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隼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戸森堡大公国政府

美子合作拍概屯影的跡波

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々声森堡大公国IEX府 (以下称双

方 );

基千11L影 +1作頷域的逃一歩合作杵有益千両国屯影声

立 ;

力了升晨和拡大両国在屯影頷域的合作 ;

力了促逃和実施可意及両国屯影声立和文化笙済交流

友晨的屯影合作拍援 ;

基千此美交流杵有助千促逃両国同的美系 ;

迷成lll以致口下:

第一条 定 文

在本llT洪中:

(一 )“合作tll片 者"足指八事一部合作援tll影 片tll作

的中国法人或実体或声森堡法人或共体,或 ,就本llT洪第

6条所指的第二方合作援制影片而吉,遅包括第二方合作



制片者 ;

(二 )“合作扱tll影 片"足指一介或多企中国制片者

(“ 中方合作制片者")与 一介或多企声森堡制片者 (“声方

合作十1片者"),逍辻共同投資、共享版枚的方式咲合tll作

的影片,包括本体洪第 6条所指的影片ι各合作十1片者須

在合作授十1影 片的砲1作和資金投入上迷到 《附ス1》 規定的

最低林准 ;

(三 )“影片"足指以任何材皮体現的影像集成或影音

集成,包括但不限千故事片、妃永片和功画片,且主要用

千影院放映、屯祝、移功屯活和在銭平合。“影片"也包括

力屯祝拍援的故事片性廣的屯影 (曰F“ 屯祝屯影");

(四 )“ 国民":

1、 就中国而吉,足指中国公民及中国法人 ;

2、 就戸森堡而吉,足指欄有戸森堡国籍的任何企人 ;

(五 )“居民":

1、 就中国面吉,足指在中国長期或永久居住的自然人 ;

2、 就声森堡面言,足指♯戸森堡国籍但力声森堡永久

居民的企人,或笙双方法律和行IEA行力決定的自然人或法

人 ;

(六 )“主管部日"足指 《附ス1》 中明碗的双方各自指

定的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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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祝力国声影片和授予利益

一、合作援tll影 片仝面享受中国和声森堡両国根据随

叶生残的各自法律和 (或 )法規fll定或未来tll定的授予国

声影片的所有オ1益 。此美不1益只4/11益頒布国的tll片 者享

受。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不1益包括但不限千以下:

(一 )免除本咳対咳片実施的逃口、友行或放映配額

「艮制;

(二 )本 llT洪一方与実行配額限制的第二国え同迷成

的逃口其国声影片的任何特男1逃 口安羽卜;

三、量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規定,享受所有財政不1

益 (前提足影片符合国声影片力荻得此美待
・過而必須迷rll

的林准 )須完全接照両国随叶生残的法律和 (或 )法規 ,

井遵循 1994年 3月 12日 在北京答署的 《中学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声森堡大公国政府美子対所得逹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倫漏税的llT定》。

第三条 主管部門

双方鹿在本llT洪 《附ス1》 中指定各自主管部日。量有

第十四条規定,但女口呆一方希望指定男一部日作力其主管

部11,レ方須事先ミミ外交途径以ギ面形式杵此炎交化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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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口男一方。

第四条 項目批准

一、合作援tll影 片羹須在升拍え前分男1荻得双方主管

部日印脂叶オ}ヒ准。双方合作tll片 者負責向各自主管部日提

交咳部日力完成皓叶批准手数所需的必要文件。

二、合作援+1影 片必須根据双方主管部日規定的1脂 叶

批准条件逃行制作。

二、合作援tll影 片完成后,双方合作+1片者負責向各

自主管部 11提交完成影片 (以 及主管部 11要求的羹要文

件 ),以便主管部日履行最終オ}ヒ准手数,井使合作授tll影 片

享受本III洪第二条規定的不1益。

四、双方主管部日鹿按照本格洪 《附只1》 条款来決定

合作援tll影 片的皓叶批准和最終オ♭ヒ准。

五、双方主管部11庄相互llT商 以碗定一介合拍項目足

否符合本体洪条款。双方主管部日在決定准汁或否決一企

1脂 叶或最終批准叶庄造用其自身的政策和方針。

六、常批一部合作援+1影 片叶,双方主管部11可十1定

一些力迷到本体洪′意体目的和曰林而没定的批准条件。女ロ

果双方主管部11対足否批准某企項目或足否包活某企条件

声生分岐,レ項目不得荻准力本llT洪格下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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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中国而吉,合作扱tll影 片一旦荻得中国主管部

日頒友的“中外合作授tll屯影片汁可近",ヌF被祝力完成皓

叶批准手象;合作扱+1影 片一旦荻得中国主管部11頒友的

“屯影片公映4可近",日F被祝力完成最終批准手紋。

人、就声森堡而吉,合作援tll影 片一旦荻得声森堡主

管部 1可 向声森堡合作tll片 者出具的皓叶オ♭ヒ准ギ面通知,ヌ|

被祝力完成1告 叶llL准手数;合作扱制影片一旦荻得声森堡

主管部11向 声森堡合作十1片者出具的最終llL准 ギ面通知 ,

印被祝力完成最終批准手数。

第五条 合作制片公司的資辰要求

一、八事影片合作援+1的 十1片 公司和tll片 戸必須根据

其所在国家法律法規逃行注肝,井荻得其主管部日要求的

所有斎可。

二、八事影片合作扱tll tttll片 者必須具各各自主管部

日批准程序決可的技木力量、資金能力及寺立盗詮。

第六条 埼第二方合作撮制影片

笙双方主管部11咲合批准,任何第二方合作tll片 者均

可参与咲合tll作本体洪棒下的合作扱+1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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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合拍資格的申清

一、中方合作十1片 者負責合作援lll影 片在中国的姿格

申清,履行中国主管部11利 中方承亦机杓規定的オ)ヒ准合作

援制影片姿格所需的一切手数。

二、声方合作tll片 者負責合作援tll影 片在声森堡的姿

格申清,履行戸森堡主管部11規定的批准合作援十1影 片姿

格所需的一切手須。

三、任何第二方合作十1片 者鹿符合咳国々中国或声森

堡答資的現行合拍llT洪中規定的有美合作援tll影 片姿格和

制作的所有条款。

第八条 器材入境

双方鹿依据各自法律規定,允汗+1作合作援tll影 片所

需的援影器材1脂 叶入境,井免除辻口美税和税費。

第九条 人員入境

祝共昧需要,一方鹿允浄符合第一条 (四 )(五 )款 的

対方国家人員以及任何第二方合作tll片 者所在地区公民,

在遵守各自相美法律的前捉下,力 tll作或升友一部合作援

tll影 片而入境、駐留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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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尊重法律与文化

双方援tll俎鹿遵守援tll地 国家的完法、法律法規,尊

重民族文化、宗教信4rF及 当地凩俗コ慣。

第十一条 公映杵可

双方主管部11批准一部合作授tll影 片対任何一方相美

部日斉可咳片公映不具任何釣末力。

第十二条 国際屯影市

出姿多的合作十1片 者仇先地送合作援tll影 片参加屯影

市。女口呆双方合作tll片 者同意,任何一方都可粋合作援tll

影片送往国昧屯影市,前捉足屯影市升始前 30天杵此意思

週知各自主管部 11。

第十三条 屯影交流

双方主管部日鼓励両国屯影机杓和企人逃行交流与合

作,包括互相逃口和放映対方影片,以及赴対方境内逃行

影片拍援和tll作 。

第十四条  《附興J》 性晨

、本llT洪 《附ス1》 作力本llT洪的実施如ス1,杓成本



lll洪不可分害1的俎成部分。

二、在符合本llT洪第二条規定的前提下,量有本lll洪

第十五条第二款規定,対 《附只1》 的任何修政都須笙双方

主管部同一致同意,対 《附只1》 的任何修改都不得-5~本 llT

洪条款相抵触。

二、対 《附ス1》 的修政内容庄壇辻外交照会碗決,井

接外交照会指定的曰期生妓。

第十五条 修汀埼栓査

一、双方主管部11鹿 監督和栓査本体洪的執行情況 ,

努力解決机行辻程中出現的任何同題,井対本llT洪提出羹

要的修茨建波。

二、変双方跡商一致,可対本格洪逃行修汀。任何此

炎修汀須接照第十七条規定的条件生数。

第十六条 国際文努

本III洪条款不影哨双方各自承担的其他国昧又券,対

声森堡大公国政府面吉包括欧洲咲盟法律所施か的又券。

第十七条 生敷、有数期埼終止

一、双方庄ミミ外交途径相互適知已完成本体洪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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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始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本跡洪自后一分週知1丈至1后 第 30

天起生数。

二、本llT洪有妓期 4年。

三、一方可提前 6今月ギ面適知男一方,以外止本llT

洪。

四、女口在本llT洪有妓期満前 6今月,一方未以ギ面形

式適知男一方冬止本llT袂 ,ス1本 llT洪有数期杵自功延長 4

年,井依此順延。

五、由双方主管部日根据本llT袂条款llL准制作,但在

本llT洪冬止后オ完成的影片庄祝力合作援十1影 片。咳片合

作十1片 者泣享受本llT洪規定的所有不1益。

以下答字人径各自政府授枚答署本llT洪 ,以昭信守。

本llT洪千 2017年 6月 12日 在北京答汀,一式両分 ,

均用中文、英文写成,両紳文本同等作准。

(答字 )

中学人民共和国IEX府代表 声森堡大公国政府代表

-9-―



附 只J

《中隼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戸森堡大公国政府

美子合作拍援屯影的跡洪》実施劉AnlJ

第一条 主管部門

《中学人民共和国IEA府 与戸森堡大公国IEX府 美子合作

拍援屯影的llT洪》(下称 《協洪》)所指的主管部日女口下:

(一 )中 国主管部11カ 国家新同出版片屯恙局;

中国主管部目指定中国屯影合作tll片 公司作力中方承

亦机杓,負 責合作援+1影 片的合作姿格坪借;

(二 )声森堡主管部 1可 力戸森堡国弁院与文化部,其

指定声森堡屯影基金会力声方承亦机杓。

第二条 合作摂制影片的遺用規定

本附ス1的 下夕1規定造用千 《跡洪》格下的合作扱lll影

片:

(一 )《 lII洪》格下所有合作扱tll影 片的不1益 申清必須

在拍援升始前至少 30天同時提交分双方主管部 11。 双方主

管部日鹿千拍援升始前不晩千 5企工作日向申清人出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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ギ面決定。捉交的申清文件須包括下rll内 容,井接各自主

管部日要求分男1月 中文和/或英文写就 :

1.漏1本冬稿

2.已 合法荻得咳作品版枚的江明文件

3.双方合作制片者答河的合拍合同影印件。咳合同須

包括 :

(1)合作扱tll影 片銘称

(2)制 片者和居1本作者姓名,政口改編白文学原著,包

括茨瑞者姓絡

(3)早演姓銘 (女口需要,准汗一介春代早演的条款 )

(4)預算,包括融資汁支1

(5)国 昧友行萩借

(6)明碗成本超支或結余情況下合作tll片 者双方各自

所占的分額,原ス1上 ,核分額須与各方的投入しヒ例相一致 ,

尽管投入少的合作十1片 者在成本超支的情汎下所占分額可

限定カー企校低的じヒ例或固定的数額,条件足符合本附只1

第二条 (八 )款美子最小分額投入的規定

(7)碗汰幼入 《llT洪》格下オ1益対各方主管部日准杵

咳合作援tll影 片公升放映不具釣末力的条款

(8)影 片牙拍叶期

(9)規定投入多的合作tll片 者出具的保単泣至少カ

一 日 ―



“所有tll作凩隆"々 “所有原始未材十1作ヌ隆"投保的条

款

4.女口双方已答資,遅包括友行合同

5.砲1作和技本人員絡単,包括国籍和取券,女口演貝透

須表明其扮演的角色

6.tll作 叶同表

7.現明毎企合作tll片 者在各全国家所承担的汗支的洋

勿預算

8.漏1情梗概

双方主管部日可逃一歩要求任何文件及決力必要的任

何其他附か信息。

可以対原始合同邊行修汀,包括更換合作+1片者,但

必須在合作扱十1影 片完成え前上扱双方主管部日批准。更

換合作tll片 者只可在特殊情九下逃行,ユ須具各双方満意

的理由。

双方主管部日庄依据本附ス1第二条 (一 )款規定互相

通扱各自倣出的決定。

(二 )釣末合作援十1影 片+1作 的所有合同鹿明碗一方

合作tll片 者只可杵 《llT洪》第二条所指不1益特■或丈三分

具有咳合作tll片 者所在国国民或居民身分、或在咳合作tll

片者所在国定居的合作tll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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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双方主管部日同意参考 《llT洪》格下的合作授

tll影 片tll作 的不同国家的工作条件大体上鹿具有可じヒ性;

女口呆外景拍扱需在不参均合作的一今国家逃行,工作条件

庄大体上不低千合作方国家;

(四 )除 了与lll作合作援tll影 片本身有美的固有咲系

外,任何合作tll片 者都不泣由千共同管理、共同欄有或共

同控+1面被美咲 ;

(五 )合作扱十1影 片的tll作 、か工立至第一介友行拷

ス的生声均庄在中国或戸森堡逃行,女口有第二方合作制片

者,也可在第二方合作キ1片者境内逃行;影片的配音可以

在中国或声森堡逃行,女口有第二方合作制片者,也可在第

二方合作十1片 者境内逃行 ;

上述tll作工作的大部分一般在資金投入大的合作十1片

者所在国逃行,但双方主管部日可咲合批准其他安羽卜。双

方主管部日迩可咲合オ}ヒ准影片rll参々合作的十1片者所在国

え外的国家逃行外景拍援 ;

(六 )参与合作援+1影 片tll作 的今人,印 主奄1和層1俎

人員,須力中国或声森堡国民或居民 (包括盗双方法律利

行政行力決定的自然人或法人 ),或 欧盟成長国或欧洲径済

区的国民或居民;女口呆有第二方合作tll片 者,也可力咳tll

片者境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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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況下,因層1情或融資的需要,可 以有其他国

家人員 (主奄1或居1俎人員)参々拍級。此炎人員的参考泣

符合双方造用的法律法規;

女口果双方主管部日ォ}ヒ准一部合作授キ1影 片至1参々合作

的tll片 者所在国え外的国家逃行外景拍援,レ片小角色需

要的群炎演貝或外景拍扱需要的1脂 叶工作人員可雇佃咳国

公民担任;

(七 )合作tll片 者皮llT商碗定各自在合作扱制影片的

表演、技木、工乞 (銃称 “奄1作 ")方面和資金方面的投入

しヒ例,前提足毎企合作制片者在表演、技木和工乞方面的

投入庄与其資金投入保持合理しヒ例。当汗借各合作tll片 者

的資金投入叶;双方主管部日可一致同意批准 “♯現金"

方式投入 (包括但不限千扱影棚的提供 )作力資金投入的

一部分。双方主管部11鼓励成立人員和学生え目的交流 ;

(八 )毎企合作十1片者在資金和砲1作方面的投入泣不

低千合作援tll影 片資金和砲1作恙投入的20%,也不高千′こ

投入的 80%。 在特殊情九下,双方主管部日可釣定不同的

じヒ例限tll,但新的下限和上限分男1カ 10%和 9o%。 女口第二

方合作tll片 者荻准参々合作援tll影 片,共資金投入須不低

千 10%,且不高千20%;

(九 )除♯双方主管部日男行オ}ヒ准,任何力合作扱t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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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特男1奄1作 的音示都庄由中国或声森堡或欧盟成長目的

国民或居民奄1作 ;女口呆有第二方合作tll片 者,也可由咳合

作tll片 者境内公民砲1作 ;此炎人員的参有泣符合双方法律

法規;

在特殊情汎下,因層1情或融資的需要,可 以有其化国

家的音示砲1作者参々拍援。此美人員的参考庄符合双方近

用的法律法規;

(十 )除♯双方主管部日男行llL准 ,一部合作扱tll影

片至少有 90%的鏡共足力咳片寺11拍援 ;

(十 一)合作tll片 者え目的合同須:

1.規定向合作lll片 者提供足杉数量的最終保ゲ拷只和

用千拷ス印十1的 隻tll素材。毎企合作制片者都庄欄有一套

最終保伊拷ス和隻tll未材,井有枚逃行必要的隻tll。 而且 ,

毎企合作tll片 者都有枚根据合作牛1片者え同釣定的条件使

用原始拍援未材,此美条件至少包合一企条款規定合作tll

片者各方力影片有形要素的共同持有者,井保江所有素材

力受保ゲ的版板,其所有升友オ1用 須笙双方合作十1片 者一

致同意;

影片未材須以合作+1片者咲合格又,在双方同意的洗

印戸注財,ユ各合作tll片 者都有枚使用。

2.規定各合作牛1片 者対影片成本所承担的径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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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主管部11拒免有条件批准的合作援tll影 片箸

各除段所声生的升支;

(2)量 4双方主管部11有条件批准,但没有遵守咳オ}ヒ

准条件的影片tll作升支;或

(3)量 4批准,但被某合作tll片 者所在国禁止公映的

合作扱十1影 片十1作升支;

3.明碗合作+1片者え同因影片升友オ1用庁生的1交 益分

配,包括海外市場的牧益;牧益分椎原只1上鹿々各合作tll

片者的恙投入しヒ例相一致,井須笙双方主管部11批准。比

美分樺可以足牧益的分搾,也可以足市場的分椎,或者足

西者的結合;

4.明碗各合作tll片 者対影片投入的rll位 日期;

(十二 )毎部合作援tll影 片或以独立画幅林明 “中国

々声森堡合作援tll"或 “声森堡与中国合作授tll"字 祥 ;

或在相美字幕中体現由中国、声森堡和第二方合作tll片 者

所在地区参与十1作及双方主管部11的林沢;

(十 三 )《 llT洪》生妓え日起的毎今四年有残期内,由

双方主管部11監督的 《llT洪》主要曰林鹿碗保在以下各方

面迷rll l意体平衡 :

1.双方在所有合作扱制影片+1作成本方面的投入 ;

2.扱影棚和洗印浚各的禾1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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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演、工乞和技木等所有人員的聘用数量 ;

4.主要求演、工乞和技本人員的参々程度,尤其足編

居1、 早演和主演的参与程度。

(十 四)双方主管部日泣互相適扱々其他国家答資的

新llT洪 ,以提高 《llT洪》的妓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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