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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

美子合作概制屯影的跡波
｀

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以下単称“一方"、

合称 “双方");              ｀

慮及屯影制作飯域的更密切相互合作格薫及両国屯影

声並;                     
‐

力了升晨和横大両国在屯影頷域的合作;

力了促逃和実施有不1予両国屯影声立和文化径済交流

友晨的屯影合作援tll;

基千此美交流格有助予促邊両国同的美系;

迷咸III洪女口下:

第一条 目 的

本llT洪 的目的足増邊両国屯影人え日的交流以及サ大

両国屯影合作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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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定 文

在本格洪中:

(一 )“合作寺1片者"足指参考合作援+1-部影片的中

学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或 日本国(以 下称“日本")

的法人或実体。

(二 )“合作授tll影 片"是指一介或多企中国合作+1片

者与一介或多今日本合作+1片者近址共同投資、共享版枚

的方式咲合+1作的影片,包括本lll袂 第六条近用的影片。

(三 )“ 影片"是指以任何材反体現的影像集成或影音

集成,初始目的力影院放映,包括但不限千故事片、妃永

片和功画片。

(四 )“ 主管部日"足指双方各自指定的久責近用
～

実

施本格洪的机美。

第二条 祝力国声影片和授予利益

合作授tll影 片須仝面享受中国和日本根据各自法律和

法規tll定 的授予国声影片的所有不1益。此美不1益只意及不1

益頒友目的合作tll片 者。

第四条 主管部|]

在本体洪附ス1中 須明碗各自的主管部11。 量有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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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但女口呆一方希望指定男一部日作力其主管部日,須

事先通辻クト交途径以ギ面形式杵止ヒ交化通舛男一方。

第五条 合拍影片項目碗汰或批准

一、想要荻得本協決規定不1益 的合作+1片者,須在影

片投入制作前提交申清井荻得各自主管部 |¬ 対合作援+1影

片飯友的1脂 叶魂決或批准。

二、合作援十1影 片須接照各自主管部日規定印脂叶碗

汰或批准条件逃行+1作。

三、荻得本条第一款所指1脂 叶碗汰或批准的合作キ1片

者,在合作援十1影 片寺1作完成后,須接要求向各自主管部

日申音井荻得最終碗汰或llL准 ,以便享受不1益 。

四、本格波附只J中 ,規定了近用千合作キ1片者依据本

条第一款、第二款向主管部 1司 申清碗決或批准的程序。

五、一方主管部 |¬ 如有要求,双方主管部 |¬ 鹿互相協

商決定一企項目是否符合本跡洪条款。

六、力実現本格袂恙目林,双方主管部 |¬ 可就授予本

条第一款、第二款所指碗汰或批准而十1定条款和条件。

七、双方主管部 |¬ 須碗保,格依据各自国家的法律法

規倣出授予或拒亀碗汰或批准的決定 (包 括本条第六款所

指条款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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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与第二国合作摂制影片

一、4双方主管部日咲合碗汰或批准,任何第二国合

作+1片者可参与咲合キ1作本協洪棒下的合作授+1影 片。

二、任何第二国合作+1片者須符合中国或日本有咳合

作+1片 者所在国え同現行的屯影合作授キlllT洪 中美千合作

援キ1資格的所有条件。

第七条 合作摂制影片資格申清

一、中国合作+1片者久責向中国主管 _if・ 日提交第五条

第一款、第二款所指的批准申情。

二、日本合作+1片 者久責向日本主管部日提交第二条

第一款、第二款所指的碗大申清。

第八条 器材入境

双方碗汰,座依据各自法律法規亦理合作援キ1影 片所

需器材1脂 叶入境的海美手数。

第九条 公映杵可

双方主管部 |¬ 対合作援制影片的晩決或批准,対其相

美部11准4咳片在本国境内公映不具釣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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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附興J性康

一、本格波附只1杓成本体波不可分割的_21成部分。

二、長有本体洪第十二条第四款規定,対附ス1的任何

修茨須週址双方主管部日協商,井逍辻交換タト交照会通知

己碗決釣定修茨的内容后生妓。

第十一条 切波実施

一、本協洪的実施須遵守両国相美法律法規。

二、本格洪的実施須依据各自国家寺用基金的可用性。

三、任何有美本llT洸 的解粋或近用同趣,須 由且供須

由双方主管部1可 近址磋商解決。

四、本協洪条款不影哨双方其化国隔lII洪帯下的枚利

和文券。

第十二条 生数、有数期萄修汀

一、本体洪自答字え日起生妓。

二、本跡洪有数期 5年。女ロー方未在有妓期満前 6今

月内以ギ面形式週舛男一方冬止本協洪,ス1本祢洪有妓期

自功延K5年 ,井依此法販延。

三、双方主管部 1司 根据本体洪条款碗汰或批准+1作、

仁在本協袂冬止后オ完成的影片,庄祝ヵ合作授+1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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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作+1片者泣享受本体洪規定的所有不1益 。

四、4双方ギ面協商一致,可対本協洪逃行修汀。除

♯男有釣定,比炎修汀須接照本条第一款規定的条件生残。

以下答字人盗各自政府授枚答署本17t洸 ,以昭信守。

本協決千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在 末京 容汀,一式西

分,毎伶均月中文、日文わ英文写成,三科文本同等作准。

中学人民共和国IIX府      日本国政府

代表          代表

了た グ″ スノ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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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b~日 本国政府

美子合作援制屯影的跡洪》附AnlJ

一、主管部1可

《中学人民共
～

国IFX府 均日本国政府美子合作授キ1屯

影的llT洪》(下称 “称決")所指主管部日女口下:

(一 )中 国主管部 |¬ 力国家屯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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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責合作援キ1影 片的合作姿格坪借。

(二 )日 本主管部日カクト券省、文化斤与盗済声立省,

上述部日杵指定日本承亦机杓井週知中方主管部日。日本

主管部 |¬ 会委托承亦机杓炎理部分行政事券。

二、合作撮制影片的運用規定

双方主管部 |¬ 碗保,在各自国家法律法規枢架内,本

附ス1女口下規定造用千休洪轄下的合作援十1影 片:

(一 )llT洪格下合作扱キ1影 片資格的申清,須 向各自

国家承亦机杓提交井提供全部補助文件。

在中国,主管部 |¬ 1丈至1申 情及補助文件后,常査材料

井在 45企工作日内杵常査決定提供申清方。符合合作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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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項目杵荻得 “llL影 漏1本立項回抗単",一旦荻得中国

主管部 |¬ 飯友的“屯影公映汗可逓",就被祝力已完成最冬

批准程序。

在日本,項 目格在提交申清え日后45今工作日内完成

坪借。符合合作授+1要求的項目杵由日本承亦机杓頒友ギ

面碗決。

申清材料須包括下rll内 容:

1.完整的屯影居1本

2.已 合法荻得咳作品拍扱版枚的江明文件

3.双方合作制片者答汀的合作扱+1合同影
`口

件,核合

同包括:

(1)合作授+1影 片名称

(2)+1片 者姓銘、Ell作者或茨編者姓銘 (女口茨編自文

学原著 )

(3)早 演姓絡 (女口需要,可 +1定允斉替換早演的条款 )

(4)包 括融資十支1的預算

(5)国 棒友行萩借

(6)明 碗成本超支或年余情九下合作キ1片者双方各自

所占分額,核分額原ス1上須与各方投入比例相一致,尽管

投入少的合作tll片 者在成本起支的情九下所占分額可限定

カー今校低的♭ヒ例或固定的数数,条件足符合本附ス1第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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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七款美千最小伶叡投入的規定

(7)碗 汰享受協洪幕下不1益対双方相美部日准4咳合

作援制影片公映不具釣束力的条款

(8)影片升拍叶期

(9)規定投入多的合作+1片者至少力“所有制作凩隆"

与 “所有原始未材十1作凩隆"投保的条款

4.友行合同,女口双方已答資

5.奄1作和技本人員銘単,林明国籍和取弁。演貝透座

林明扮演的角色

6.lll作 日程

7.洋如萩算,現明毎今合作キ1片者在各国声生的升支

8.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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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他信′き。

原始合同可以修茨。任何重要交更 (包括更換合作+1

片者 )須在合作援+1影 片完成え前扱双方主管部 |¬ 碗汰或

批准。更換合作+1片者ス可在特殊情九下逃行っ且須具各

双方主管部日満意的理由。

双方主管部日庄依据本款互相追扱各自碗汰或批准的

決定。

(二 )管結合作援十1影 片+1作的合同鹿明後,一今合

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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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片者只可杵協洪第二条所指不1益 特性或炎畳給該合作

+1片 者所在目的法人或実体。

(三 )双方主管部 1司 同意,参有協洪帯下合作援十1影

片+1作的毎全国家的工作条件大体上座具有可♭ヒ性。女口呆

クト景拍授需在♯llT袂格下合作十1片者国家辻行,工作条件

庄大体上不差千合作制片者国家。

(四 )合作+1片者不因共同管理、共同欄有或共同控

制而声生其他美咲。

(五 )合作援制影片的+1作、か手宣至第一介友行拷

只的生声均庄在中国和日本逃行,女口有第二国合作+1片者 ,

也可在核国合作+1片者境内辻行。合作援+1影 片的配音可

在中国或日本逃行,女口有第二国合作十1片者,也可在咳国

合作+1片者境内逃行。制作工作的大部//JR通 常在資金投入

大的合作キ1片者所在日逃行,仁双方主管部日可咲合碗汰

或批准其他安羽卜。双方主管部 |¬ 透可咲合碗汰或批准影片

至1参与合作的+1片者所在国えクト的国家逃行外景拍援。

(六 )合作+1片者協商碗定各自在表演、技木、工乞

(銃称 “Cl作 ")方面わ資金方面的投入しヒ例,前捉足各合

作制片者在合作援+1影 片的表演、技木利工乞方面的投入

須与其資金投入しヒ例相一致。当坪借各合作寺1片者的資金

投入叶,双方主管部日可咲合碗袂或llL准 “J卜 現金"投入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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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千提供撮影棚 )作力資金投入的一部分。

(七 )毎今合作制片者在資金和唸J作方面的投入泣不

低千合作援+1影 片資金和唸J作恙投入的20%,且不高千′意

投入的 80%。 双方主管部日・l~豹定不目的じヒ例限+1,但新

的下限利上限分ガlヵ 10%和 90%。 4双方碗汰或批准同意

参有合作援十1影 片的第二国合作十1片者,其資金投入須不

低千′こ額的 10%,且不高千 20%。

(八 )除♯双方主管部日男行碗汰或批准,一部合作

授+1影 片至少有 90%的鏡共是寺日力亥片拍援。

(九 )合作十1片者え目的合同須:

1.規定庄力所有合作制片者十1作足杉数量的最終保ゲ

拷ス利用千拷只印キ1的 隻lll素材。毎今合作+1片者都庄掘

有一套最終保ゲ拷ス
～
夏制未材,井有枚辻行必要隻+1。

面且,毎今合作制片者都有枚根据合作+1片者え同釣定的

条件使用原始拍授未材,此美条件須至少包合一介条款規

定合作IJll片 者各方力影片有形要素的持有者,井保江所有

未材受版枚保ナ,所有升友不1用 須盗双方合作十1片 者一致

同意。

原始拍授素材須以合作+1片者咲合名又、在双方同意

的洗印戸注般,且各合作市1片者都有枚使用。

2.規定各合作キ1片者対影片成本所承担的姿済責任: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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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主管部日拒亀1脂 叶碗汰或批准的合作援十1影

片,在箸各除段声生的升支;

(2)量笙1脂 叶碗汰或批准、仁没有遵守咳碗汰或批准

条件的影片,在十1作 除段声生的升支;

(3)員盗碗袂或批准、但在合作+1片者所在国禁止公

映的合作援+1影 片,在キ1作 除段声生的升支。

3.明 碗合作+1片 者え同因影片升友オ1用 声生的1交 益分

配,包括海外市場的1文益;1矢益分搾原ス1上庄与各合作十1

片者的恙投入♭ヒ例一致,井須盗双方主管部 |¬ 碗決或批准。

比美分搾可以是1丈益的分搾,也可以是市場的//JtFll,或者

足両者的年合。

4.明 碗各合作十1片者対影片投入的至1位 口期。

5.包 合明碗合作方対合作援十1影 片共同享有版枚、且

毎企合作+1片者庄在片共字幕中IEl庄 荻得十1片人署名的条

款。

(十 )毎部合作援キ1影 片或以独幅字幕林明影片由“中

国寺日本合作援+1"或 “日本均中国合作援十1";或 在相美

字幕中体現由中国、日本和第二国合作キ1片者所在地区参

―t~十1作、井体現双方主管部目的林沢。

(十一)双方主管部 |¬ 須互相愛扱有其他国家答汀的

新協洪,以提高本協洪的有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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