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鸽销售协议
1

协议内容

1.1
承包商将为客户完成以下工作：
- 根据 GPS 公司质量报告挑选“合适的/健康的”鸽子；
- 确定鸽子的销售等级；
- 通过“固定价格”销售客户的鸽子；
- 以公开宣传的方式促进上述销售活动，在 www.gps-fixedprice.com 网站上发布包括
鸽子照片在内的相关内容（发布时间最长 30 天）。此外，承包商向 GPS 网站注册
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过实时通讯为上述销售活动做广告。
1.2

承包商将通过社交媒体以及全球代理推广“定价鸽”的销售。

1.3

本协议签订后的任何附加协议或承诺，只有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才具有约束力。

1.4

本协议针对协议第 1.1 条中约定的工作内容而签署，工作完成后协议将自动终
止。

1.5

相关活动将在双方签署本协议后启动。

2

协议转让

2.1

承包商可将全部或部分工作内容交于第三方（包括其下属机构）完成，相关费
用与风险由承包商自行承担。但是，承包商仍然对交付的工作质量及协议的履
行负责。

2.2

基于本协议第 2.1 条内容，承包商可自行组织和委托相关活动。

2.3

此外，承包商在执行本协议时将尽可能考虑客户的合理意愿，但前提是，承包
商认为将有助于本协议的执行。

2.4

在签订本协议时，承包商承担尽最大努力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并承诺尽其所知
所能，以其谨慎的专业人员身份执行本协议。

3

付款与费用津贴

3.1

承包商将收取总销售额的 30%作为佣金（按照此价格收取 21%的增值税）。
若鸽子未能售出，客户向承包商支付的费用为每羽 37.5 欧元，作为承包商为销
售鸽子而支出的费用的补偿。
如果没有买家，鸽子将退还给客户。
必须为待出售鸽子拍摄专业照片，以刺激本次销售。客户可与承包商预约拍
摄，拍摄时间为销售活动启动前每周四上午 11:00 至 12:00。拍摄费用为每羽
22.5 欧元，包括一张全身照片、一张眼部特写照片，外加一个宣传片。GPS 公
司将借此机会根据 GPS 检测报告提前对鸽子进行检测。

3.2

本协议第 3.1 条所述金额将在买家付款，并确认鸽子处于正常状态且符合要求后
进行最终结算。

3.3

若客户违约，在不损害承包商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客户应立即向承包商支付其
全部索赔金额。此外，承包商有权暂停其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且无需对因此造
成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承包商为获得索赔金额而产生的任何司法及司法外费
用均由客户承担。

3.4

若客户对承包商开具的发票金额有任何异议，须在发票发出后 14 天内以书面形
式告知承包商。若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则视为客户同意发票金
额。除非承包商以书面形式确认，否则客户所提书面异议不能免除客户在付款
期限内支付发票金额的义务。

3.5

若客户在销售达成后交付病鸽，承包商可以拒收。承包商处不安放病鸽，因此
也不会将其退还给客户。

4

协议的临时终止

4.1

客户有权临时终止本协议，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客户因终止本协议而遭受的
任何损失，由客户自行负责。损害赔偿费用根据当时的销售状况、已完成的工
作量及额外费用进行计算。

4.2

双方均有权基于“重要原因”提前终止本协议全部或部分条款，并立即生效，无需
遵守通知期限，无需发出违约通知或司法干预，如因客户方无故取消拍卖，客
户需按规定支付 GPS 公司相关费用。“重要原因”包括：

-

另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且未能在对方以书面形式对其通知后
4 周内进行纠正；
另一方援引不可抗力条款且不可抗力持续时间已超过 3 个月，或一旦确定不可抗力
持续时间将超过 3 个月；
另一方已申请延期偿付，或已被宣告破产、已被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状态，或因此其
资产或部分资产已由指定管理人进行管理；
另一方未能适当地或及时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尽管对方已经给予其机
会，并已经对其进行警告。

5

保密性与注意事项

5.1

协议双方以及承包商根据本协议雇佣的任何人，均有义务对根据本协议知悉的
所有信息保密，对保密性质已知的所有信息保密，对双方理解的具有保密性质
的所有信息保密。

5.2

协议双方将尽可能谨慎地使用其根据本协议知悉的信息。

6

其他规定

6.1

承包商于（ ）年（ ）月（ ）日在（ ）商会或法院备案的通用条款与条件适
用于本协议与本协议的执行。客户方的通用条款与条件不适用于本协议及本协
议的执行。

6.2

本协议或后续协议可能产生的所有争议将提交至（最近的）法院解决。荷兰法
律排他性地适用于解决所有相关争议。

通用条款与条件适用范围
上述通用条款与条件适用于 GPS 公司代表鸽子卖方（出售一羽鸽子或多羽鸽子）与买
方达成的所有购买协议。
上述通用条款与条件同样适用于 GPS 公司与鸽子卖方（出售一羽鸽子或多羽鸽子）达
成的所有委托合同。
在 GPS 公司网站上注册成功即表示您同意并承认并接受上述通用条款与条件的有效
性。事实上，若不承认这些条款与条件的有效性，您是无法完成注册的。
GPS 公司网站与固定价格网站
GPS 公司已精心编辑其网站内容与设计。此外，GPS 公司尽可能合理地更新网站内
容，并对其进行补充，以防止网站内容出现不规范、不准确之处。尽管 GPS 公司如此
谨慎，其网站内容仍有可能不是最新的，或包含不规范、不准确之处。GPS 公司在此
明确声明，我方对由此或可能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GPS 公司不对其网站内容与网站的安全性负责。GPS 公司网站用户自己对其所使用的
网站信息（无论是否被允许）负责，对其向使用本网站的其他个人或实体发送的信息
负责。
销售活动中的信息来自私人卖家、育种中心、中介机构或协会联系人，故私人卖家、
育种中心、中介机构或协会联系人等信息提供者对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负责。若因
误以为所显示的信息是准确的或完整的而遭受任何损失，则提供该信息的个人或实体
对损失负责，GPS 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GPS 网站用户登陆该网站或在该网站注册（创建账户）后，自己负责管理账户数据，
如用户名、登陆密码。用户必须谨慎使用账户数据，登陆密码对第三方保密。若第三
方通过上述用户的用户名与密码在 GPS 网站上对拍卖标的出价竞拍并赢得拍卖，则上
述用户对竞拍结果负责，其有义务支付购买金额。用户必须找出滥用其账户数据的第
三方，以弥补损失。
GPS 公司对上述使用网站用户数据的行为概不负责，除非拍卖过程中出现重大过失/疏
忽。
GPS 公司可以定期将有关采购与服务合同的信息发送到另一方指定的与 GPS 公司进
行联络的电子邮件地址，另一方有义务定期收集这些信息。如果另一方有新的电子联
系地址，则必须立即调整。如果另一方在联系中出现疏忽大意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违
约，则自行承担任何损失。

卖方须遵守的销售规则
通过 GPS 公司出售鸽子，卖方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 在举行互联网拍卖或在拍卖大厅拍卖前，GPS 办公室必须有待出售鸽子的血统记
录，卖方可选择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提供鸽子的血统记录。
-

血统记录经认可后，GPS 公司与卖方商定出售日期。双方同意预约时间为待出售
鸽子拍照。

-

拍照期间为待出售鸽子做检查。疫苗接种清单必须由卖方提供。GPS 公司拒绝接
收体格、质量或健康状况不佳的鸽子。检查与拍摄工作结束后，待出售鸽子由卖方
取回。

-

关于待出售鸽子，卖方有责任提供正确的、完整的信息。如果因卖方提供的信息不
正确、不完整而造成任何损失，卖方应对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此外，所有关于待出
售鸽子育种或种族的附加数据必须以数字形式提供，照片资料同理。

-

鸽子一经售出，必须在协商后尽快联系 GPS 办公室交付。若未能成功交付，必须
与 GPS 公司达成协议。

-

若在任何时候发现待出售或已拍卖出的鸽子未接种疫苗或健康状况不佳，GPS 公
司有权宣布出售无效。但卖方有义务向 GPS 公司支付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
销售费用与佣金费用。若 GPS 公司或第三方因这些鸽子健康状况不佳而遭受损
失，卖方应对这种间接损失负责。

买方须遵守的销售规则
若买方已成功购买一个拍卖（出售）标的，则适用以下规则：
-

拍卖（出售）标的以其购买时的状态出售。买方在收到拍卖（出售）标的后必须仔
细检查其健康状况。如有问题，必须在 3 周内向 GPS 公司报告，因拍卖（出售）
标的为有生命物体，其健康状况有可能发生变化。3 周后向 GPS 公司报告的任何
问题将不予以处理，且不在由 GPS 公司引起的损失赔偿范围内。

-

若买方赢得拍卖，且拍卖已结束，则买方有义务购买拍卖标的。但只有在买方全额
支付拍卖金额后，拍卖标的才归买方所有。

-

若买方出于任何原因决定不支付购买金额，则其对卖方或 GPS 公司因此遭受的损
失负全责。在这种情况下，GPS 公司有权代表卖方将拍卖标的售予他人。

-

GPS 公司或卖方收到购买金额后须在 14 天内将拍卖标的运抵买方处，但适用检疫
期的国家除外。

关于鸽子血统
GPS 公司不对鸽子血统负责，卖方须如实填写鸽子血统记录。
关于鸽子的存储与运输
若 GPS 公司储存鸽子或负责将鸽子运送至买家处，则适用以下规定：
-

若由 GPS 公司负责存储鸽子，则根据荷兰货运代理与物流服务行业协会
（FENEX）于 1995 年 11 月 15 日交存至鹿特丹地区法院登记处的《荷兰存储条
件》（Dutch Storage Conditions）存储。

-

若由 GPS 公司负责将鸽子运送至买家处，则适用 AVC 条件，适用 2002 年版国内
运输条件与 CMR 国际运输条件。

通用条款与条件的变更
GPS 公司可随时更改通用条款与条件。若有更改，GPS 公司会将其更新版本发送给适
用通用条款与条件的另一方，对方须在 21 天内答复是否同意并接受更新后的通用条款
与条件。若对方没有答复，则视对方接受新的通用条款与条件。若对方拒绝接受新的
通用条款与条件，则适用通用条款与条件的协议被解除，且立即生效。GPS 公司会让
另一方以书面形式确认接受或拒绝更新的通用条款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