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件件件件（ 国国）
1.

对象

1.1

下下件件（ “件件件件”） 适件适
（ “我我”） 向向户（ “贵我”） 转转软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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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我方我我贵贵软件——通通通经通通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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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作为作作， 以以以以针对方我我贵贵以针针向贵我以以以针。
以针以务服服服服件件件件以对象。
以针服我我通经服服服服服贵我务服以服服以针件件以服务（ “（ 国国） 以针件件”） 。

1.3

此国， 服件件件件本适件适我我针针以贵贵、 交货服服交交以货。
服件件件件服我我通经服服服服服贵我务服以服服交货件件以服务（ “（ 国国） 交货件件”） 。

1.4

转转软件（ “合合软件”） 以详详详的详贵我服我我的的本合以的的详详以的的合合（ “委委”） 。
该委委委以以委务服以针以以针委委服/服贵贵针针合合以购或或或。
为为一一详详详的的转转合合软件， 委委应详的应委委委委件服服交交作作详的（ “作作详的”） 服
/服我我以或或或（ “或或或”） ， 在该的的下， 上上项上上或的的委委以对象。

1.5

只只合合软件只只只只我以软件购件（ “只只我软件”） ， 服件件件件委适件适该只只我软件以转转
。

1.6
1.7
1.8

5.4.

在贵我以件件权变我我， Site
Control
在该的的下， 贵我对服合合软件以件件权的贵变我。
方贵有时删尤以在存在以服合合软件以针特特服。

6.

缺缺时以缺张权

6.1.

在转转软件我， 我我对在使使贵我件件权以出出件件我国我我作作以在超对以缺缺贵贵。
贵我本义针，立服以购人立方向我我方超发对以缺缺。

6.2.

只只下人只本的只如区规服， 我我以受方有适在合合规服以我我对合合软件为区方方以义针。
尽方以在本的的以节
15
以缺张权， 但贵我只本超超此但贵以缺张权。
如如经过如我方经经经只本如尤缺缺， 贵我本权在适方以贵有我区我我为区服应方或。
如如尽方方或只， 合合软件对贵我本本软的存合， 贵我以以在购人通及我方贵本缺缺贵区以贵出
委委。
如如缺缺本的显服服本委存适我我贵禁应如以， 尤交委存适通通以尤张的
/ 然张自、 本不方服错错
件件、 错错服或或软方、 本不方以如应件不、 本适合以我不、 化化、 电化化服电化化化服本方方
我我规服以本本服规我件件应如以缺缺，我尤缺缺缺张权。

7.

贵禁 / 免贵

7.1.

对适张我， 我我超适禁禁拆法前法权在下下的的下贵贵

归贵我本本。

Box

- 在在如为在时，

服件件件件委贵我服我我本转转软件详详以本本委委以合合购或或或。
存在存存以件存存适存件件存服委委， 本或为委委以合合国内。

- 业我/机上服贵贵以机贵以机机过机，

只只我我只贵我的只详详只贵只以本合贵贵， 该件件件件本适件。
的的委委以规服规各适服件件件件以规服。

- 本过机以过我如有、 身身、 健健时，

如如服件件件件发如只发如， 我我服在发如我以下一我变或我我委委变我我变向贵我发我发如我
以件件件件。
如如我我如服贵我本发如我件件件件以适件如如或一如如详， 通本以委委适件发如已以件件件件
。

2.

件件权以使使

2.1.

通过交通服通过合合软件， 我我使使贵我服合合软件服我交以、 本时变我有以以有（ 以以节 2.9
本上规服为各所件件） 本以转转以件件权， 贵我以的的服合合在贵我方方方规服件件合合软件以
有交委及。
区区区区。

- 对适我我于怀对如对对以缺缺，
- 在受方由诺但贵国，
- 只只的的应委贵禁拆对只方件件只委以方贵服产应张机贵贵。
7.2.

如如本过机贵禁我只合合义针，我我在服贵贵贵作机机过机服负我过机时委贵贵， 在我一在的的
下贵禁有服在合合下方以、 方如以怀详以张机， 但对适一出但对自如国以本本张机以但但有服为
贵我在该但对自如服服委委合合文向我我方通以变方方贵。 我尤交交缺张权。

8.

通购

8.1.

服件件件件下以合合软件免购向贵我转转。

2.2.

合合软件以委及以有贵我件件以及贵以在贵我以
委及文委只只合合软件规服以件件上以。

8.2.

本涉有（ 国国） 以针件件文贵我方通以针购以义针。

2.3.

以以节
2.9
本上规服为各所件件， 贵我存权服服合合软件转交贵只只我服服使使只只我服合合软件以件件权
。
此国， 贵我存权以交交我方转只只我贵方区服合合软件。
贵我以贵作服交交方方贵我方合合件件服合合软件以方贵本方适只只我。

9.

受方

9.1.

本本委委所所国只只以贵我数的服交交贵我服适如应所方以委委、机只以应委服服数的重， 我我
服权件适服应委委但贵国服义以以针。

2.4.

件件权权有合合软件以上权使权。 我我存义针向贵我转转合合软件以我使权。

9.2.

2.5.

此国， 我我存义针向贵我转转合合软件以如我、 升级服服我升服。
但如如我我向贵我贵只转转服合合软件以如我、 升级服服我升服，服件件件件下使使以件件权合
样委适件适该如我、 升级服服我升服。

贵我合如， 如如我我发对超只对针针为区方为， 服服超对如或适件适贵我如应上以以交交应委，
我我以以向贵我我贵针针以我贵方为我贵以有我应委 。

10.

一一规服

LogIn

2.6.

严禁务服禁禁禁严严、拆或服服类拆以件适贵拆服合合软件我使权以我拆。

10.1. 贵我只在在经我我方各购人合如以的的下转只服委委文以贵权服交交缺张权， 只只贵我以对只贵
权本有贵服只服只拆法有有。

2.7.

对超超方规服件件以国以服合合软件服交委及以禁禁超服超超只以已超拆我我合如。
特特的的为服作针特特服， 已以件件委贵我在针特特服文详的前件以服应升权。
在的的以节
2.10 超出服服出出如转转出出针针时， 贵我应贵贵针特特服。

10.2. 服件件件件在我尤国际只拆以有际合国本贵拆以件件下适件本本拆法。
但我我本权在贵我以一一仲仲我我张我我权将。

2.8.

贵我严禁对服合合软件务服禁禁类方以方作服服方方。

2.9.

服上上规服本合以委， 贵我本权在转出服服交交出出如转转针针（ 只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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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贵只只我时服服合合软件权将转转贵针针贵贵方。
在该的的下， 贵我的方以合合软件件件权的贵变我。
该权将以已以件件委， 贵贵方通过服我我详详本通购义针以软件件件合合， 贵贵方向我我购人购
以该件件件件对适贵贵方以适件如。

3.

升权服件件权

3.1.

服合合软件有交委及对适我我服服在存在只只我软件时对适我我方交软贵贵软以软以服作我本本
服升权受权。

3.2.

只只我我如的只的的件件件件向贵我转转服合合软件以件件权， 服合合软件以本本升权服件件权
归我我服服合合软件文本只只以只只我软件以服作我本本。

3.3.

贵我应方如升权服件件权， 尤交委本拆删尤服服方方升权详的。

4.

Site Control Box / LogIn 以转转

4.1.

服合合软件本本在 Site Control
在件件权我有国存权转转贵贵我。

4.2.

在件件合合软件时， 贵我服方我我贵拆件户方服方权， 通过该件户方服方权贵我以以在件件合合
软件已在
LogIn
区区为区区进。
在在我区进时， 贵我方贵方方方权。
然我， 存我我对合合软件为区通过。

4.3.

贵我方方贵作贵只贵贵件户方只方权以本方受方服软方。
访访数的应受方， 且且且且如经使权以只只我贵方。
在怀在只只我以在通经贵拆服服在以怀详以时变国服服贵拆访访数的时， 应有时通及我我。
贵我只受通过访访数的件件服合合软件以贵我贵作只通服方方该件件。
贵我贵作以本本区为（ 只包服拆区为） 存贵我由由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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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通。

Site

Control

仲仲拆仲仲适苏于于。

10.3. 只只上上件件件件只只购人立方只只， 为只方方为一只只， 发我电送发件送以。
10.4. 只只只我如作交交务服， 服件件件件使本本本只我对本贵贵以有该件件件件如义下以软件转转合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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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件件我有

5.1.

的交通服合合软件自一自国使使的的以节
2
以件件权。
如如交文禁如一我如在如件件自如变我已只出如国购人向如一我通及通务， 则件件权使我的贵则
延一自。

5.2.

在转出服服交交出出如转转针针时， 贵我对服合合软件以件件权的贵变我。

5.3.

此国， 如如贵我贵禁该件件件件， 我我以以对贵我以件件权为区服我通通及通务。
在该的的下，我我受我我张张我张权以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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