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条款及条  

1. 定义 

1.1. 在本 ⼀一般条款及条 中，除⾮非另有明确说明或 ⽂文呈现出不不 的语意， 列列术
语傈有 含义  

a. Live Legends或 输⼊入中⽂文 称 本 ⼀一般条款及条 的使⽤用者 Live 

Legends Asia Ltd.，傇注傔办公地位于⾹香港永乐街148 和⾏行行⼤大厦12楼1204 ，
在⾹香港公 注傔处注傔，注傔 2202191  

b. 户 与Live Legends 签 协议的⾃自然⼈人或法⼈人  

c. 协议 Live Legends 与 户之间的协议  

d. 租赁标的物 户 Live Legends租赁的物品  

e. 内容 按 户 购，Live Legends 某个活动或出版物制作的内容，包括但不不限于
视频编辑和演示⽂文稿  

2. 总则 

2.1. 本 ⼀一般条款及条 ⽤用于Live Legends 与 户之间签 的 Live Legends已 布
本 ⼀一般条款及条 对傇 ⽤用的任何协议，  

2.2. 本 ⼀一般条款及条 ⽤用于与Live Legends 签 的 第 ⽅方参与履履约的任何协
议  

2.3. 任何不不符合本 ⼀一般条款及条 的偏差，只有经书⾯面或电⼦子⽅方式明确 意，⽅方才有
效  

2.4. 明确拒绝 ⽤用 户的任何购 或傇他条款及条  

2.5. 如果本 ⼀一般条款及条 的⼀一项或多项规定⽆无效或 告⽆无效，本 ⼀一般条款及条
的傇余规定应继续保持充僎的效⼒力力 在 种情况 ，Live Legends和 户应相互

协商，在尽可能考虑到原规定之⽬目的和意图的前 ，商定新的规定来 ⽆无效或
告⽆无效之规定  

3. 要约和报  

3.1.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要约和 均 免费  

3.2. 户保证 户⾃自⼰己或他⼈人 表 户所 供的要求和规格 及傇他信息准确 完整，Live 

Legends 据 类信息拟定傇 如果 户 供的要求和规格不不准确或被 户更更改，
可能会影响到交付时间 及 户将要⽀支付给Live Legends的⾦金金额  

3.3. 除⾮非另有说明， 述要约和 中的 格不不含增值税和傇他 府征税  

3.4. 如果要约与确认书内容之间 在细⼩小⽅方⾯面 在差异， 差异对Live Legends不不傈约
束⼒力力 在 种情况 ，不不能按照确认书 的 些差异 结协议  

3.5. 要约和 并不不⾃自动 ⽤用于未来的  

3.6. Live Legends的⽹网站 及 传傔或出版物 的明显错误或失误对Live Legends不不傈约
束⼒力力  

4. 缔结协议 

4.1. 户接 要约， ⼀一旦确认书 的条 满⾜足， 可 结协议  

5. 履履⾏行行协议 

5.1. Live Legends将 敬业和 业的态度全⼒力力履履⾏行行与 户之间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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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履履⾏行行协议期间，Live Legends有权聘请第 ⽅方 利利⽤用第 ⽅方 供的服务 及指示第
⽅方去执⾏行行全部或部僎协议，并就 向 户收 费⽤用，⽆无需通知 户  

5.3. Live Legends不不负 档原材料料 项⽬目⽂文 渲染⽂文 内容 及活动或出版结束
运⽤用内容的载体  

6. 客户的义务 

6.1. 户应确保Live Legends声明对协议履履⾏行行确有必要或者 户合理理认 对协议履履⾏行行确有
必要的信息和地点均应及时 供  

6.2. 如果协议的内容之⼀一是 户向Live Legends 供镜头 ⽂文 及傇他信息， 镜头 ⽂文
及傇他信息必须符合Live Legends的规格要求  

6.3. 如果 户未按约定期限向Live Legends 供所有需要的材料料和/或信息，可能会耽误协
议的履履⾏行行 对于 类延误，Live Legends概不不负 由于未能及时 供材料料和/或信息
⽽而给Live Legends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应向 户收  

6.4. 对于权利利 属于第 ⽅方的图像 ⽂文本 视频⽂文 或照⽚片，由 户⾃自身负 复制或获
 

6.5. 如 ⽤用，作 最终⽤用户的 户应直接向Buma/Stemra⽀支付任何版权费 及活动产⽣生的
类应付款 ⽀支付 些版权费的任何及所有 任 及相关⻛风险均由 户承担 Live 

Legends不不负 购 ⽤用于内容中，如使⽤用的⾳音频和视频材料料 预设 体 效果 模板
和创意中的第 ⽅方 ⾳音乐 版权  

6.6. 如果协议的内容之⼀一是由Live Legends或Live Legends聘请的第 ⽅方在 户地点或 户
指定的地点履履⾏行行服务， 户应确保 ⽅方合理理要求的设施可供免费使⽤用，包括但绝不不限
于  

a. 停⻋车设施  

b. 装卸停泊许可证  

c. 惯常休息间歇的⻝⾷食品和饮料料  

d. 稳定供电  

e. 互联⽹网  

f.  Live Legends材料料 储设备  

6.7. 置租赁标的物的地⽅方应⽅方便便进出  

6.8. 禁⽌止 户更更改租赁标的物  

6.9. 禁⽌止 户转租租赁标的物，将傇售 ，出售 转让 抵押或 任何傇他⽅方式向任何第
⽅方 供 标的物  

6.10. 在任何情况 ，租赁标的物不不得离开北北 ，除⾮非经Live Legends 电⼦子⽅方式书⾯面批
准  

6.11. 户有义务遵 与租赁标的物有关的任何及所有 全规定  

6.12. 户保障Live Legends免 第 ⽅方就协议的履履⾏行行所导致之损害 出的任何索赔， 种
损害 因于 户  

6.13. 如果 户未能履履⾏行行傇对Live Legends 的义务，Live Legends不不负 由 对 户造成的
任何损害，Live Legends因 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或Live Legends因 造成的任何损害
应由 户负 赔偿  

7. 额外的⼯工作和协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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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户承认，如果 ⽅方决定 更更 的⽅方式 ⽅方法和/或范围， 的费⽤用⾦金金额可能会
影响 额外⼯工作的费⽤用应向 户另⾏行行收  

7.2. 如果协议包含Live Legends 供内容的规定，约定的 格应包含⾄至多两轮修 如果
户希望在第⼆二轮修 开展额外的内容⼯工作，任何额外的费⽤用应向 户收  

7.3. 如果 户 更更协议，例例如，如果 户在已经认可要约 ⼜又改 意，并要求Live 

Legends 更更内容 相较于Live Legends 时 供的 细内容 述 ，可能会导致交
时间的延误 由于交 时间的 种延误⽽而给 户造成的任何损害，Live Legends概

不不负  

8. 发布 

8.1. 内容发布之前， ⽅方应给彼 机会来检查和和 准设 或⽂文本的最终版本  

9. 差异 

9.1. 供的内容与 准的设 之间的差异，如果只是细微差异，不不得作 拒绝 削减 解
除协议或损害赔偿的任何理理由  

9.2. 考虑⼀一像情况，不不影响或基本不不影响内容的实⽤用 值的差异应始终被视 细微差异  

10. 取消 

10.1. 消 供租赁标的物的协议应 书⾯面形式或通过电⼦子邮 ⽅方式进⾏行行 Live Legends与
户之间的采购协议不不可 消  

10.2. 距租期开始之⽇日8天前， 户可 消协议  

10.3. 如果 户在租期开始前不不到8天 消协议， 户有义务向Live Legends⽀支付⼀一笔 消
费⽤用 消费如  

a. 如果在租期开始1天 ⾄至8天内 消 ⾦金金额的50%  

b. 如果在协议开始前1天内 含1天 消 ⾦金金额的100%  

11. 交货 

11.1. Live Legends说明的交 时间不不得视 最终⽇日期  

11.2. 如果因实际超出Live Legends控制范围 及不不能 因于Live Legends的作 和/或不不作
的某种情况 如本 ⼀一般条款及条 第19条所述 ⽽而导致⽆无法遵 与 户约定的

交 时间， 期限应按发⽣生 种情况导致的超期时间⾃自动延⻓长  

11.3. Live Legends 供给 户的产品的损失或损坏⻛风险应在 产品 供给 户之时转移给
户，并因 由 户或 户指定的任何第 ⽅方来处理理  

12. ⻛风险 

12.1. 在租赁期间，租赁标的物的任何⻛风险，包括 窃 挪⽤用 损失 破坏 ⾃自然灾害的⻛风
险，均由 户负 ， 使 事 不不能 因于 户  

13. 付款 

13.1. 户应于发票⽇日期15天内⽀支付 Live Legends收到的发票  

13.2. Live Legends有权要求 户预付全部⾦金金额或⽀支付预付款 如果 户不不按时⽀支付预收的
发票⾦金金额，Live Legends有权中⽌止傇依协议需履履⾏行行的服务，直到预收的发票⾦金金额⽀支
付 在 种情况 ，Live Legends不不负 因服务中⽌止⽽而给 户造成的任何损害  



13.3. 如果不不遵 付款期限，Live Legends应发 ⼀一条 醒通知，要求 户在 醒通知指定
的时间内⽀支付发票⾦金金额 如果 户不不按 醒通知⽀支付， 违约 在 种情况 ， 户
须⽀支付 ⾦金金额到期时到实际⽀支付期间的法定利利息 除 之外，在法律律允许的范围内，
户违约 的任何 法和 法外的托收成本应由 户承担  

13.4. 如果 户清 破产 扣押或中⽌止付款，Live Legends对 户的索赔应⽴立 ⽀支付  

14. 所有权的保留留 

14.1. 如果Live Legends与 户已经 结了了采购协议，本条的规定在不不违背 协议傇他规定
的前 ⽤用  

14.2. Live Legends 供 及将要 供的任何产品应⼀一直由Live Legends所独有，直到Live 

Legends对 户的所有 前及未来款项均已全额⽀支付  

14.3. 只要产品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给 户， 户就不不得 押 产品或将 产品的任何权利利授
任何第 ⽅方  

14.4. 户有义务妥善 储所 供的保留留所有权 明确认定 Live Legends 产的产品  

14.5. 如果 户未能遵 傇付款义务或者如果 户实际 在或 将出现付款困难，Live 

Legends将有权收回所 供的保留留所有权， 户持有的产品 户应随时让Live 

Legends⾃自由进出傇地点和/或处所 检查产品和/或⾏行行使Live Legends的权利利  

15. 租赁标的物损坏 

15.1. 在租赁期内对租赁标的物造成损坏的， 户应承担损害赔偿 任，除⾮非损坏是由Live 

Legends造成的  

15.2. 如果损坏是由租赁开始之前便便已 在的租赁标的物缺陷造成的，本条第1款不不 ⽤用  

15.3. 如果租赁标的物损坏或丢失， 户有义务尽快告知Live Legends 事，并按Live 

Legends给出的指示⾏行行事 不不遵 些指示所导致的费⽤用由 户承担  

16. 租赁期限 

16.1. 如果 户在⼀一段傈体的时间内租⽤用租赁标的物， 户将被明确告知必须 租赁标的
物的⽇日期 户须在 ⽇日期将 租赁标的物 给Live Legends  

16.2. 只有经 ⽅方 书⾯面形式或电⼦子邮 ⽅方式 意，才有可能延⻓长租赁期限  

16.3. 如果 户未能按时 租赁标的物，则按 户未能按时 租赁标的物的天数向 户
收 费⽤用  

17. 责任与限制 

17.1. 如果 户已经按照本 ⼀一般条款及条 第8条的规定进⾏行行了了检查并给 了了批准，
Live Legends概不不负 内容中的失误，尽管原本应发现内容中的 些失误  

17.2. 对于由或由于租赁标的物的 在 操作 性能或使⽤用造成的任何损害，包括⼈人身 产
损害和经营损害，Live Legends不不对 户负  

17.3. 如果任何损害是由 ⽅方⾯面直接或间接造成的，Live Legends不不负 赔偿 损害  

a. 发⽣生了了超出Live Legends实际控制范围的事 ，因 不不能 因于傇作 和/或不不作
 

b. 户 户的 属或 户聘请的或 表 户的傇他⼈人员的任何作 或不不作  

17.4. 对于Live Legends 按照 户 供的不不 确和/或不不完整的信息⾏行行事⽽而造成的任何种类
的任何损害，Live Legends概不不负  



17.5. 对于租赁标的物或可⽤用物品的操作及任何 衍⽣生 损害，如果 户或第 ⽅方更更改了了
等物品，Live Legends不不承担任何 任  

17.6. 如果 户滥⽤用租赁标的物或可⽤用物品，或将 等物品⽤用于租赁或 供时约定的预期⽤用
途之外的傇他⽤用途，Live Legends不不承担损害赔偿 任  

17.7. 对于间接损害，包括衍⽣生损害 利利润损失 储蓄损失 及由于经营停滞所导致的损
害，Live Legends概不不负  

17.8.对Live Legends 产造成的损害， 户须对Live Legends负 有理理由 因于 户的
Live Legends 产缺陷的修复应由Live Legends或按照Live Legends的指示进⾏行行，费⽤用
由 户承担  

17.9. 如果Live Legends要承担任何损害赔偿 任，Live Legends的 任仅限于Live 

Legends的承保⼈人⽀支付的赔偿⾦金金额 如果承保⼈人在任何情况 不不赔付任何⾦金金额或者损害
未纳⼊入承保范围，Live Legends的 任仅限于发票⾦金金额， 任所 ⽤用之协议的那
⼀一部僎  

17.10. 如果损害是由Live Legends或傇 属之故意⾏行行 或重⼤大过失所致，本 ⼀一般条款及
条 所载之 任限制不不 ⽤用  

17.11. 只要协议未另⾏行行规定， 户 任何理理由向Live Legends 起索赔的任何权利利 及对
Live Legends 有的任何傇他权⼒力力应⾃自 户可由 对Live Legends⾏行行使 权利利和/或权
⼒力力的事实发⽣生之时起⼀一年年 失效  

18. 中⽌止和解除 

18.1. 如果 户未能履履⾏行行协议项 之义务，Live Legends有权解除协议  

18.2. 外，如果出现协议履履⾏行行 阻的情况，或者如果按照合理理性和公平性标准，协议傕也
不不能够履履⾏行行，或者如果发⽣生⽆无法合理理预 协议不不经修改可 继续维持的傇他情况，Live 

Legends有权解除协议  

18.3. 如果协议签 Live Legends意识到对 户不不履履⾏行行傇义务的担忧是有理理有据的，Live 

Legends有权中⽌止履履⾏行行协议项 之义务 如果有 理理由担⼼心 户不不能履履⾏行行傇义务或只
能履履⾏行行傇部僎义务，只有拿到未能履履⾏行行的证据⽅方可中⽌止  

18.4. 如果 户申请暂 ⽀支付或准许 户暂 ⽀支付，如果 户被 告破产或申请破产，如果
户⽆无⼒力力偿债 停⽌止或清 傇公 被置于管理理之 ，或者如果委任了了 托⼈人或接管

⼈人，Live Legends有权解除协议  

19. 不不可抗⼒力力 

19.1. 在任何情况 ，实际超出Live Legends控制范围或不不能 因于Live Legends的作 和/

或不不作 的情况应包括 阻碍⼯工作开展的天⽓气情况 包括 府实体在内的第 ⽅方的限
制 交通阻塞 如⼀一般或傇他罢⼯工 叛 战 或战 威胁 Live Legends的供应
商未向Live Legends交付或迟延交付产品 进出⼝口限制 Live Legends或傇供应商的
公 发⽣生⽕火灾 毁损和事故 Live Legends或傇供应商的运输⼯工傈发⽣生⽕火灾 等运
输⼯工傈出现故障 等交通⼯工傈发⽣生事故 府实体征收税费或采 傇他措施 ⽽而导
致实际情况发⽣生 化  

19.2. 在不不可抗⼒力力持续期间， ⽅方可中⽌止协议项 之义务 如果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任何
⼀一⽅方均有权解除协议，没有义务向另⼀一⽅方赔偿任何损失  

19.3. 如果不不可抗⼒力力发⽣生之时Live Legends已经履履⾏行行或能够履履⾏行行傇在协议项 的部僎义务，
⽽而 已经履履⾏行行或将要履履⾏行行的部僎义务 表着独⽴立的 值，Live Legends有权就已经履履



⾏行行或将要履履⾏行行的部僎 独开傈发票 户有义务⽀支付 发票，视傇 ⼀一张 独的发票

20. 保密 

20.1. ⽅方均有义务对傇 另⼀一⽅方或傇他来源获得的作 本协议⼀一部僎的任何机密信息
保密 如果另⼀一⽅方声明机密或者如果信息的性 决定了了它的机密性， 信息应视 机
密信息 收到机密信息的⼀一⽅方只应将 信息⽤用于 供信息时所约定之⽤用途  

21. 知识产权 

21.1. 与 供的或可⽤用的物品有关的版权和任何傇他知识产权 属于Live Legends  

21.2. 内容的知识产权始终属Live Legends所有 户仅有权在 约定的那⼀一次活动或发布
中使⽤用 内容  

21.3. 如果 户希望在活动或出版结束 将内容⽤用于傇他⽤用途，或者希望收到不不 格式或编
解码器器的内容， 户应 书⾯面形式或电⼦子邮 ⽅方式告知Live Legends 事 Live 

Legends随 应通知 户扩⼤大 使⽤用权限需收 的费⽤用  

21.4. Live Legends 供的材料料 户使⽤用，未经Live Legends事先批准， 户不不得复
制 出版或向第 ⽅方披露露  

21.5. 户有义务⽆无条 地尊重 供的或可⽤用的物品 的任何及所有知识产权  

21.6. 户给 指 出版或复制 户⾃自身或 表 户 供的 著作权条例例 或知识产权领
域的任何傇他法律律规定保 的物品， 是声明没有违 任何法律律规定和/或 保 的第
⽅方权益， 户保障Live Legends免 出版或复制所致之 务及傇他直接或间接 果

所引起的任何第 ⽅方索赔  

21.7. 指 不不包括对第 ⽅方商标权 保 图纸或模型 利利权 版权及肖像权的 在与
否进⾏行行调查 也不不包括对 户运⽤用 类保 ⽅方法的可能性进⾏行行调查  

22. 最后条款 

22.1. 本 ⼀一般条款及条 的 ⽤用版本总是协议 结时⽣生效的版本，除⾮非 户 意，协议
签 本 ⼀一般条款及条 的 版本 ⽤用  

22.2. ⽅方在尽⼀一像努⼒力力相互协商解决 议之前不不得向法院 交 议  

22.3. Live Legends与 户签 的任何协议 ⾹香港法律律管辖  

22.4. 与 户和Live Legends之间的协议有关的任何 议应由⾹香港的 管法院裁定 在Live 

Legends对 户援引本条之 ，作 不不 事职业或商业活动的⾃自然⼈人， 户有⼀一个⽉月的
时间依法选择由傈有管辖权的法院来解决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