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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属营销项目合同 

更新日期：2011 年 7 月 1 日 

要参与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必须同意以下条款和条件（选中对应复选框并单击“立即注册”按钮即可），以表示您了解并接受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的所有条款。 本项目涵盖的条款和条件可能随时修改（通过在 Avangate 

站点上发布修改通知或发布新项目）。 如果您无法接受某些条款或修改内容，不单击“立即注册”按钮即可，或取消参与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 如果在联属营销项目发生修改后参与此项目，则默示您已接受规定的修改内容。  

1. 定义 

1.1 除非另有要求或明确规定，否则以下表达方式的含义如下：  

 “Avangate”指 AVANGATE BV，一家在荷兰注册的公司。 

 “Avangate 站点”指 Avangate 的网站，网址为： http://www.avangate.com。 
 “Avangate 平台”指用于电子交易的系统，通过 AVANGATE 站点可以访问此平台。  
 “商品”指通过 AVANGATE 平台进行电子交易的任何软件或数字产品。  
 “客户”指通过 Avangate 平台购买软件产品的任何个人或商业公司。 

 “软件供应商”指通过 Avangate 平台销售产品和/或服务的任何个人或商业公司。  
 “软件供应商站点”指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中所指明的软件供应商网站。 

 “联属会员”指的是了解以下所述条款和条件并同意已阅读和完全认同这些条款和条件的个人或商业公司，在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中被指明为联属会员。 

 “联属站点”指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中所指明的联属会员网站。 

 “链接”指一个互联网 URL，此 URL 只能使用联属会员帐户通过 Avangate 

平台生成，用于将联属站点上的商品描述与 Avangate 平台上的对应商品类别相关联。  
 “付款索回”(Chargeback) 指以下情况下发生的款项： 

o 由于链接被作废、收回、被要求归还、 

o 因欺诈行为被撤消或因其他任何原因被废除，Avangate 已向客户退还或返还的款项； 

o 根据任何适用的软件供应商信用卡帐户协议，或由于政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禁止贸易令、法院命令、追

索），从 Avangate 帐户重新获取的、对 Avangate  帐户冲销和/或冲抵的款项。 

2. 项目的主题事项 

2.1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是一个特殊的营销项目，旨在为联属会员参与推广软件供应商的商品创造便利。  

2.2 要加入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联属会员必须遵循并完成以下步骤： 

2.2.1 开立帐户 

联属会员必须填写从 Avangate 站点获取的申请表格，并接受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的相关条件。 Avangate 

收到申请后，将对申请进行分析、为联属会员分配 ID（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中的唯一身份标识）并通过电子邮件向联属会员传达其帐户登录信息。 

联属会员将拥有一个帐户，并可以随时使用其电子邮箱地址和密码通过 Avangate 站点（安全页面）访问此帐户。 

利用这个帐户，联属会员可以享用 Avangate 平台的多种功能（详见下文）。 

2.2.2 批准 

联属会员必须从自己的帐户选择想要推广的软件供应商和商品，并且必须获得是否允许其推广所选商品的确认。 also be 

set and 软件供应商还必须设定一个佣金比例，对于软件供应商的产品通过 Avangate 

平台实现的每次成功销售，都应按照此比例为联属会员分配佣金。 佣金将直观体观在联属会员的个人帐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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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获得批准后，联属会员才能在其站点（联属站点）上推广已获得批准的商品并有权收取相应佣金。 

联属会员只能通过使用和维护以其 Avangate 帐户生成的链接来推广获得批准的商品。 

若联属会员随后还想要推广其他商品，则必须再一次重复上述过程，以事先获取相应批准。  

2.3 Avangate 保留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地否决或取消联属会员资格的权利。 例如，如果证实联属站点与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的要求不符或违反 Avangate 政策，Avangate 将否决或取消联属会员资格，其中包括以下情况：  

A. 宣传明显含有色情内容的信息。 

B. 宣扬暴力。 

C. 宣传含有种族、性、性别、宗教、国籍、身体残疾、性取向或年龄歧视色彩的内容。 

D. 宣传非法活动。 

E. 包含侵犯或支持第三方侵犯版权、商标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或相应法律的信息。 

F. 域名中包括“Avangate”或其衍生词或输入错误。 

G. 在任何方面具有违法性、有害性、诽谤性、淫秽性、侵略性、种族主义，或与我们的原则相违背。 

2.4 如果已接受联属会员的申请，但随后宣布该联属站点不符合参与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的要求，Avangate 

将保留取消该站点对联属营销项目的参与资格的权利。 

如果联属会员在申请加入联属营销项目后被否决会员资格，则禁止该联属会员再次提交参与该联属营销项目的申请。 

2.5 可以在联属站点上发布用于推广获得批准的被选商品的简短描述或其他参考信息以及图片、图表或文字。 

对于此信息的内容、外观和放置方式，联属会员应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联属会员应在其站点上显示通过其帐户在 

Avangate 平台中生成的链接。 禁止联属会员使用自动方法获取此类链接。 如果联属会员试图使用此类方法，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将立即否决其参与资格，并取消所有佣金。 仅可使用 Avangate 在联属会员帐户中提供的链接在 

Avangate 平台上推广获得批准的商品。 

2.6 由联属会员独自负责开发、运营和维护其站点，并对此站点上出现的任何信息承担全部责任。 除了 Avangate 

提供的资料之外，Avangate 拒绝承担因使用其他任何资料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2.7 未经 Avangate 的事先书面同意，联属会员不得就本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或其参与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的相关情况做出任何正式报告或公开评论。 要获取书面同意，联属会员可以将电子邮件发送到 

info@avangate.com。 

2.8 禁止联属会员从事以下活动：  

 使用非经要求的电子邮件（垃圾邮件）、弹出窗口、隐藏式网络广告、出口页面及其他任何方法明显或隐蔽地强

迫客户访问 Avangate 平台。 

 替换、拦截、干扰、阻碍、扰乱或以其他方式改变客户对联属站点、链接或软件供应商站点的访问、查看或使用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基于点进率 (click-through) 或跟踪的事务。 

 在新闻组、留言板、主动发送的电子邮件和其他类型的垃圾邮件、横幅广告网络、柜台、聊天室、访客留言簿、

互联网中继聊天通道中或通过类似的互联网资源放置链接或任何营销宣传资料。 

 以任何可能误导客户的方式（有意或无意）放置链接。 

 促使有人恶意或以欺诈手段使用链接，包括但不限于使用任何设备、程序、自动控制装置、内联框架、隐藏框架

或重定向方式。 

 使用自动重定向技术转到 Avangate 站点或使用任何自动化方法保存联属会员的 Cookie。 

3. 佣金与支付方式  

3.1 客户通过联属站点上包含联属会员 ID 的链接访问 Avangate 平台或软件供应商站点后，Avangate 将在 30-180 

天内保留相应的联属会员 ID，保留期限视 Avangate 的具体设定而异。 该期限（cookie 

保存的时间）将按照各个软件供应商显示在联属会员管理界面上。如果客户在此期限内订购商品，Avangate 

将在联属会员帐户中注册相关佣金。 生成佣金的必要前提是，客户必须按照联属站点上的链接进入 Avangate 

平台或软件供应商站点、订购商品、全额支付订单金额，而 Avangate 必须交付商品并结算此笔订购交易金额。 

未交付商品、未结算或发生“付款索回”的订单没有资格生成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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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由 Avangate 负责履行客户通过联属站点上的链接下达的订单。 Avangate 

保留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拒绝订单的权利。 Avangate 

将记录通过联属站点中的特殊链接进行访问的客户量，在联属会员帐户中可以获取此记录以及其他报告。 

3.3 佣金金额视所推广的商品而异。 应根据第 2.2.2 

条规定制定每个商品的佣金金额，在联属会员帐户中应指明佣金制定标准并确认已经得到认可。 将基于通过 Avangate 

平台销售的订单净额总计来计算佣金金额，不计入增值税或/和其他税额。 

3.4 Avangate 应在应支付佣金的当月月末起 50 

天内，通过银行转账或其他任何商定方式支付佣金，但前提是已达到月度最低指标金额 100 

欧元，否则，会将该月佣金金额结转到下一个月进行报告。 

3.5 佣金由 Avangate 

以代理身份代表软件供应商支付，目的只是为了履行软件供应商对联属会员的支付义务。如果已产生联属会员佣金的订单

发生付款索回，在 Avangate 尚未支付当月佣金的情况下，将从当月佣金中扣除此笔佣金，在 Avangate 

已向联属会员支付佣金的情况下，则从联属会员下个月的应得佣金中扣除此笔应索回的付款。 

对于由任何付款索回而产生的负余额，联属会员仍然要对 Avangate 负责，并且必须在负余额产生之日起 60 天内向 

Avangate 支付相应金额以将负余额补足。 

通过本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购买产品的客户将成为 Avangate 

的客户，因此，此类客户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条款或条件。 

授予给联属会员的佣金金额属于机密信息，如果联属会员违反此保密义务，可能会导致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视所造成

损害的大小而定。 

4. 最后条款 

4.1 联属会员同意，已对本联属营销项目进行分析并认可本项目，并且 Avangate 不提供任何担保。 

当事方同意，联属会员应在 Avangate 站点上以在线方式审定本联属营销项目并注册加盟本项目。 

4.2 Avangate 对于“Avangate 站点”和当前的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拥有相关合法权利，并担当软件供应商的商品代售商。 

4.3 Avangate 可以无理由地终止联属会员参与 Avangate 联属营销项目的资格，但应至少提前 1 

天通过电子邮件向联属会员发送书面要求。 

4.4 

当事方之间的任何诉讼应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如果无法和解，案件将被转交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律所授权的法院。荷兰法

律适用于本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