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pria Print Service 隐私声明 

--------------------------------------------------------------------- 

生效日期：2015 年 12 月 2 日；最后更新日期：2016 年 12 月 19 日。  
  

本 Mopria Print Service 隐私声明（在本文档中我们将其称之为“隐私声明”）规定移动设备上 

Mopria Print Service 软件应用程序的使用。Mopria Print Service 由 Mopria Alliance，Inc.

（“Mopria”）和/或共同打造出软件各种功能的供应商和许可方所有（在本文档中我们将 Mopria 

Print Service 称为“App”）。该 App 方便您打印，或者在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Mopria 认证的无线打

印机进行连接。隐私声明表明当您下载 App 时，我们将对您的信息进行收集、使用和披露。有关

第三方可能对您的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存储事宜，请参阅以下重要信息。  

  

1. 您与隐私声明的协议。您使用此 App 即表示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本隐私声明，以及隐私声明

中所述的对您的信息的收集、使用和披露。如果您不同意隐私声明中的任何条款，请勿下载或使

用 App。您同意，隐私声明经过合理有价值的充分考量（包括您对 App 的使用），您认可信息的

充分性和可接受性。 通过下载和/或使用此 App，您确认（i）您至少十八（18）岁，或者您在十

三（13）岁和十七（17）岁之间，并且父母或监护人支持下载和使用本 App; （ii）您有能力理

解、同意和遵守本隐私声明。该 App 针对 13 岁以上人群，禁止 13 岁以下的儿童下载和/或使用该 

App。  
  

2. 更改。我们可能随时会更新本隐私声明。我们将在我们的网站（地址为 www.mopria.org）和 

App 中发布对本隐私声明的任何更改，您可以通过参考最后更新日期来确定本隐私声明是否已修

改。在有您当前联系信息的前提下，如果法律有规定，我们还将通知您隐私声明的重要更改。除

非我们另行通知，本隐私声明的任何更改将适用于发布修订隐私声明之日后收集的信息。  

  

3. 信息收集和使用。  
  

a. 收集带个人识别标志的信息。当您从我们的网站 www.mopria.org 下载本 App 时，我们将要求您

提供电子邮件地址，以便通知您此 App 之后的升级和改进事宜。或者，如果您在 App 授权分销商

处购买已安装此 App 的移动设备，及/或从 App 授权分销商的授权分销商网站下载此 App，授权分

销商可能需要您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和/或电话号码才能使用或下载此 App。在这种情况下，授权经

销商可能会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 Mopria，授权经销商也可能保留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或

电话号码。请注意，您获得本 App 所在位置的授权分销商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隐私声明来收集、使

用以及存储您的信息，您在提供此类信息之前应当查看该隐私声明。当该经销商向 Mopria 提供您

的电子邮件地址时，Mopria 将按照本隐私声明的规定使用您的信息。此外，请注意，如果您的姓

名是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组成部分，Mopria 和/或我们的授权经销商也将收集和存储您的姓名。  

  

http://www.mopria.org）和
http://www.mopria.org/


b. Google Analytics 提供给我们的非标识信息。Google Analytics 可以通过使用其分析 ID 自动收集您

的信息。分析 ID 是分配给您的设备的特定数字和字母串（通常称为“字符串”），不包括命名。分

析 ID 允许 Google 跟踪您的行为并自动收集数据，包括您使用移动设备和使用本 App 的数据，例

如您使用此 App 执行的打印作业数量，您使用此 App 后获得的反馈，以及使用此 App 的其他相关

类似信息。Google Analytics 可能会向我们提供此信息，但提供给我们的所有信息都将以汇总形式

（即关于许多 App 用户合并的数据，而不仅仅是关于您的数据）呈现，信息内容仅涉及 App 的使

用。其中一些数据可能包括本 App 用户的区域位置，但同样，这些数据将以汇总（非个人）形式

呈现。我们可能会使用 Google Analytics 收到的信息来了解用户使用 App 的状态，从而改进 App。

Mopria 不会收到任何个人识别信息，Mopria 不会收到分配至个人设备的分析 ID。 有关 Google 如

何收集和处理您的数据的详情，请点击 http://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partners/。 在 App 

设置中，您可以在使用 App 时禁用数据的自动捕获。要在使用 App 时禁用数据的收集，请转到 

Android“设置”，转到“打印”，转到“Mopria Print Service”，转到“设置”，取消选中“发送使用数据”选

项。  

  

c. 您的信息的使用。如上所述，Mopria 和/或其授权分销商，可以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或电

话号码通过电子邮件和/或文本通知您此 App 有新版本可供下载，并提供下载地址。您可以随时按

照 Mopria 的任一封电子邮件中提供的选择退出说明和/或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Help@Mopria.org选

择停止接收来自 Mopria 的此类通知。如果您从 App 的授权分销商处收到有关我们的 App 的新版

本通知，您必须联系此授权分销商来选择停止接收此类通知。 有关 Mopria 如何使用 Google 

Analytics 提供给 Mopria 的非标识信息，请参见上述第  

  

3(b) 节。  

  

4. 与第三方共享信息。除非以下所述，Mopria 不会与第三方共享您的信息。以下是我们可能会共

享信息的几种情况：  

  

a. 我们可能会与协助存储此信息及/或向您发送本 App 新版本通知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分享您的信

息。此外，如果您的信息由我们 App 的授权分销商收集，授权分销商可能会按照其隐私声明中描

述的与他们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共享您的信息。  

  

b. 如果 Mopria 和/或其授权分销商真诚相信披露您的信息有利于保护其权利或财产，保护他人的

权利或财产，保护您或他人的安全，防止法律诉讼，阻止非法活动或涉嫌欺诈活动，或为了遵守

法律、法规、条例、传票、法院命令、搜查令以及类似的法律程序，我们和/或授权分销商可能会

披露您的信息。  

  

http://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partners/
mailto:的任一封电子邮件中提供的选择退出说明和/或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Help@Mopria.org选择停止接收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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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 Mopria 和/或其授权分销商参与合并、收购或出售资产，我们和/或授权分销商可能会披露

您的信息。  

  

5. 选择退出权；数据保留。如上所述，您可以随时选择停止接收有 App 新版本可供下载的电子邮

件通知。可以按照从 Mopria 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提供的停止接收说明或者给 Help@Mopria.org 发送

电子邮件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您从本 App 的授权分销商处收到关于 App 新版本的通知，您必须

联系授权分销商要求停止接收这些通知。即使您选择停止接收通知，Mopria 及/或其授权分销商

在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条例和规定、防止欺诈活动、保护免受责任以及执行合同或其他权利

的前提下仍可保留您的信息。  

要在使用 App 时退出自动捕获数据功能，请转到 Android “设置”，转到“打印”，转到“Mopria Print 

Service”，转到“设置”，取消选中“发送使用数据”选项。  

  

6. 信息存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您理解并同意，通过 www.mopria.org 下载本 App 并将您的信息提

供给 Mopria 时，您的信息将存储在美国。当您通过授权分销商的网站下载 App 并提供您的信息，

和/或从我们的 App 授权分销商购买已下载本 App 的移动设备，这些分销商可能会在所在地或者

其他选定地点存储您的信息。此外，如果授权分销商或 Google Analytics 向 Mopria 提供您的信

息，我们将把您的信息存储在美国。  

  

7. 免责声明。Mopria 对本 App 的授权分销商收集信息的行为无控制权。当您向本 App 的授权分销

商提供您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您购买的移动设备下载了此 App，或者您从 www.mopria.org 以外

的任何网站下载了本 App），这些授权经销商可能收集、使用以及存储您的信息。在提供您的信

息或下载 App 之前，应仔细阅读授权分销商的隐私声明。本 App 的授权分销商对客户信息的收

集、存储及/或使用，Mopria 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8.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 Help@Mopria.org 与 Mopria 联系。如有必

要，我们可能会与授权经销商联系以帮助解答您的问题。  

  

9. 不强制性 如果根据适用法律，发现隐私声明中有任何部分无效或无法执行，则仅该无效或不可

执行条款将被与原始条款的目的最接近最匹配的有效可执行条款取代。在任何情况下，隐私声明

的其余部分将继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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