ru/support/metrika/general/opt-out.html
https://yandex.ru/support/metrika/general/opt-out.html


_ym_isad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的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_ym_uid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的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_ym_visorc_
ID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的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test_cookie 检查 对于 权限 的用

户 

会议 

的时

间 

IDE 使用的谷歌双击登记和报告的网站用户的行动之后观看或点击一个的广告客户的广告目的的

测量的疗效的广告和提出有针对性的广告用户的 

1 年 

yabs-sid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的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yandexuid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的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yp 该应指标 服务分析的cookie。 用户 

会议 

时间 

我 该应度量 服务的营销。 10 

年 



_ga 寄存器的唯一标识被用于产生数的统计数据的访问者使用该网站。 2 年 

_gid 寄存器的唯一标识被用于产生数的统计数据的访问者使用该网站。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_gat_TlGaTr
acker1 

TravelLine 预订 引擎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

间 

_gat_TLAnal
ytics1 

TravelLine 预订 引擎 cookie. 60

年代 

 

 

3. 销售 饼干 

广告网络和媒体机构作为中介机构的网站和广告商。 市场营销的饼干这些缔约方作出以下可能: 

• 我们可以告诉你的广告从第三方 

• 我们的广告合作伙伴可以结合在你的喜好bol.com 与信息收集他们在你访问的其他网站 

为饼干，这些缔约方的地方营销的目的，我们指的是该声明的网站上这些缔约方。 

因为cookie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建议你看看这个政策的时间来看，如果有任何变化。 

以下缔约方的地方饼干和/或其他技术在我们的网站： 

• Facebook 

我们仅使用的营销饼干，如果你已准许这一点。 

如果你不给的许可，广告将仍然以图示，但这些都是随机的广告。 

 

Cookie Name 描述 期 

https://www.facebook.com/privacy/explanation


fr 使用Facebook提供一系列广告产品，如实时地招标，从三方的广告客户。 3 个月 

remixlang VK.com 市场营销 cookie. 1 年 

rtrg VK.com 重新定位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tr Facebook 营销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1kvcu24 LiveTex.ru cookie. 13 天 

lt_uid LiveTex.ru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jv_enter_ts_[*] Jivosite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jv_pages_count_[*] Jivosite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jv_utm_[*] Jivosite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jv_visits_count_[*] Jivosite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jv_invitation_time_[*] Jivosite cookie. 用户 会议 

的时间 

 

如何 以 管理 的饼干 

你可以禁用的饼干—基础，分析和市场营销—在设置你的浏览器。 

有关的信息经常使用浏览器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manage-

cookies/index.html. 

删除cookie组通过我们的网站和其他网站，可以按照上帮助页面的浏览器或网站。 

你也可以阻止安装的饼干在未来通过我们的网站和其他网站。 

如果您想清除所有cookie，通过安装网站的访问，这是该程序的链接到明确的饼干跟踪文件： 

http://www.lavasoftusa.com/products/ad-aware_se_personal.php. 

你应该决定要清除所有饼干跟踪文件，一些其他类型的饼干可能仍被使用。 

请注意，如果你购买新的计算机，安装或更新一浏览器，清除或以其他方式修改浏览器的饼干，

它也可能导致的清除的饼干。 

如何块饼干 

许多浏览器能让你拒绝使用的饼干。 

下面的链接会帮你要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可以控制的饼干在你的网页浏览器。 

但是，记住，禁止饼干不仅延伸到这一点，但是其他所有网站。 

•Internet Explorer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78835 

(所有版本的即：信息，关于移动版本可以在这里找到： www.microsoft.com/windowsphone/en-

us/howto/wp7/web/changing-privacy-and-other-browser-settings.aspx) 

•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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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移动版本的浏览器) 

•Firefox： http://support.mozilla.org/en-US/kb/Enabling%20and%20disabling%20cookies 

•歌剧院： http://www.opera.com/browser/tutorials/security/privacy/ 

阻止饼干可以有负面影响的表现的许多网站。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manage-cookies/index.html
http://www.allaboutcookies.org/manage-cookies/index.html
http://www.lavasoftusa.com/products/ad-aware_se_personal.php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78835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phone/en-us/howto/wp7/web/changing-privacy-and-other-browser-settings.aspx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phone/en-us/howto/wp7/web/changing-privacy-and-other-browser-settings.aspx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bin/answer.py?hl=en-GB&answer=95647
http://docs.info.apple.com/article.html?path=Safari/5.0/en/9277.html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677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677
http://support.mozilla.org/en-US/kb/Enabling%20and%20disabling%20cookies
http://www.opera.com/browser/tutorials/security/privacy/


怎么删除饼干 

你还有选择删除饼干，都存储在计算机。 只要按照指示的浏览器。 

再次，删除饼干可以有负面影响的表现的许多网站。 

更多的信息，删除饼干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aboutcookies.org/page-2. 

政策的更新和反馈 

这是一个简要说明我们如何使用的饼干今天。 

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使用的饼干，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一政策的饼干。 

指定的"最后修订日期"，在此页的顶部表示日期在其最后修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关于这项政策， aplease 让我们知道，通过接触： 

详细联系信息 

TravelLine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个人数据处理操作者的定义的联邦法律 在 个人数据的第152-

FZ(俄罗斯)月27日、2006年和个人数据处理规定的GDPR月25日，可2018年。 

  

TravelLine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处理个人数据与隐私的政策。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或对我们的隐私政策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privacy@travelline.pro 

或者在下列地址：TravelLine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6A 酒店 

街,约什卡尔奥拉，马里El424003、俄罗斯联邦。 

  

或者只是转到我们的联系人网页： https://www.travelline.ru/contacts/  

  

代表TravelLine集团有限公司在欧洲联盟：TravelLine OU，地址在爱沙尼亚：Harju 

maakond，塔林， Pohja-Tallinna linnaosa, Randla tn 13-

201,10315、电子邮件privacy@travelline.pro. 

  

酒店"明斯克" 和 reservation@hotelminsk.by 

是你个人的数据控制方规定的GDPR月25日，可2018年。 

 

http://www.aboutcookies.org/page-2
https://www.travelline.ru/cont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