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私政策 责任限制 
 

 

欢迎来到德国绿点官网 

 

感谢您对绿点和我们官网的关注。。我们非常重视保护您的数据并尊重您的隐私。。因此，我

们在此向您说明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以及相关隐私保护政策。 

本隐私政策声明适用于  

Der Grüne Punkt Holding GmbH & Co. KG 

以及其关联企业 

Der Grüne Punkt - 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 GmbH 

Systec Plastics GmbH 

Systec Plastics Eisfeld GmbH 

DSD – Duales System Services GmbH 特别是我们的网站：www.gruener-punkt.de。 

其链接到的绿点后台：www.gruener-punkt.de/de/portale.html  

以及 Der Grüne Punkt Holding GmbH & Co. KG 及其子公司所有明确提及数据保护的其他 

网站。 

在访问我们的网站时，您的浏览行为可以被统计分析。这特别是通过使用 cookies 和分析程序

来完成。您的浏览行为通常会以匿名的形式进行分析；分析浏览行为并不能追溯到您身上。您

可以拒绝此分析，或通过不使用特定工具来阻止此分析。详细的信息可以在以下隐私政策中找

到。  

我们还将告知您在本隐私政策中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您可以通过 Cookie Consent Manager CCM19 对您所选择的 cookie 和数据追踪进行调整。您

可以随时在此隐私政策页面以下显示的链接进行更改：更改同意书 

当前的 cookie 声明也会显示在这里。  

https://www.gruener-punkt.de/
https://www.ccm19.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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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原则上，您可以访问我们网站而不向我们透露您是谁。我们不存储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名

称、您从哪里跳转到我们的网站或您请求的文件名称。 

各种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只有在您使用我们的任一门户网站、后台或其他服务时才会被收集，

如果您同意这样做的话（见 "Grüne Punkt 的在线数据收集 "一章）。 

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使用和披露及其目的 

个人数据是指与您的身份有关的所有信息，例如您的姓名、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您的地址。 

一般来说，我们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来回复您的询问，处理您的订单或向您提供特殊信息或优惠。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将您的数据传递给我们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或与处理您订单有关的外

部服务商。如果这对于签订或履行合同协议是必需的，或者如果您已经同意，我们可能会将您

的数据转给第三方（来处理您的订单）。如果在处理订单时将数据传递给服务商和/或关联公

司，这些企业也有义务遵守适用于德国的数据保护法规并遵守我们的指示。 

向第三国的数据转移是在 IT 系统的运行中进行的，并且只在以下情况下进行：a）这种转移原

则上是允许的；b）向第三国转移的特殊先决条件是存在的，特别是数据的引进方根据欧盟关

于向第三国处理者转移个人数据的标准合同条款下确保合理的数据保护，并以《联邦数据保护

法》、《电信媒体法》（Telemediengesetz）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为基础。 

  



 

页码 4 

 

反对意⻅ 

对数据的使用和处理，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发送非正式信息到以下地址提出反对意见 

Der Grüne Punkt Holding GmbH & Co. KG 

Datenschutzbeauftragter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Edmund-Rumpler-Straße 7 

D-51149 Cologne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dsddatenschutzbeauftragter@gruener-punkt.de  

您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您对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同意，即使您已经提供了此类数据，未来

都将生效。。 

选择权 

一般来说，您可以自由选择向我们提供哪些信息。但是，为了履行合同协议或能够访问个别网

站内容或门户，您有必要同意特定信息的传送。 

如果您不希望传输任何信息，这可能会导致合同协议无法执行。此外，您可能无法访问网站或

门户网站上的某些内容。这一点将在门户网站上再次单独提醒。 

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时的数据安全问题 

您的个人数据是通过互联网使用 ssl / https 进行加密传输的。我们通过技术和组织措施来保护

我们的网站和其他系统，防止您的数据被未经授权的人丢失、破坏、访问、更改或传播。 

您可通过输入个人密码进入您的用户账户。您应始终对您的访问信息进行保密，并在您终止与

我们通信时及时关闭浏览器窗口，特别是在您与他人共享计算机时。 

协议签订后的使用、转让和目的说明 

我们根据适用的数据保护规定，收集、处理和使用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使用您的数据来签订、执行或终止与您的合同。这也包括储存付款行为的数据。我们需要

这些数据，以便能够进行扣款程序，阻断和可能终止合同协议。在申诉或索赔时，我们也可能

将您的数据转发给我们雇用的律师或追债公司。 

必要时，我们在处理订单时将个人数据传递给关联公司或外部服务商（如付款平台和 IT 服务

商）。 

除销售应收账款外，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数据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出售给第三方，。 

您的权利 

根据《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欧盟）2016/679），您有权免费  

 知道关于如何收集、处理、使用和披露您存储的个人数据， 

 修改您的数据， 

mailto:dsddatenschutzbeauftragter@gruener-punk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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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数据处理， 

 删除或阻止和 

 将您存储的个人数据传输给您或第三方 

您可以联系我们的联合数据保护官，维护您的权利，并咨询关于您个人数据处理或数据保护的

问题： 

Der Grüne Punkt Holding GmbH & Co. KG 
Datenschutzbeauftragter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Edmund-Rumpler-Straße 7 
D-51149 Cologne 

邮箱：dsddatenschutzbeauftragter@gruener-punkt.de 

您也可以与您所知道的公司联系人联系，要求修改或删除个人数据。 

此外，如果您认为我们在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时违反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您有权在任何时

候向监督机构提出投诉。 

负责我们除 Systec Plastics Eisfeld 外的企业监管机构是：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数据保护局（Die Landesbeauftragte für den Datenschutz Nordrhein-

Westfalen） 

Kavalleriestraße 2 - 4, 40213 Düsseldorf  

电话：02 11 / 38 42 40  

负责 Systec Plastics Eisfeld 的监管机构是： 

图林根州数据保护和信息安全委员（Thüringer Landesbeauftragter für den Datenschutz und 

die Informationssicherheit） 

邮编：90 04 55, 99107 Erfurt 

Häßlerstrasse 8, 99096 Erfurt  

poststelle@datenschutz.thueringen.de 

电话：03 61 / 57 311 29 00 

传真：03 61 / 57 311 29 04 

  

mailto:dsddatenschutzbeauftragter@gruener-punkt.de
mailto:poststelle@datenschutz.thuering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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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限制 

本网站的内容是以我们最大尽责努力和尽我们所知的知识准备的。然而，网站的提供者对所提

供的网站和内容的时效性、完整性或正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德国《电信媒体法》（TMG）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作为服务供应商，网站提供者对其内

容及根据一般法律和法规在这些网站上提供的信息负责。但根据《德国电信媒体法》（TMG）

第 8 条至第 10 条，它没有义务对传输或存储的外部信息进行监控。一旦我们意识到有具体的

违法行为，这些内容应立即被删除或屏蔽。责任只可能从我们意识到这种违法行为的时间点开

始。 

版权/附属版权 

网站上提供的内容、作品和信息受德国版权法和附属版权法的约束。任何形式的复制、编辑、

传播、储存或在版权法范围之外的任何类型的利用，都必须事先得到相关版权人的书面同意。

未经授权复制/储存本网站提供的信息是不允许的，并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外部链接 
本网站包含所谓的 "外部链接"跳转至其他网站，这些网站的内容不受影响。因此，本网站提供

者对这些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链接网站的各自提供者对其提供的内容和准确性负责。在建立链接时，没有明显违反法律的情

况。如果我们发现有任何此类违法行为，将立即删除该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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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rüne Punkt 的在线数据收集 
原则上，您可以访问我们网站而不向我们透露您的身份。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而原则上不透

露你的身份。我们不存储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名称，您从哪里跳转到我们的网站，或您请

求的文件名称。 

然而，由于技术原因，当您访问时，您的浏览器会自动向网络服务器传输数据。这包括访问的

日期和时间、网站的 URL、浏览器的类型和版本、操作系统和您的 IP 地址。 

这些数据将被储存在一个相应的会话中，并在您离开相应的网站后被删除。 

对于我们自己编程的后台门户，即用开发工具 APEX 编程的后台门户，如果通过签约合作伙伴

在我们的门户上注册，所使用的 APEX 网站和用户 ID 将被披露。 

Cookies 
为了使我们的网站对用户更友好、更有效、更安全，我们的网站使用了所谓的 "cookies"，其

中包括会话和运行时间信息。 

我们使用它们来实现个性化的内容和广告，为社交媒体提供功能，并分析我们网站的流量。根

据您的偏好，我们会将您使用我们网站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合作伙伴，用于社交媒体、广告和

分析。我们的合作伙伴可能会将这些您提供给他们或在您使用服务时收集到的其他数据结合起

来。 

本页使用不同的 cookie 偏好。一些 cookie 是由出现在我们网页上的第三方放置的。 

我们需要您的同意，以获得不同用途的 cookie 偏好： 

技术上的必要性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所有技术上必要的脚本、cookies 和其他元素，这些都是网站运行所必需的，

或者根据 GDPR 第 6 条第 1 款，运营商有合法权益获得的信息。 

统计分析 

对于网站来说，访问者、网页浏览量和其他各种数据都是以匿名方式存储。 

其他 

您可以再次找到不符合上述任何类别的其他脚本和 cookies。 

在登录我们的某个门户网站时，会使用 cookie在登录时储存用户名。多语言门户可能包含用于

存储所选语言的 cookie。此外，我们的门户网站还使用了 Apex 标准 cookies。 

大多数浏览器都预先设置为自动接受 cookies。但是，您可以停用 cookies 的存储，或将您的

浏览器设置为在存储 cookies 之前通知您。不接受 cookies 的用户可能无法访问我们网站或我

们门户网站的某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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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分析 

我们在 www.gruener-punkt.de 网站上使用谷歌分析，这是谷歌公司（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94043 USA）的网络分析服务（以下简称 "谷歌"）。谷歌

分析也使用 cookies 来分析网站的使用情况。由 cookie 产生的关于用户使用本网站的信息通常

会被传输并储存到谷歌在美国的服务器。 

然而，如果本网站激活了 IP 匿名化，谷歌将首先缩短欧盟成员国或欧洲经济区协议的其他国

家的用户 IP 地址。完整的 IP 地址将只被传送到谷歌在美国的服务器，并在例外情况下由谷歌

缩短。IP 匿名化在这个网站上处于激活状态。谷歌将代表本网站运营商使用这些信息，以评估

用户对网站的使用情况，编写网站活动报告，并向网站运营商提供与网站和互联网使用相关的

进一步服务。 

您的浏览器在谷歌分析框架内传输的 IP 地址不会与谷歌的其他数据相结合。用户可以通过对

其浏览器进行相应的设置来阻止 cookies 的使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完全使用

本网站的所有功能。您也可以通过下载和安装以下链接提供的浏览器程序，阻止谷歌收集由

cookie 产生的、与您使用本网站有关的数据（包括您的 IP 地址），并阻止谷歌处理这些数

据。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作为该浏览器程序的备选方案，或在移动设备的浏览器中，请点击此链接，以防止谷歌分析在

未来收集本网站的数据。然后，选择退出的 cookie 将被储存在您的设备上。如果您删除

cookie，您必须再次点击这个链接。 

AWStats / 标准 APEX 背景追踪 

我们使用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网络分析服务 AWStats 来编制门户调用的统计数据。AWStats 上

的程序声明可以在以下网址调用 

https://awstats.sourceforge.io 

自由软件基金会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保护声明可在下列链接中找到： 

https://www.fsf.org/about/free-software-foundation-privacy-policy 

在我们用开发工具 APEX 编写的门户网站上，标准的 APEX 后台跟踪模块部分被用来记录用

户的页面调用（会话跟踪）。 

整合 "可信商店 "信任徽章 

Trusted Shops 信任徽章被整合到我们的门户网站中，以显示我们的 Trusted Shops 批准印章

和可能已经收集到的任何评论，并在客户订购后向其提供 Trusted Shops 产品。 

根据 GDPR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句 f 项，它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合法利益，在利益权衡的情况下，

通过实现安全购物达到最优营销。Trustbadge 信用徽章及其服务是 Trusted Shops GmbH

（Subbelrather Str.15C, 50823 Cologne）提供的。作为订单处理的一部分，Trustbadge 是由

CDN 供应商（内容交付网络）提供的。Trusted Shops GmbH 还授权来自美国的服务提供商。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https://awstats.sourceforge.io/
https://www.fsf.org/about/free-software-foundation-privac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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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得到充分保障。更多关于 Trusted Shops GmbH 数据保护的信息可在这里找到：

https://www.trustedshops.de/impressum/#datenschutz 

当您调用 Trustbadge 时，网络服务器会自动保存一个所谓的服务器日志文件，其中还包括您

的 IP 地址、调用的日期和时间、传输的数据量和请求的供应商（访问数据），并记录调用情

况。个人访问数据被储存在一个安全数据库中，用于分析安全问题。日志文件在创建后不超过

90 天内自动删除。 

如果您在完成订单后决定使用 Trusted Shops 的产品，或者您已经注册使用，那么进一步的个

人数据将被转移给 Trusted Shops GmbH，这适用于您和 Trusted Shops 之间达成的合同协议。

为此，个人数据将从订单数据中自动收集。无论您是否已经注册为产品使用的买家，都会根据

中性参数自动检查，即通过加密的单向函数哈希的电子邮件地址。在传输之前，电子邮件地址

被转换为这个哈希值，对于受信任的商店来说，这个哈希值是不能被解密的。在检查完该值后，

该参数被自动删除。 

根据 GDPR 第 6 条第 1 款第 1 句 f 项，该程序对于实现我们和 Trusted Shops 在提供与具体订

单相关的买方保护和交易评估服务方面的主要合法利益是必要的。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如何反

对，可以在上面链接的 Trusted Shops 数据保护声明和 Trustbadge 中找到。 

更多相应的解释，可以在 TrustedShops 网站上找到： 

https://support.trustedshops.com/de/lp/dsgvo  

  

https://www.trustedshops.de/impressum/#datenschutz
https://www.trustedshops.de/impressum/#datenschutz
https://support.trustedshops.com/de/lp/dsg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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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S Teams 召开音频和视频会议 

为了与我们的客户沟通，我们使用了在线会议工具等。我们使用的这些工具列举如下。如果您

通过视频或音频在线会议与我们沟通，您的个人数据将被我们和具体会议工具的供应商选择和

处理。 

这些会议工具选择您提供/使用的处理数据（电子邮件地址和/或电话号码）。此外，会议工具

还会处理通信过程（元数据）处理会议的持续时间、会议共享的开始和结束、参与者的数量和

其他 "背景信息"。 

此外，工具的提供者处理所有技术数据，这些数据是执行在线通信所必需的，特别是包括 IP地

址、MAC 地址、设备 ID、设备类型、操作系统的类型和版本、客户端版本、摄像头类型、麦

克风和扬声器以及访问的种类。 

如果在工具内交换、上传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内容，数据也会被储存在工具提供者的服务器上。

这种内容具体包括云录音、聊天/即时信息、语音邮件、上传的照片和视频、文件、白板以及

使用服务时分享的其他信息。 

请注意，我们对所使用工具的数据处理操作没有完全的影响力。我们的选择主要由特定供应商

的公司政策决定。关于会议工具的数据处理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考我们在此文本下面列出的各

自使用的工具的隐私声明。 

目的和法律依据 

会议工具用于与未来或现有的合同客户进行沟通，或向我们的客户提供某些服务（根据《德国

刑法》第 6.1 条第 1 款 b 项）。此外，这些工具的使用是为了简化和加速与我们或我们公司的

沟通（根据 DSGVO 第 6.1 条 f 款的合法利益）。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有关工具的使用是基

于这种同意；这种同意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撤销，并对未来有效。 

存储时间 

我们通过视频和会议工具直接收集的数据将在您要求我们删除、撤销您的存储同意、或存储数

据的目的不再适用时，从我们的系统中删除。保存的 cookies 将保留在您的设备上，直到您将

删除它们。强制性的法律保留期仍未被触及。 

我们对您的数据的存储时间没有影响，这些数据将由会议工具的提供者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保

存。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直接向会议工具的供应商咨询。 

 

 

 

我们使用以下会议工具。 

微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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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 Microsoft Teams。提供者是微软公司，One Microsoft Way, Redmond, WA 98052-

6399, USA 。 关 于 数 据 处 理 的 细 节 ， 您 可 以 在 微 软 团 队 的 隐 私 声 明 中 找 到 ：

https://privacy.microsoft.com/de-de/privacystatement。 

签订工作处理协议 

我们已经与我们的 Microsoft Teams 供应商签订了工作处理协议，并在使用 Microsoft Teams

时完全执行德国数据保护当局的严格要求。 

  

https://privacy.microsoft.com/de-de/privacystatement
https://privacy.microsoft.com/de-de/privacy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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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插件程序在线收集数据  

脸书 Facebook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整合了来自社交网络 facebook.com（以下简称 "Facebook"）的所谓

插件。Facebook 是 Facebook 公司的一家企业，地址是 1601 S. California Ave, Palo Alto, CA 

94304, USA。 

每次您在我们网站上调用一个提供了这种插件的网站时，该插件让您使用的浏览器加载并显示

来自 Facebook 服务器的插件的视觉描述。Facebook 服务器会被告知目前正在访问我们互联

网上的哪个具体网站。 

如果您是 Facebook 的成员，并在访问我们的互联网网站时登录了 Facebook，Facebook 会使

用该插件发送的信息来识别您目前正在访问我们互联网网站的哪个特定网站，并将其分配给您

在 Facebook 上的个人用户账户。如果您随后点击其中一个插件，例如点击 "我喜欢"按钮或发

表评论，它将被发送到您在 Facebook 上的个人用户账户并存储在那里。此外，无论您是否使

用其中一个插件，您访问过我们网站的信息将被传送到 Facebook。 

为了防止 Facebook 传输和存储关于您和您浏览行为的数据，您必须在访问我们的网站之前注

销 Facebook。请参考 Facebook 的隐私政策。您可以在 Facebook的数据保护声明中找到更多

关于 Facebook 收集和使用数据的信息、您在这方面的权利以及保护您隐私的设置选项。 

Facebook 收集数据的目的和范围，以及对您的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和使用，以及您保护隐私的

权 利 和 设 置 选 项 ， 可 在 Facebook 的 数 据 保 护 通 知 （ http://de-

de.facebook.com/privacy/explanation.php ）中找到。 

推特 Twitter 

 

我们的网站也使用社交网络 twitter.com（"Twitter"）的社交插件。Twitter 由 Twitter 公司运营

，地址是 795 Folsom St., Suite 600, San Francisco, CA 94107, USA。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找

到关于各个插件的功能及其外观的详细信息。 

https://developer.twitter.com 。 

我们网站上那些含有 Twitter 社交插件的网站，在您打开时通过您的浏览器与 Twitter 服务器建

立了直接连接。当您访问我们网站上含有社交插件的网站时，这些信息会被传送到 Twitter。 

如果您此时登录了 Twitter，您对我们网站的访问以及您与社交插件相关的所有互动（例如，点

击 "Twitter "按钮）可以被分配到您的 Twitter 档案中并保存在 Twitter 上。即使您没有 Twitter

账号，也不能排除 Twitter 会储存你的 IP 地址。  

http://de-de.facebook.com/privacy/explanation.php
http://de-de.facebook.com/privacy/explanation.php
http://de-de.facebook.com/privacy/explanation.php
https://developer.twi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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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收集的目的和范围，以及 Twitter 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请参见 Twitter 的数据保护政

策。在那里，您还会找到在你的个人 Twitter 档案中的设置选项概述，以保护您的隐私和相关

的权利。 

为了防止 Twitter 在您访问我们的互联网网站时收集上述信息，请在访问我们的网站之前注销

Twitter。 

油管 Youtube 

 

我们的网站使用 YouTube 社交网络的 YouTube 按钮，该社交网络由 YouTube 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总部位于美国圣布鲁诺市樱桃大道 901 号，CA 94066，（以下简称 "YouTube"）。 

当您在我们网站上访问一个显示此类按钮的网站时，您的浏览器将与 YouTube 的服务器建立

直接连接。YouTube 按钮的内容直接从 YouTube 传输到您的浏览器，并由它整合到网站中。

我们无法知道 YouTube 使用该按钮所收集的数据量，但您的 IP 地址可能会被记录下来。 

关于数据收集的目的和范围，以及 YouTube 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和使用，以及您的权利和保

护您隐私的设置选项，请参见 YouTube 按钮上的数据保护声明。 

https://www.google.de/intl/de/policies/privacy/  

如果您登录了 YouTube 账号，并且不希望 YouTube 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网站收集您的数据并将

其与存储在 YouTube 上的账号数据联系起来，您必须在访问我们的互联网网站之前退出

YouTube。 

Instagram 

 

我们的网站使用 Instagram 社交网络的 Instagram 按钮，该网络由 INSTAGRAM, INC.运营。(

以下简称 "Instagram")运营。 

当您在我们网站上访问包含这样一个按钮的网站时，您的浏览器会与 Instagram 的服务器建立

直接连接。Instagram 按钮的内容直接从 Instagram 发送至您的浏览器，并由它整合到网站中。

我们无法知道 Instagram 使用该按钮收集了多少数据，但您的 IP 地址将会被记录下来。 

关于数据收集的目的和范围，以及 Instagram 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和使用，以及您的权利和设

置选项以保护您的隐私，请参见 Instagram 的数据保护声明：Instagram 按钮。 

http://instagram.com/legal/terms  

如果您登录了 Instagram，并且不希望 Instagram 通过我们网站收集您的信息并将其与您的

Instagram 账号信息联系起来，您应该在访问我们的网站之前退出 Instagram。 

 

https://www.google.de/intl/de/policies/privacy/
http://instagram.com/legal/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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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LinkedIn 

 

我们的网站使用 LinkedIn 社交网络的 LinkedIn 按钮，该网络由 LinkedIn 公司（以下简称 

"LinkedIn"）运营。 

当您在我们的网站上访问一个包含此类按钮的网站时，您的浏览器会与 LinkedIn 的服务器建立

直接连接。LinkedIn 按钮的内容会直接从 LinkedIn 发送到您的浏览器，并由它整合到网站中。 

LinkedIn 使用该按钮收集的数据量，将在 "用户协议 "和 "隐私政策 "的链接中进行解释。数据

收集的目的和范围，以及 LinkedIn 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和使用，还有您的权利和设置选项，以

保护您的隐私，都在这里详细说明。 

Cookie 政策和网络政策，您也可以在下面链接找到。 

https://www.linkedin.com/ 

如果您是 LinkedIn 的会员，并且不希望 LinkedIn 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网站收集您的信息并将其

与您的 LinkedIn 会员信息联系起来，您应该在访问我们的网站之前注销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user-agreement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privacy-policy?trk=uno-reg-guest-home-privacy-policy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cookie-policy?trk=hb_ft_cookie
https://www.linkedin.com/legal/cookie-policy?trk=hb_ft_cookie
https://www.linkedin.com/help/linkedin/answer/34593?lang=de&trk=uno-reg-guest-home-community-guidelines
https://www.linked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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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订阅邮件 

订阅邮件，即表示您同意接收有关 Der Grüne Punkt - 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 GmbH 的

个性化和个别化的新闻邮件。  

您可以随时取消订阅邮件。只需点击以下链接即可  

取消订阅邮件 

您也可以在每封订阅邮件文末找到取消按钮。 

作为在线服务的客户，您也可以直接在主数据/联系人下的客户程序中取消您的通讯订单。 

https://portal.gruener-punkt.de  

第一次从新闻通讯中调用链接时，会放置一个 cookie，时间不限。如果在此期间删除了 cookie

或者您使用了另一个浏览器，cookie 将再次被保存。  

https://portal.gruener-punk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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