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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协议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号#  _________________  

本协议由_______签约客户 （“客户”）和______ （“制作⼈人”）于如下⽇日期_______ 签订。︒ 

制作⼈人特此同意将根据本协议下的条款、︑条件和特定要求，为客户制作并递交如下所述得媒体（“特定媒体”）。︒ 

项⽬目 

 

制作⼈人和客户同意如下的项⽬目摘要，项⽬目合同价格。︒更多的有关于项⽬目的具体约定参见附件⼀一“制作特定要求”。︒ 

 
项⽬目名称        最⼤大长度 

（秒或者分钟） 

媒体使⽤用 

（广播、︑互联⽹网、︑

DVD) 

地域 

（本地、︑地区、︑世界） 

声⾳音设计 

（是／否） 

声⾳音的版权授权 

(是／否) 

 

1. 

     

 

2. 

     

 

3. 

     

* 项⽬目不包括分包给第三⽅方编辑或者后期制作。︒ 

项⽬目总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偶发⽇日费⽤用 $ _____________.F.   

签约⽇日应当⽀支付:  % _____    $ _____________.  

故事概要和剧本批准⽇日应当⽀支付:  % _____    $ _____________.  

所有媒体最终完成和递交⽇日应当⽀支付:   % _____    $ _____________.   

客户同意，所有款项应当在项⽬目完成后的30天内结清。︒若有逾期付款情形，制作⼈人可以根据其⾃自身判断要求客户

⽀支付就所有未交款项的相当于届时银⾏行存款利率（制作⼈人银⾏行的利率）＋10%的⽉月计复利的利息，直到全款付清

。︒在任何时候客户若希望修改已经完成的项⽬目、︑特定媒体的故事概要或者故事板、︑或者任何正在制作的内容或⼯工

作，从⽽而导致了制作⼈人的额外费⽤用，包括⼈人⼯工成本，这些额外的费⽤用应当根据本协议条款与最后付款⼀一并付清。︒

 

质量 

作为本协议的核⼼心条款，双⽅方约定所有由制作⼈人递交的完成的媒体和服务应当根据适⽤用的制作标准。︒制作⼈人同意

，媒体应当符合本协议约定的质量、︑具有艺术质量的导演、︑摄像、︑声⾳音、︑艺术、︑动画、︑同步和其他根据本协议约

定的产品和艺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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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1. 完成的材料、︑服务和发布 

A. 客户： 客户应当提供剧本、︑故事板、︑展⽰示的产品、︑制作要点、︑⾳音乐、︑

演员、︑创意指导／监督，并获得相关的授权，除非在附件⼀一“制作特定要

求”另有约定除外。︒制作⼈人不对编辑／后期制作的分包作品负责。︒除非另

有约定，客户负责提供⾳音效和⾳音乐，并获得相关的版权使⽤用授权。︒ 

B. 制作⼈人：制作⼈人应当根据本协议和附件⼀一“制作特定要求”的约定交付

完成的特定媒体。︒在适⽤用的⼯工会或者作家协会协议的允许范围内，制作

⼈人应当向客户交付参与制作的演员、︑相关⼈人员和实体所签署的同意书、︑

弃权书或发布许可。︒除非附件⼀一“制作特定要求”另⾏行约定，制作⼈人应当

⾃自⾏行准备完成特定媒体之所需。︒ 

2. 特定要求的更改 

在任何时候，客户若希望修改任何完成的作品、︑特定媒体的故事剧本或

故事板或者任何正在制作的材料和作品，从⽽而导致了制作⼈人的额外费⽤用

，包括⼈人⼯工费⽤用，这些额外费⽤用应当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和最后⼀一笔付款

⼀一并结清。︒ 

3. 所有权 

除非本协议另⾏行约定，制作⼈人拥有本协议项下的媒体的所有权利、︑所有

权和利益，包括所有的版权和所有的负⽚片、︑正⽚片、︑⽚片花、︑被剪辑掉的原

始资料。︒制作⼈人授权客户为期⼀一年的非排他性的、︑不可转让的授权来根

据项⽬目概述和附件⼀一“制作特定要求”约定来使⽤用媒体。︒若客户希望超越

项⽬目概述和附件⼀一“制作特定要求”的约定，以额外的⽬目的使⽤用媒体，客

户应当获得制作⼈人的额外的授权。︒客户可以延长⼀一年期的授权期限至永

久性期限，只需要再⽀支付合同价款的125%。︒客户也可以以合同价款的

150%来购买作品的版权和所有权。︒ 

4. 安全和保密 

制作⼈人理解，某些媒体的信息可能是保密或者敏感的。︒制作⼈人同意，在

客户的具有合理理由的书⾯面要求下，参与制作的⼈人员可以签署适当的协

议约定不会与他⼈人讨论和披露作品信息或者特定媒体，除非这些披露是

根据本协议制作⼈人制作媒体按照通常惯例所必须的。︒ 

5. 独⽴立承包商 

双⽅方明确，制作⼈人和其他参与制作⼈人员在本协议项下是以独⽴立承包商来

完成本协议的义务，⽽而非客户的雇员。︒ 

6. 制作⼈人保证 

制作⼈人陈述和保证： 

A. 制作⼈人具有完整的权利来签订本协议、︑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遵守

适⽤用的联邦、︑州和地区的法律、︑法令和规定，以及所有制作⼈人签订的适

⽤用的⼯工会协议。︒ 

B. 制作⼈人将使⽤用合理的努⼒力来获得所有的履⾏行协议、︑复制和展⽰示由制作

⼈人提供的特定媒体中包含的素材、︑元素和服务所需要的授权、︑同意和权

利。︒ 

7. 客户的保证 

签约客户陈述和保证： 

A. 客户应当按照本协议第⼀一段约定的，在交付⽇日30天内结清款项。︒所有

与表演者有关的表演⼯工会合同表格（比如“表格⼀一”），以及和不同的⼯工

会办公室递交的材料，都是由客户直接负责。︒ 

8. 材料的交付 

特定媒体的交付是指由制作⼈人向客户交付本协议第⼀一段所约定的媒体。︒ 

9. 付款 

客户理解，本协议所约定的付款条件是根据完⼯工后30天内及时现⾦金付款

所约定的。︒若客户在付款⽇日逾期未能⽀支付相应的款项，制作⼈人可以根据

其⾃自身判断要求客户⽀支付就所有未交款项的相当于届时银⾏行存款利率（

制作⼈人银⾏行的利率）＋10%的⽉月计复利的利息，直到全款付清。︒ 

10. 赔偿 

客户同意赔偿、︑辩护、︑免于制作⼈人和其管理⼈人员、︑雇员、︑代理⼈人和被授

权⼈人所有和任何的索偿、︑法律⾏行动、︑损失、︑责任和费⽤用，若上述产⽣生于

本协议的任何责任、︑保证和陈述被违反。︒客户应当赔偿因为客户使⽤用其

未被允许的资料⽽而产⽣生的索偿、︑费⽤用。︒客户应当负责因未授权使⽤用的图

⽚片、︑⾳音乐、︑视频、︑电影、︑摄影、︑设计、︑动画和广告植入内容⽽而引起的任

何特殊授权的款项和版税。︒ 

11. 税赋责任 

所有因制作和向客户交付特定媒体所引起的销售税、︑使⽤用税和其他税赋

（除了因制作⼈人为制作购买材料的销售税）都应当由客户负责。︒客户应

当⽀支付、︑辩护和免于制作⼈人⽀支付这些税赋。︒ 

12. 转让 

未经另⼀一⽅方的书⾯面同意，本协议不可以转让给他⼈人。︒ 

13. 保险 

客户应当购买、︑⽀支付和保持职业责任（错误和过失责任）保险，来覆盖

因使⽤用全部或部分媒体⽽而产⽣生任何知识产权侵权。︒客户应当在签订本协

议之前向客户书⾯面说明这些情况。︒在准备制作之前，客户应当购买和保

持保险来覆盖代理⼈人／客户⼯工作，制作⼈人不应当承担该保险的费⽤用，该

保险的保单应当列制作⼈人和导演为“被保险⼈人”。︒所有的代理⼈人／客户保

险应当为优先⽀支付的保险（不需要等到其他保险⽀支付），⽽而且是在非连

带责任责任的基础上出具。︒所有代理⼈人／客户保护伞保险的责任为

$10,000,000。︒若有需要，客户应当负责购买额外的保险，⽀支付保费，并

⽀支付所有保险的抵扣⾦金额。︒客户应当赔偿、︑抗辩、︑免于制作⼈人和导演与

媒体、︑代理⼈人／客户保险项⽬目（制作⼈人的部分）有关或者因此引起的所

有索偿、︑要求和法律⾏行动，包括辩护费⽤用和法律费⽤用。︒ 

14. 修改 

未经制作⼈人明确同意，修改原始作品（⾊色彩过度、︑镜像、︑剪辑）或者制

作额外的作品都被禁⽌止。︒制作⼈人应当被优先提供机会对作品的修改的机

会。︒未经授权的修改构成了额外使⽤用，将被要求付款。︒ 

15. 偶发事件或天⽓气 

A. 偶发⽇日期是指任何因为制作公司无法控制的情况导致了原本计划的媒

体／影⽚片摄制未能如期进⾏行的那天。︒ 

B.  这些情况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1) 天⽓气情况（⾬雨、︑雾、︑⾬雨雪、︑冰雹、︑或者任何不利情况无法达到客户要

求的摄影条件）。︒ 

(2) 受伤、︑⽣生病或者客户提供的元素没有到场（比如，主要演员、︑⾊色彩更

正产品等）。︒ 

(3) “不可抗⼒力” （指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暴动、︑⽕火灾、︑洪⽔水、︑⽕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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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罢⼯工、︑⼯工⼈人运动、︑民权运动、︑恐怖⾏行为和⾃自然现象）。︒ 

(4) “客户保险的重新摄制”（由客户已经投保的任何额外的⼯工作⽇日，因此

客户授权这些费⽤用）。︒客户应当提供偶发⽇日的费⽤用，在这个偶发⽇日摄影

之前这些费⽤用应当被事先批准。︒ 

C.  制作公司注意到其应当尽量减少偶发⽇日的责任，并使⽤用业界普遍接受

的取消惯例。︒ 

D. 制作公司将提供最⼤大费⽤用数额（⼀一个“不会超过”的⾦金额）作为偶发⽇日

的费⽤用。︒这个费⽤用将成为⼀一天的费⽤用。︒然⽽而，这个⾦金额不包括摄制⼈人员

和设备的额外费⽤用（比如，若偶发⽇日在根据连续雇佣⽽而适⽤用的周末、︑假

期或者奖⾦金⽇日）。︒ 

16. 取消或者延迟 

取消或者延迟被定义为，因为客户的原因或者根据客户的要求，把制作

推迟到之后的某个⽇日期，甚至全部取消项⽬目。︒ 

若制作公司已经将特定⽇日期根据本协议确定给客户，制作公司不会将这

些⽇日期再售予他⽅方。︒如果⼯工作取消或者在指导⽇日期之内延迟，这个时段

无法再给其他公司提供服务。︒双⽅方理解，制作公司的唯⼀一收入来⾃自于时

间。︒ 

电影或者数码视频制作的取消和延迟 

A. 如果取消或者延迟的通知在摄影⽇日之前的1到10个⼯工作⽇日之前送达制

作⼈人，客户应当向制作公司负责如下：(1) 所有成本费⽤用︔；(2) 所有约定

的导演费⽤用︔；和(3) 所有约定制作费⽤用。︒ 

B. 如果取消或者延迟的通知在摄影⽇日之前的11到15个⼯工作⽇日之前送达制

作⼈人，客户应当向制作公司负责如下：(1) 所有成本费⽤用︔； (2) 不少于

50%的约定的导演费⽤用︔；和(3) 不少于50%的所有约定制作费⽤用。︒ 

C. 如果取消或者延迟的通知在摄影⽇日之前的提前⼤大于15个⼯工作⽇日之前送

达制作⼈人，客户应当向制作公司负责如下：(1) 所有成本费⽤用︔； (2) 不少

于25%的约定的导演费⽤用︔；和(3) 不少于25%的所有约定制作费⽤用。︒ 

取消或者延迟CGI或者动画制作 

A. 如果在⼯工作制作计划进展到⼀一半以后，客户才通知取消和延迟，客户

应当承担制作公司就此项⽬目的约定的所有费⽤用。︒ 

B. 如果在⼯工作制作计划进展到签约⽇日到交付⽇日之间第⼆二个四分之⼀一阶段

期间客户才通知取消和延迟，客户应当承担制作公司如下： 

(1) 所有的实际费⽤用，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成员的费⽤用和⾃自由合同⼯工的

费⽤用。︒如果⼈人⼯工未能被公司重新安排，则此费⽤用包括此⼈人⼯工⼀一直到原本

预期结束⽇日的全额费⽤用。︒如果是⾃自由合同⼯工其未能找到其他项⽬目，则也

按照上述约定。︒ 

(2) 全部的按照约定的创意费⽤用。︒ 

(3) 所有的按照约定的制作费⽤用。︒ 

C. 如果在⼯工作制作计划进展到签约⽇日到交付⽇日之间第⼀一个四分之⼀一阶段

期间客户才通知取消和延迟，客户应当承担制作公司如下： 

(1) 所有的实际费⽤用，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成员的费⽤用和⾃自由合同⼯工的

费⽤用。︒如果⼈人⼯工未能被公司重新安排，则此费⽤用包括此⼈人⼯工⼀一直到原本

预期结束⽇日的全额费⽤用。︒如果是⾃自由合同⼯工其未能找到其他项⽬目，则也

按照上述约定。︒ 

(2) 不少于50%的按照约定的创意费⽤用。︒ 

(3) 不少于50%的按照约定的制作费⽤用。︒ 

17. 发布指导 

直到客户书⾯面通知，制作公司和导演拥有⼀一个可撤销的使⽤用权来使⽤用完

成的媒体作推广⽤用途。︒ 

18. 争议解决 

争议的获胜⽅方可以要求另⼀一⽅方⽀支付获胜⽅方的与法律程序有关的律师费⽤用

和⽀支出。︒ 

19. 协议的全部和修改 

本协议和任何附件构成了制作⼈人和客户之间完整的协议。︒任何修改都必

须经过各⽅方的书⾯面签字才⽣生效。︒ 

20. 标题 

在协议中插入的标题仅仅为了⽅方便和引⽤用，其不代表任何限制或者形容

本协议或者其任何条款的范围或者意图。︒ 

21. 不放弃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执⾏行其任何权利都不构成对这些权利的放弃。︒ 

22. 执⾏行 

如果本协议⼀一个或者多个条款被才裁定为无效条款，则其他条款的有效

性不受到影响。︒ 

23. 平等机会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制作⼈人同意不会因为种族、︑宗教信仰、︑性取向、︑

肤⾊色、︑性别、︑来⾃自于哪个国家、︑年龄、︑残疾或者任何受到联邦、︑州和地

⽅方法律保护的情况⽽而歧视任何员⼯工或者申请⼈人。︒ 

24. 适⽤用法律 

本协议应当按照本协议第⼀一页所列的签订本协议的制作公司办公室的所

在法域的地⽅方法律来解释和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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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和签署 

客户：             制作公司： 

姓名／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州／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州／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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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制作特定要求 

  

项⽬目描述：如下是对于项⽬目和客户要求的交付物的详细描述。 

制作计划：制作计划将由客户和制作公司共同决定。客户和制作公司将以⽇日历⽇日期来确定如下的⼯工作流程和制作进展： 

预先制作:  

研发和概念－制作准备 －履⾏行准备 － 制作计划，各⽅方召集、报道信息表（call sheets)。 

制作: 

摄影计划 －－媒体惯例和备份 －现场结束 

后期制作： 

⾳音乐选择 －编辑和⾳音效设计 －动画设计和⼈人⼯工动画 － ⾊色彩更正 －合成灌录 

后期结束 

项⽬目档案和媒体的归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