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化裁体上的一系夕1相 夫主題逹接在一起的圏像不口声音俎

成,初始 目的力影院波映,包括故事片、妃永片、科普片、

教学片、功画片、屯祝屯影等炎型 ;

(四 )国 民:

対中学人民共稗画面吉,是指中国公民及中国法人 ;

対容済克斯坦共辞国面言,足指嗜薩克斯坦共利国公

民;

(五 )居 民:

対中準人民共辞国両言,是指在中国長期或永久居住

的自然人 ;

対李蒔克斯垣共本口国両吉,足指♯嗜諄克斯坦共和国

公民,但足長期居住在其境内的人 ;

(六 )主管部11:是指中金政府各 自指定的机美 ;

(七 )第二方:不 代表本体波任何一方,但在本体袂第七

条籍下与中嗜共同参考屯影拍援的任一方。

第二条 主管部 11

-、 双方主管部 11:

中学人民共紳目的主管部11カ 中国国家新 1司 由版声屯

恙局 ;

全諄克斯坦共稀目的主管部 il力 沿薩克斯坦共黎国文

化利体育部 ;

中方主管部 11指 定中国屯影合作+1片公司力中方承赤机

綺,負 責合作拍援影片的資格浮借。

二、主管部 11女口有交化,双方須ミ辻外交渠道通知対

フ 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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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条件制定わ予以称助

一、申清合作拍撮影片的条件由双方主管部 11在 《r/i・l

ス1》 中規定。

二、双方主管部11須依据各 自国家法律法規対合作拍

撮影片的幸1作 春口皮行予以称助。

第四条 祝力国声影片わ授予不1益

一、符合本協減要求的合作拍撮影片在中国
～

李薩克

斯坦均祝力国声影片。

二、合作拍撥影片享有双方各 自境内法律法規授予国

声影片的所有不1益 。

第五条 合作tll片者資反

力使本体袂得以落実,双方須晩保具各物反辞技木基

砧、資金能力、以及屯影幸1作 飯域寺立姪給的法人或実体作

力合作争1片 者。

第六条 合作拍撮影片的批准程序

一、双方主管部 i司 須坪借毎今合作拍授項 目,決定走

否授予其 “国声影片"資格。

二、及方主管部 11須相互称商,以碗定合作拍撮影片

足否符合本格洪条款。在対合作拍撮影片傲出1臨 時批准或最

終批准針,双方主管部 11鹿 遵循西目的国家法律,井箸合 自

身的実践姪詮。

二、常批一部合作級キ1影 片叶,双方主管部 11有 杖帝1

定批准条件。如双方主管部 11対 是否批准某今項目或足否包



合某今条件存在分岐,該合作拍撥項目不得批准力本称袂轄

下的影片。

第七条 第二方制片者

在双方棒吉一致及不損害各自オ1益 的情呪下,允浄第

二方国家的命1片者参与影片拍援。

第八条 器材入境、遵守法律奉尊重文化

一、一方須依据 白已国家的法律法規,力 男一方拍撮

姐成長逹入本国境内提供格助,包括力合作拍撥影片所需的

撮影器材悔叶入境
～

出境提供泌助。

二、双方級寺1俎須尊重影片拍援地国家的完法、法律

法規、民族文化、宗教信伸不ロス俗耳慣,以及核国普範逹循

的行力規疱。

第九条 影片/AN映

双方依据各自国内法律准寺按本祢決権架撮寺1的影片

在各自境内的公映。

第十条 悟言わ字幕

一、在本格波拒架内的毎都合作拍撮影片,均帝1作 西

今対白活言版本:-0申 文版,一今拳蒔克文版。ま口層1情 需

要,此両稗版本可以包合其他悟言的対滅。

二、所有合作拍撮影片在申文版中棒明 “中嗜合作拍

級"字祥,在全文版中棒明 “今中合作拍撥"字祥.核棒通

虚在影片片共稗片尾字幕、声告声品、宣特材料,以及合作

拍撮影片的所有播映場所棒明,包括参加国隊屯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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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隼人民共和国政府埼皓藤克斯坦共和

国政府美子合作拍撮屯影的静波》附興J

一、本附只1規 定 了申清合作拍授影片姿格的程序不口条

件。

二、合作幸1片 者庄向各自主管部 |マ 提交申清ラ以使合作

拍撮影片荻得国声影片姿格.美子市1作 本称袂轄下的合作拍

援影片的申清,須在機撥工作升始前不少子 60夭 ,預先提

交分双方主管部 11。

二、本附ス1第 二款所指的申清,泣附帯以下文件 :

(一 )影片漏1本争層1情梗概 ;

(二 )江 明欄有拍援版杖井在影片中使用版杖的文

件,以 及荻得影片機援辞商立升変オJ用 叔的江明文件 :

(三 )撮市1俎人員名単,須注明国籍奉取弁,主要角

色扮演者及其国籍。撥幸1狙人員泣力双力国家法律法規決可

的人員;

(四 )影片幸1作 時目表 ;

(五 )有 影片的層1本作者不口早演答打的合同;

(六 )合作寺1片 者的机鞠注購逓明 :

(七 )影 片援寺1的 商立廿表1;

(八 )合作争1片 者之同答汀的合作援寺1影 片不口升友不1

月影片的合同革案或現行合同.



四、合作+1片 者え漏益IT的 美子影片合作授幸1和 升友不1

月的合同革案或現行合同須包合以下信息 :

(一 )影片名称 ;

(二 )合作寺1片 者的名称不口地址 ;

(三 )影片居1本 作者
～

早演姓名」

(四 )援寺1影 片的預算,須注明融資来源,包括夫予

両国法律法規規定的税弁信息,以 及合作十1片 者的出資レヒ

例 ;

(五 )影片商立近作的1文 入分配方案 ;

(六 )影片援輩1叶 目;

(七 )合作寺1片 者庄承担的竜釣責任 ;

(八 )美子毎今合作争1片 者均力影片原始素材 (圏像

和声音)的共同欄有人的条款,原始素材的保存地点由双方

合作幸1片者共同豹定事

(九 )美子毎今合作帝1片 者均有板欄有 自己国家対白

悟言版本的影片拷ス的条款 ;

(十 )美子合作幸1片 者ム河的相互箸算泣在影片援幸1

結束え 日起 60ス 内完成的条款,核期限近須在合作援寺1～

升友不1月 影片的合同中注明。

■方主管部輌可避一歩要求根据各 自国家法律沈力必要

的附か文件稗信忠。

可以対原始合同邊行修汀,包括更換帝1片 人,但共須在

合作援帝1影 片完成之前盤双方主管部 11批准。更換合作命1片



者只可在特殊情呪下避行,且須具各双方主管部 11筑可的理

由。

五、若対影片合作援幸1争 汗皮孝1月 釣合同邊行修汀,須

在工作拷スキ1作 結末前撒主管部 11常批。

六、毎今合作幸1片 者的投入至少須包括一今主念1人 員、

一イヽ主要演員、一介配漁演員。在特殊情呪下,姪主管部 11

批准,可允寺調整合作常1片 者的投入規模。

七、合作授十1影片的帝1作 、か二宣至第一全友:行拷ス的

生声,均須在双方境内邊行,女口有第二方合作牛1片 者,也可

在該方境内逹行。上述幸1作 不市的大部分工作,一般在資金

投入校多的合作幸1片 者所在国邊行,但双方主管部 |¬ 可駄合

輩ヒ准其他執行程序,包括批准影片至1参考合作的寺J片 者所在

国え外的国家邊行外景拍援。

人、各合作制片者須就其乞木寺1作 投入 (F「 “創作"投

入)和資金投入レヒ例避行称商,原ス1上 毎今合作命I片 者在合

作援幸1影片的表演、技末わ寺上方面的投入,須寺其資金投

入レヒ賀相等。当坪借各合作幸1片 者的資金投入レヒ例叶,双方

土管部 11可一致同意批准 “♯現金"方式投入 (包括但不限

予撮影棚的提供)作力資金投入的一部分。

各合作寺1片 者在資金和唸1作 方面的投入泣不低子合作撥

寺1影片資金わ念1作恙投入的 20%,且不高千恙投入的 80%。

在特殊情現下,双方主管部 1可 可釣定不同的レヒ例限+1,但新

的下限澪口上限分男1カ 10%不口90%。 如第二方合作制片者荻准

参与合作援キ1影 片,其 資金投入須不低子 10%,且 不高予

30%。

九、因双方合作寺1片 ―
Z‐ 共同姪菅或控牛1面相美琺的項 目

不予批准,除♯此美美躾足力該合作機キ1影片寺 11建 立。



十、合作命I片 者え同的合同須規定 :

(一 )力 合作帝1片 者制作足修数量的最終保絆拷ス紳

翼予拷只ノ「幸1的 隻幸1素材。毎李合作幸1片 者都度欄有一套最

終保伊拷只和隻キ1衆 材,井有枚邊行共要隻命|。 影片未材須

以合作命1片 者躾名釣形式,在双方同意的洗FF「 注船,ユ各

合作帝1片 者都有板使用 ;

(二 )各合作キ1片 者在下夕1情現下対影片咸本所承担

的経済責任意

一双方主管部潤拒絶 1臨 時批准的合作撥制影片等各除

段所声生的升支 ;

一二姪双方主管部 111傷 叶批准,但未瑳守該批准条件

的影片寺1作升支 ;

―量姪批准,但 被合作キ1片 者所在国禁止公映面声生

詢寺1作升支 ;

(三 )合作寺1片 者え同因影片升友オ1用 庁生的牧益分

配程序,包括海外市場的牧益。Llt益 的分配原ス1上庄有各合

作幸1片 者的投入レヒ例相等。此炎分配可以是牧益的分配,也

可以是市場的分配,或者是両者的筆合 ;

(四 )影片援制投入的至1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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