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规则十大要点
2014 年 3 月，
该文件概述了由 eYeka 网站(www.eyeka.com)组织的比赛的法规。 法规规定了参赛者的权利和
义务。

更多详情，请参考括号中的数字，它们涉及了每场比赛的法规条款。

本文件仅用于参考，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内容：

一、来自组织者的比赛详情
二、遵守比赛法规
三、参赛
四、提交艺术创作的义务
五、公司材料的使用-机密
六、获奖作品的选拔
七、奖金
八、作品的使用
九、担保与赔偿（第 9 条）
十、免责声明和责任限制（第 14 条）

一、来自组织者的比赛详情
eYeka 正在以公司的名义（第 1 条）为参加比赛的人组织一场有力的号召。公司的详情已在
法规中阐明，除了该比赛在 eYeka 网站上整理成为机密信息之外。

二、遵守比赛法规
这些法规受法律约束 （第 12 条）
。在参赛前，申请人务必接受法规并承诺遵守法规的规定。

当他们承认存在诈骗或者违反规则时，他们在比赛中的参与和/或授予的奖金将视为无效。
（第 2.9， 3.4， 10 条）

三、参赛
除非有特殊标注，否则比赛向任何人开放，没有年龄或者居住地的限制。
但是，未成年人的参赛需经父母同意 （第 2.3 条）
。
比赛的参与需首先在 eYeka 网站上创建一个用户账号并同意该网站的使用协议
（第
2.4 , 7.3 条）。 只有在比赛期间上作品才能参加比赛（第 2.2 条）
。

四、提交艺术创作的义务
比赛包括了制作富有创造性的作品（第 1, 2.1 条）。参赛者不得提交任何非法内容（第 3.1 条）。

这些投稿必须遵守：

法律和法规（第 3.1 条）和
比赛的简介和指导方针（第 2.1， 3.2 条）
eYeka 网站是提交作品以参与比赛的唯一渠道。由任何其他途径传送的作品将作废 （第 2.4
条）
。
参赛者必须在描述他们的作品时明确说明融合在他们作品中的非原创元素的出处 （第 3.3
条）
。

五、公司材料的使用-机密



公司的材料的使用 （第 2.7）
：当任何受知识产权保护的部分由公司提供时，对公司材
料的使用受限于 eYeka 网址上以参赛为目的而创建的作品。
除非为了使材料贴合投稿而对材料进行合理地缩减并裁切，否则不允许对公司材
料做任何的修改。



当在 EYEKA 网站上所组织的比赛视为机密时 （第 2.6 条）



-在比赛期间，参赛者所上传的作品不得公开发布在 eYeka 网站上。

- 此外，为使公司或者 eYeka 能查看参赛者在 eYeka 网站上上传的作品，每一位参赛选手必
须将其作品保密。因此，参赛者承诺，任何时候不向任意第三方披露或者交谈有关作品的任
何或者所有的信息。
- 参赛者仅可以向直接参与创作作品的人员披露作品信息。
- 除非公布了获奖者，否者该义务始终生效。 对于获奖作品，该保密义务将持续，任何可
实施作品的披露受限于产权转让协议的条款。

六、获奖作品的选拔
获奖作品将由公司和/或 eYeka 的专家小组进行选拔（第 4.1 条）
，该选拔根据以下标准：执
行质量，叙述，同比赛简介的相关性以及作品的原创性 （第 4.2 条）
。

eYeka 将代表公司并以它的名义根据在 eYeka 网址注册期间所提供的邮箱地址通过邮件告知
获奖者（第 4.4 条）
。

获奖者同意 eYeka 在 eYeka 传播媒体上公布他们的用户名（包括 eYeka 博客，eYeka Twitter 以
及 Facebook 账户）
（第 4.4 条）
，包括在 eYeka 网站上为了促销和媒介的关系，无偿地重现他
们的名字，姓以及和比赛相关的获奖信息（第 11 条）。

eYeka 将向公司披露获奖者的个人详情（包括名，姓，邮递地址，身份证或者护照号码以及
出生日期）
（第 13 条）
。

七、奖金
获奖者将收到法规中所述奖金 （第 5.1 条）


该奖金视为创作人向客户转让知识产权转让的费用（第 5.2 条）
。



由 eYeka 代表公司并以它的名义，向获奖者的 Paypal 账户支付奖金，并且在上传期间结
束后不迟于 8 周内通过 eYeka 账户颁发奖金（第 5.4 条）。

获奖奖金受限于：


创建并拥有一个有效的 Paypal 账户来参加比赛（第 2.4 条）
。



提供 eYeka 正式签署以及签署的转让协议协议副本，
并根据 投稿事项 寄回至 eYeka
（第 6.5 条）
。

当获奖者的城市未能提供 Paypal 系统，奖金将以银行转账的形式由 eYeka 转至获奖者的银行
账号。


可能作为接受这些奖金的结果，获奖者对其税务机构的支付声明负责，并对所有税的支
付以及任何适用利率下的社保费负责（第 5.3 条）。

八、作品的使用
a. 获奖作品的使用 （第 6 条）
获奖者将他们作品中的知识产权转让给公司。eYeka 将通过邮件向获奖者发送一份产权转让
协议 （第 6.1 条）
。

附录中提供的产权转让协议模板可供法规使用。eYeka 网站的内容页面上，产权转让协议模
板可供使用。产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不可协商 （第 6.4 条）
。

每位获奖者同以公司的名义并代表公司的 eYeka 签署产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
比赛中获奖者授予的权利转让给在产权转让协议中所建的法律保护期限分配权（第 6.2 条）
。
获奖者必须用名字签名，签署并返还 eYeka 的产权转让协议副本以及在 eYeka 所指示的格式
和媒介中的投稿事项（第 6.5 条）
。
如果一名获奖者在一定期限中并未成功返还用名字签名并签署的财产转让协议，该获奖者将
被取消资格同时在公司的决定下，将挑选另一名获奖者（第 6.6 条）
。

如果为使用作品而有必要的话，本公司和/或 eYeka 可能要求获奖者对作品稍作修改（第 3.6
条）
。

b. 对所有接收的投稿的使用
除却获奖投稿，参赛者在作品中保留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第 2.8,7.4 条）
。
如果本公司决定不在获奖作品中获取知识产权，这也同样适用 （第 6.7 条）
。

仅仅通过他们的比赛，参赛者清楚地授权本公司重塑并令投稿可对外公开以做外部的沟通，
公共关系，企业通讯以及基于固定期限的分析 （第 7.1 条）。

每一位参赛选手授权本公司制造并以他们作品中发展的想法，主题和/或理念作为市场项目
（第 7.2 条）
。

参赛者同意，对于些许的作品资源，理念，想法和创新，本公司拥有永久的行使权。一般来
说，由内部发展而成或者是由本公司外部的合作伙伴制作而成的任何一种创新型材料，
（第

8 条）以及本公司可能会开发新的作品，该作品将和原来作品有相似的效果，但没有侵权。

九、担保与赔偿（第 9 条）
所有参赛者担保他们的作品都是原创之作（第 9.3 条）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是知识产
权的全权所有人 （第 9.6 条）
。

如果不是，所有的参赛者保证他们已经从每一位为他们的作品作出贡献的作者那获得了书面
许可（第 9.4,9.5 条）
。

在他们的作品中分配权利的参赛者担保，本公司将享受并执行所有同他们的投稿相关的权利
（第 9.2 条）
。



所有参赛者承诺他们的作品没有侵害任意第三方的权利（第 9.3 条）
。



对于因参赛者导致的任何同违反法规相关的全部索赔，以及任何第三方因参赛者所投稿
的侵权行为或者可能的侵权行为，所有参赛者应使 eYeka 及本公司免受损害
（第 9.1 条）
。

十、免责声明和责任限制（第 14 条）


特别是当互联网连接问题，与投稿损失相关的遗失或者损坏，参赛者现代或者其他设备
被潜在病毒感染或者被第三方入侵的事情出现时，本公司及 eYeka 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 eYeka 的忽略行为或者不作为而造成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eYeka 的责任限制并不适
用于该特殊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