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人民共和国国家新同出版声屯恵局

与希月昔共和国文

概

化体育部

美子屯影合作| 制的跡洪

中学人民共和国国家新日出版片屯恙局々希賠共和国

文化体育部 (以下称双方 );

点及両国対か張中学人民共わ国々希謄共和国え同恙

体屯影美系和祝折+1作的尽望・
巳 ,

点及相互合作可服券千友晨両国屯影+1作
～
友行,鼓

励逃一歩升拓両国文化利技木美系的事実;

点及屯影合拍事立可意及双方屯影工立井促逃中学人

民共
～

国
～
希謄共利国的屯影、屯祝

～
祝垢+1作々友行エ

立的径済増K;

基千双方対建立鼓励仝面的祝チ媒体十1作枢架,尤其

是屯影合作援+1的決定 ;

参照 “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希賠共
～

国政府文化合

作llT定 20H年-2013年文化交流執行汁支1";

瑾迷成以下条款 :



第一条 定文

在本lll洪 中:

一、“合作援+1"或 “合作援+1影 片"是指一位中国合

作十1片 者与一位希謄合作+1片者咲合齢 1的 屯影作品,包

括故事片、功画片和九永片,不沿有元添か音妓,不介掟

度和炎型,不介+1作格式,其首映在屯影院,ミ辻任何場

地或介廣友行,包括影院、屯祝、日箸、金帯、光壺、光

壺只波存儲器,或包括未来撮影利十1作友行形式在内的任

何其他形式友行 ;

二、“合作十1片 者"足指中国合作十1片 者或希謄合作+1

片者,“双方合作十1片者"是指中国合作十1片者
～
希謄合作

十1片者;

“中国合作+1片者"是指承担合作援+1影 片十1作必要

安羽卜的中国法人或実体 ;

“希謄合作+1片者"是指承担合作援+1影 片+1作必要

安羽卜的希謄法人或実体 ;

三、“主管部日"是指負責本協洪実施的双方主管部日

或依据各国情汎面定的一方国家的主管机杓。双方主管部

日力 :

…対中学人民共和国面言,力 国家新日出版片屯恙局 ;

…対希謄共利国而言,力希謄文化体育部。



第二条 項目批准、祝力国声影片及授予利益

一、依据本llT洪合作援+1的 影片必須径双方主管部日

咲合批准 ;

二、在遵循双方各自現行的国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 ,

依据本lll洪条件llL准 的合作援十1影 片須祝力国声影片。比

炎合作援+1影 片須享受因各自国家法律法規而授予屯影十1

作工立的不1益或各方未来授予的不1益 。比炎不1益供造用千

頒布国的合作+1片者。一方主管部 1可 須向男一方主管部日

提供一今管理此美不1益 的法律法規清単。女口任一方以任何

方式対此炎法律法規辻行修河,相 美方主管部日負責杵此

炎修汀週扱男一方主管部日;

三、力享受本lll洪条斯 1益 ,合作援+1影 片必須径双

方主管部日批准。対合作援十1影 片姿格的申清須符合各方

力此規定的程序及本lll洪 《附只11》 規定的最低要求;

四、双方主管部日須互相ミ扱本llT洪棒下合作援十1影

片姿格申清的批准、拒免、修河或撤回等所有相美信息;

五、在拒免任何合作援+1姿格申清前,双方主管部日

須互相llT商 。在不影噛第二条第六款的前提下,双方主管

部日已径授予一部影片合作援+1姿格的,其后不泣撤硝核

姿格,上述主管部日同意的除外;

六、女口呆一方合作+1片者未能履行双方オ)ヒ准一部合作

援+1影 片的条件或咳合作十1片 者対合作援十1合同共廣性辻



豹,任一方主管部 1可 都有杖撤硝咳合作援十1影 片的合作授

+1資格及相美杖力和不1益 ;

七、就希謄面言,合作援+1影 片一旦荻得希謄主管部

日向希謄合作十1片 者出具的皓叶批准ギ面ミ知,即被祝カ

完成1臨 叶オ)ヒ准手数;合作援十1影 片一旦荻得希謄主管部日

向希謄合作十1片者出具的最終批准ギ面ミ知,印被祝力完

成最終llL准 手数;

八、就中国而言,合作援十1影 片一旦荻得中国主管部

日頒友的“中外合作援+1屯 影片汗可江",ヌF被祝力完成皓

叶オ}ヒ准手数;合作援+1影 片一旦荻得中国主管部 1可 頒友的

“屯影片公映杵可江",ヌF被祝力完成最終批准手須。

第三条 合作制片者資辰

力符合荻得合作援+1影 片不1益 的姿格,双方合作十1片

者必須提供其欄有可成功完成影片的遺当的技木机杓、足

杉的資金支持及汰可的寺立姿廣和姿所的江明。

第四条 影片制作、参与者及悟吉

一、合作援+1影 片的沖印、拍援、十1作 、か工、配音

或か注字幕,宣至第一今友行拷只的十1作須在参均合拍的

双方合作十1片者所在国家逃行。然面,女口因合作援+1影 片

的居1本或主題需要,双方主管部 1可 可准汗在不参有合拍的



一国辻行内タト景拍援。同祥,女口参々合作援+1影 片的一方

国家元法提供今人満意的か工、配音或か注字幕服弁,双

方主管部 |¬ 可准浄向第二国提供商胸共此炎服弁;

二、参々合拍的+1片者、作者、端居1、 表演者、早演、

寺立人士及技本人員必須是符合双方国内現行法律法規的

希謄共
～

国或中学人民共
～

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三、女ロー部合作援+1影 片需要,在特殊情汎下,径双

方主管部日批准,不符合上辻第二款規定条件的乞木和技

本人員及寺立人士也可参与;

四、女口因居1本需要,合作援+1影 片可包合双方現行的

国家法律法規准浄的活言え外的任何其他活言。

第五条 与第三方合作摂制影片

径双方主管部日咲合オ}ヒ准,任何第二方合作十1片者可

参々咲合+1作本llT洪涵蓋下的合作援十1影 片。

第六条 資金投入与1女益分配

一、双方合作十1片 者的資金投入可分男1介千毎今合作

援+1影 片′恙預算的20%～ 80%え同。男外,双方合作+1片

者述須対合作援tll影 片辻行々其資金投入しヒ例相等的有妓

技木
～
砲1作投入。技木

～
奄1作投入須由作者、表演者、技

木利+1作人員、洗印戸利没各等部分俎成;



上述原只1え外的任何例外都必須径双方主管部ロオ}ヒ

准。在特殊情汎下,双方主管部日可オ)ヒ准双方合作+1片者

的資金投入しヒ例分男1介千 10%和 90%え同;

二、女口第二国+1片者荻准参萄合作援十1影 片,其資金

投入須不低千 10%,且不高千20%;

三、双方合作+1片者的1丈 益分配原只1上須々各自的tll

作資金投入しヒ例相等,井須荻得双方主管部日批准。

第七条 知惧声枚与原始素材

一、双方合作+1片者須明碗,只 有在完全符合 《附ス1》

第二条 (一 )規定的本llT洪 目林的前提下,垣辻若■或授

杖安羽トオ能荻得其不欄有枚不1的合作援+1影 片知沢庁杖;

二、合作援十1影 片的知沢声枚分配,包括其所有枚
～

汗可杖,須在双方合作+1片者答汀的合拍合同中明碗 ;

三、毎今合作+1片者都可自由使用所有原始合拍素材 ,

井有杖隻十1或翻印,但元杖不1用 或特■所指未材的知沢声

杖,双方合作十1片 者在合拍合同中規定的除外;

四、毎今合作十1片 者均力用千母片十1作 的有形原始底

片或其他永+1介廣的共同欄有者,不包括可能包合千所指

有形底片的任何知沢庁杖,双方合作+1片者男有合同規定

的除外;

五、在影片底片基拙上十1作合作援+1影 片,咳底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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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合作+1片者共同地定的洗印戸沖印,井 以双方合作

+1片者名又保存千比。

第八条 人員与器材入境

在依据各自国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双方須力+1作本

lJI洪棒下合作援+1影 片所需的所有屯影器材亦理皓叶入境

和隻近出境手数。各方透須尽最大努力,依据各自国家法

律法規,准杵対方砲1作
～

技本人員力参々合作援十1影 片的

十1作而入境利停留。

第九条 公映炸可

双方主管部ロォ}ヒ准一部影片的合作援十1申 清井不意未

着准汗或授枚按比拍援的影片的公映或友行。

第十条 配額規定

一、女口合作援tll影 片菅硝至対双方都有配額規定的国

家,咳片須汁入投入多的合作+1片者所在国額度。女口双方

合作+1片者投入相等,須十入咳合作援+1影 片早演力公民

或永久居民的国家額度内;

二、女口合作援十1影 片菅硝至対一方有配額規定的国家 ,

咳片須由元配額的国家菅硝 ;

三、渉及一部合作援十1影 片菅硝或出口的所有事券 ,



各方須賦予咳合作援+1影 片国声片同等資格
～
待近。

第十一条 林注力合作摂制影片

一、所有合作援十1影 片均須林注力希謄萄中国或中国

々希謄合作援+1;

二、元企合作援+1影 片千何叶何地公映,比美林注須

在影片片共以独立画幅利字幕呈現,井体現在所有商立片

告利推片物料中。

第十二条 附興J性辰

双方主管部日須依据 《附只1》 中ネト充的 《程序規只1》

操作,咳 《附只1》 杓成本llT洪不可分Ell的 一部分,但在特

定情汎下,双方主管部日可共同授杖双方合作+1片者接照

其已准汗的特定規只1操作。

第十三条 国際屯影市

出資多的合作十1片者伐先逃送合作援+1影 片参加屯影

市。女口呆双方合作十1片者同意,任何一方都可杵合作援十1

影片送往国際屯影市,前提足屯影市升始前 30天杵此意尽

垣知各自主管部日。



第十四条 修汀与栓査

一、双方主管部日立監督
～

栓査本lll洪 的執行情九,

努力解決執行辻程中出現的任何同題,井対本lll洪提出必

要的修茨建洪 ;

二、変lll商 一致,双方可対本lll洪辻行修汀。任何此

美修汀須接照第十六条第一款規定的条件生妓。

第十五条 争波解決

双方因本格洪粋又或実施而庁生的任何争洪須適辻双

方主管部日lll商解決。

第十六条 生数与終止

一、本lll洪 自双方互相垣扱其已完成本lll洪生妓所需

国内法律程序的后一分外交照会答友え日起生妓;

二、本lJI洪有妓期 5年 ;女口本lll洪有妓期冬止前 6今

月内一方対男一方未提出冬止本llT洪的ギ面文件,本 lll洪

可毎次自功順延 5年 ;

二、変双方主管部 1可 オ)ヒ准的合作援十1影 片和本lll洪任

何一方提出冬止lll洪叶正在十1作 的合作援+1影 片杵墾象仝

面享受本lll洪条款所規定的不1益 ,宣至影片完成;

四、女口呆本lll洪冬止,其条款須墾須造用千完成的合

作援十1影 片所庁生的分配或牧益。



以下答字人径各自政府授枚答署本lll洪 ,以昭信守。

本llT洪千 2017年 4月 27日 在 雅典 答汀,一式両分 ,

毎分均月中文、希謄文、英文三科文字写成,三科文本同

等作准。

局

引
メ
神
骸

ι

国

国

部

基
伸
　

又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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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只J

《程序規AnlJ》

一、申清合作援+1不1益姿格的影片須在升拍前或影片

主要功画升始十1作前至少 60天 同時向双方主管部日申扱;

中国主管部目指定中国屯影合作+1片公司作力中方承

亦机杓,負 責合作援+1影 片的合作姿格汗借;

希謄主管部 1可 指定希謄屯影中|む 作力希方承亦机杓 ,

負責合作援十1影 片的合作姿格汗借;

二、双方主管部日須在本lll洪 《附只1》 所夕1完整材料

提交え日起 50天 内互相邁扱其対咳合作援+1申清的決定 ;

三、申清材料在希謄共
～

国須以希賠文或英文提交 ,

在中学人民共
～

国須以中文或英文提交,包括下ダ1文件 :

(一 )一分美子各炎知沢庁枚授枚安羽卜的江明,尤其

包括包合千或声生自一部合作援キ1影 片的版杖
～

郁接枚

(“今F接枚"須理解力尤其包括精神杖不1、 表演者枚不1及播

映者杖不1),在某rll程度上満足合拍合同曰林的宗旨,包括

在双方国家和第二国境内公升放映、友行、播出、上銭或

銭下、合作援+1影 片有形或屯子版
・
杖的硝告或出租等授杖

安羽卜,透包括申清者力合作援十1目 的已径茨編的任何文学、

戒居1、 音示或芝木作品相美的版枚和今F接枚的授枚安羽卜;

(二 )答河的合拍合同,井須径双方主管部日ォ}ヒ准 ;



…居1本冬稿 ;

…影片居1情梗概 ;

一影片預算;

(三 )影 片的融資汁支1;

(四 )所需器材 (技木、乞木或其他 )和人員清単 ,

包括人員国籍及表演者杵要扮演的角色;

(五 )+1作 日程 ;

(六 )友行合同;

(七 )合作援キ1合同必須規定下ダ1事項 :

…影片片名,印便暫絡 ;

…名居1姓名,或 ,女口茨名白文学作品,茨編者姓名 ;

…早演姓銘 (女口需要,准杵一今春代早演的条款 );

―双方合作+1片者的資金投入数額;

…双方合作+1片 者在升友、推逃、拍援、后期宣至+1

作校正拷スミ程中各自承担的資金利支出しヒ例 ;

一枚入
～
不1潤分配,包括市場分割或共享;

…双方合作十1片者対超出預算的所有支出或十1作年余

庁生的不1潤 的分槻 ヒ例 ;

(八 )合作扱+1影 片知沢庁枚的分配,包括所有枚和

杵可杖;

(九 )合同条款必須明碗,オ}ヒ准核影片井授予其本lJI

洪下的不1益井不賦予任何一方主管部日准寺咳影片公映的

又券。同祥,合同必須規定任何一方主管部日拒免准杵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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じ

影片在任何一方国家或第二国公映叶各合作+1片者え目的

財券結算条款 ;

(十 )合拍合日的辻釣条款 ;

(十一)要求投入多的合作キ1片者亦理覆蓋所有+1作

隆保単的条款 ;

(十二 )大致升拍曰期;

(十二 )キ1作 日程 ;

(十 四)合作援十1影 片参加国際屯影市的方式;

(十五 )双方主管部日要求的其他条款 ;

四、合作十1片 者須提供双方主管部日汰力必要的任何

其他資料
～
信′息,以便其丈理合作援十1申 清,或監督合作

援+1址程或合作援十1合同的執行 ;

五、因双方合作+1片者共同径菅或控十1而相美咲的項

目不予オ)ヒ准,除♯此炎美咲迷至1了 力咳合作援+1影 片本身

寺 1可 建立的程度 ;

六、変双方主管部同事先批准,原始合作援tll合同中

的任何共廣性条款均可修汀;

七、更換合作+1片者須径双方主管部 1可 事先批准;

八、第二国合作+1片者参々合作援十1影 片須径双方主

管部同事先オ)ヒ准;

九、双方主管部日須互相逍扱各自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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