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艾美可尔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订单服务合同 

甲⽅：成都艾美可尔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新区天府⼤道北段1700号环球中⼼E1-1-815 

⼄⽅： 

地址： 

本条款由美国EverDearTM中国⼤陆地区唯⼀品牌代理——成都艾美可尔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以及随附的订购表格上的公司或个⼈(以下简称“⼄⽅”)，本着平等、⾃
愿的原则，经协商⼀致签订。本条款仅受本⽂件和所附订购表格及其修正的规定管辖。通
过签署订购表格，⼄⽅明确表⽰同意购买该产品及完全理解订购表格所附条款。 
 

第⼀条 服务和过程 

1. ⼄⽅所提供的碳源材料将被运到甲⽅的实验室进⾏碳精炼，以制成纪念钻⽯。⼄⽅
授权甲⽅及甲⽅的合作伙伴运输和使⽤⼄⽅提供的所有碳源样本。⼄⽅同意，（若
有）任何超出钻⽯制作过程所需的碳源材料不会被归还给⼄⽅。 

2. 甲⽅同意，钻⽯⽣产预计将在头款（总价的50%）结算之⽇起的⼗⼀(11)个⽇历⽉内
完成。⼄⽅明⽩，如果⼄⽅订购了额外服务，订单⽣产可能会延长两（2）个⽉。钻
⽯⽣产和附加服务在下⽂中被称为“过程”，即将交付的产品被称为“产品”。以上时间
为⼀个预计时间⽽⾮保证。预计时间基于甲⽅过去订单处理时间的经验，并可能受
到下单时甲⽅待⽣产订单数量⽣产负荷、钻⽯颜⾊⼤⼩等要求和其他技术因素的影
响。 

3. 甲⽅保证本产品可以接受任何国际国内权威珠宝鉴定机构的认证，每件产品都有⼀份
认证书以确认其碳源，证明钻⽯的4C，并明确镶嵌珠宝的⾦属和重量。如果⼄⽅希望
产品由其他独⽴的宝⽯研究所认证，则需要⽀付额外的费⽤，交付时间也会相应延
长。 

4. 甲⽅可以通过特殊的安排，与⼄⽅协商提供额外的形状及⼤⼩的产品。任何此类产品
或服务将与⼄⽅协商后提供，并以书⾯形式由甲⽅确认。通过这种特殊的安排制成的
不同的形状和尺⼨的产品将继续遵守本条款与条件。 

第⼆条 样本 

1. ⼄⽅必须向甲⽅提供头发或⾻灰的碳源材料（以下简称“样本”）。样本应装在⼀个
安全的密封容器⾥，寄到甲⽅提供的地址。 

2. ⼄⽅保证在以制作产品的⽬的下提供的样本，在法律上由他/她所有，不与任何第三
⽅相关。⼄⽅保证在制作产品的⽬的下，使⽤样本不需要任何第三⽅的许可。在任
何索赔或相关的样本权纠纷的情况下，⼄⽅须⾃⼰负责，并承担所有相关的费⽤。
如因此纠纷对甲⽅造成任何损失，⼄⽅必须赔偿甲⽅的全部损失。 

3. ⼄⽅确认，他/她知道他/她提供的任何样本，在以⽣产产品为⽬的的前提下，为了
制作私⼈定制产品，将会经过处理以获得⼀组特定的⼈或动物的微量元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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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同意，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样本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原有结构，并不能恢复
原状。如果解约，甲⽅不能保证归还完整样本。 

4. ⼄⽅理解并同意样本将被甲⽅根据其内部程序使⽤，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运输，分
析， 在产品制作的前提下提取微量元素，备⽤存储等⽬的。 

第三条 付款 

1. 在甲⽅邮寄包装材料和其他材料给⼄⽅前，⼄⽅可能会被要求⽀付⼀笔500⼈民币的定
⾦，该笔费⽤是不可退还的定⾦，将从钻⽯的头款中扣除。 

2. ⼄⽅同意在甲⽅确认收到头发和/或⾻灰样本之⽇起七(7)个⽇历天内，⾄少⽀付订单
总⾦额的50%作为头款。这笔头款是不可退还的，在收到头款后，双⽅同意不修改或
以任何⽅式改变订购表格上的细节。 

3. 从签署订购表格和这些条款及条件即⽇起，甲⽅提供七(7)个⽇历天的“冷静期”(以订购
表格签署⽇期起计算)。在此期间内订单可以被取消，订单总⾦额的5%将会被甲⽅收
取作为违约⾦，⽽剩余款项则将被退回。⼄⽅应了解若需请求订单取消必须以书⾯形
式提出，并经甲⽅书⾯确认。⼄⽅为订单的提供的样品将通过快递退回，或选择个⼈
领取。当“冷静期”结束，所付⾦额将不会被退还给⼄⽅。 

4. 在产品制作完成时，甲⽅将向⼄⽅展⽰最终产品的图⽚。未⽀付的订单尾款应由⼄⽅
在甲⽅出⽰这些图⽚后七(7)个⽇历天内⽀付。在收到订单全款之前，甲⽅将不会安排
产品的交付。 

5. 如果甲⽅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收到付款，甲⽅可以按每个⾃然⽇收取订单价值1%
的罚款，最⾼⾦额为法律允许的⾦额。如果⼄⽅超过三⼗(30)个⽇历⽇没有⽀付尾
款，该订单将⾃动取消，所付⾦额和产品不会被退还给⼄⽅。 

第四条 交付验收 

1. ⼄⽅保证他/她理解下列条件，并同意: 
− ⽣产产品的过程根据需要可以是在⾼温⾼压条件下，或通过化学⽓相沉积等其他
科学⽅式⽣产⽽成; 

− 每份产品都单独⽣产，受样品影响，可能有夹杂物; 
− 产品的净度可能不符合⼄⽅的期望，或任何对产品拥有权益或利益的第三⽅的期
望; 

− 如果顾客对钻⽯颜⾊有特定要求，根据要求将可能会在温压退⽕或BHT处理等的
情况下变更产品的颜⾊; 

− 从样本中提取的碳将与溶剂催化剂、垫⼦、塞⼦、钻⽯种⼦、⽯墨加热器、碳套
管、 氧化镁套管、传压介质、特殊密封垫、普通碳、电流导线、热绝缘和其他⾼
压⾼温⼯艺的必要部件相结合，因此，产品除了纯碳之外，还可能含有环境引起
的元素、⾦属催化剂或包裹物; 

− 甲⽅将合理地尽⼒获得最⾼质量的产品。若只能通过降低产品的重量来改善产品
的质量(净度或切割等级)，双⽅将协调进⼀步制作⽅案; 

− 在制作过程中的产品损失的风险很⼩，但依然存在; 
− ⼄⽅了解并且接受甲⽅制订的对产品的培育过程，并承担在规定的条款中与产品

制造相关的所有风险。 
2. 由于材料的独特化学成分，每个产品都是独⼀⽆⼆的。因此，分级结果可能在以下范
围内有所不同。 
− 切⼯：从Very Good到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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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度：从VVS到I； 
− 颜⾊： 

− 黄⾊ - 指黄⾊和橙⾊的不同⾊调和深浅的组合； 
− ⽆⾊ - 该颜⾊产品可能会在美国宝⽯研究院(GIA)4Cs钻⽯评级范围上带有轻 
微的从D到Z的黄⾊或蓝⾊等⾊调； 

− 蓝⾊ - 指蓝⾊的各种⾊调和深浅的组合，该产品的饱和度可以从Faint到 
Fancy Deep变化； 

− 绿⾊ - 指绿⾊的各种⾊调和深浅的组合，该产品的饱和度可以从Faint到 
Fancy Deep变化； 

− 红⾊ - 指红⾊的各种⾊调和深浅的组合，该产品的饱和度可以从Faint到 
Fancy Deep变化； 

− 粉⾊ - 指粉⾊的各种⾊调和深浅的组合，该产品的饱和度可以从Faint到 
Fancy Deep变化； 

− ⿊⾊ - 指不透明的彩⿊。 
− 克拉：将在⽹站价格表中的范围内，可能偏⼤或偏⼩。 

3. ⼄⽅理解并同意产品的4C分级的可能在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可能性，并接受交付的产
品。 

4. ⼄⽅理解并同意，产品的尺⼨可能超过或不能满⾜订单中指定的克拉数。如果在加⼯
过程中产⽣的实际克拉数⼩于订购的克拉数范围的最⼩值，甲⽅将根据产品的克拉数
和订购的克拉数范围的最⼩值的⽐例来退还⼄⽅损失。超过订购的克拉范围的产品将
被交付，甲⽅承诺不收取额外费⽤。在订单尾款结清之前，产品仍然是甲⽅的财产。
产品的实际⼤⼩和双⽅在订购表格中协议重量的差异，不算作甲⽅违反其义务，也不
构成⼄⽅拒绝接受产品的理由。产品成品的重量以产品附带EverDearTM认证证书为
准，⽽⾮第三⽅鉴定证书。甲⽅不对因运输，珠宝鉴定，激光刻字，珠宝镶嵌等造成
的产品重量损失负责。 

第五条 运输损耗 

1.  对于从⼄⽅到甲⽅的运输过程中丢失或损坏的任何样本，甲⽅不承担任何责任。然
⽽，如果在甲⽅处理和制作过程中出现任何样本丢失，甲⽅同意及时通知⼄⽅。如果
⼄⽅有任何额外的补充材料，⼄⽅可以将其寄送给甲⽅或选择在此时取消订单。甲⽅
强烈建议⼄⽅使⽤安全和可靠的寄送服务。 

2.  由于甲⽅提供的产品的价值⾼，⼄⽅接受产品的运输将通过甲⽅的代表当⾯交付，或
通过使⽤安全的快递服务。⼄⽅理解并同意，如因运输，珠宝鉴定，激光刻字，珠宝
镶嵌等第三⽅服务造成的过失，将由第三⽅承担责任，甲⽅将不承担任何损失与责
任。如果最终产品在送达⼄⽅途中丢失，甲⽅同意重新制作该产品或补偿该订单的全
部购买价格。 

第六条 ⽣产损耗 

1. ⼄⽅理解，鉴于产品⽣产的复杂技术，该产品可能因各种原因⽆法⽣产。在⽣产过程
中因任何原因，导致产品发⽣意外损坏的情况下，如果产品不能从剩余的材料被重新
⽣产，甲⽅将⽴即通知⼄⽅。⼄⽅可选择提供额外的样品，让甲⽅进⼀步尝试开发产
品。在此情况下⼄⽅⽆需⽀付额外费⽤。⼄⽅也可选择要求甲⽅全额退回付款。⼄⽅
在此确认，⼄⽅对产品⽀付的款项的退款将全⾯涵盖⼄⽅的⼀切损失。对于⼄⽅或任
何与此订单直接或间接或任何潜在相关的第三⽅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甲⽅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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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 甲⽅将⽆法返回样品或它的任何成
分。 

2. ⼄⽅理解，鉴于产品⽣产的复杂技术，从样品中提取的碳可能不够⽤于产品的成功⽣
产。⼄⽅理解，在进⾏样品分析之前，是不可能知道样品中是否含有⾜够量的碳的。
⼄⽅接受，如果甲⽅认定从样品中提取的碳的量是不⾜够⽤于产品的成功⽣产，他/她
可能将需要提供额外的样品，对此甲⽅不收取额外费⽤。为了确保产品的成功⽣产，
从⼄⽅的样品中提取的碳也可能将由普通纯碳补充。⼄⽅也可选择要求公司全额退回
付款。⼄⽅在此确认，⼄⽅对产品⽀付的付款的退款将全⾯涵盖⼄⽅的⼀切损失。对
于⼄⽅或任何与此订单直接或间接或任何潜在相关的第三⽅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
失，甲⽅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条 担保 

1. 甲⽅将以合格的⼯作⽅式并按照可接受的⾏业惯例执⾏该过程。甲⽅对产品在⼄⽅⼿
中丢失或损坏不负任何责任。 

2. 甲⽅将不对⼄⽅在签收产品后遭受的与产品的任何部分或组件有关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负责。 

3. 甲⽅保证该产品在⽣成过程不会有任何缺陷。甲⽅将产品交给⼄⽅后，产品的故意损
坏，丢失或被盗，误⽤或⾼温⾼压条件下破损情况的发⽣，甲⽅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产过程中的⾃然夹杂物不应被视为缺陷或损坏。⼄⽅理解若他/她想要将产品制成
珠宝⾸饰，她/他必须通知珠宝商产品不能直接接触⽕焰，必须由隔热屏覆盖或保
护。 

4. 由于饰品定制的独特性质，甲⽅不能接受不正确的戒指尺⼨的责任。甲⽅强烈建议在
下单前，⼄⽅应咨询本地的珠宝商以确定正确的戒指尺⼨。 

5. 双⽅同意，所有条款和条件以及购买订单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产品⽣产程序的成功结果
的许诺或保证。甲⽅承诺为达到购买订单中描述的产品特征，将会采取所有必要的合
理措施。 

第⼋条 延迟交付 

1. 如果由于天灾、战争、恐袭、内乱、暴乱、破坏、政府⾏为或法律或法规、⼤流⾏
病、医疗检疫或限制、⽕灾、洪⽔、地震、恶劣天⽓、健康和安全考虑、禁运、运输
短缺或延误、燃料或材料短缺、供应商或分包商未能履约或任何其他超出甲⽅合理控
制的原因，甲⽅将不会因延迟履⾏义务⽽违反本协议。此外，甲⽅不能保证产品原产
地或⽬的地的海关在最终交付过程中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产品，因为这超出了甲
⽅的控制范围。如果发⽣本条所列的任何此类延迟，甲⽅履⾏义务的时间将被合理延
长。如果延迟是由于⼄⽅的疏忽或未能履⾏⼄⽅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的材料
不⾜以按照约定⽣产产品，延迟结算未付的余额本条款由美国EverDearTM中国⼤陆地
区唯⼀品牌代理——成都艾美可尔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以及随附的订
购表格上的公司或个⼈(以下简称“⼄⽅”)，本着平等、⾃愿的原则，经协商⼀致签订。
本条款仅受本⽂件和所附订购表格及其修正的规定管辖。通过签署订购表格，⼄⽅明
确表⽰同意购买该产品及完全理解订购表格所附条款。 

第九条 责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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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本协议或与订购表格有关的任何诉讼理由，甲⽅对⼄⽅的赔偿责任，⽆论是基于
合同、保证、侵权⾏为(包括疏忽)、严格责任、产品责任、专业责任或其他，都不会超
过⼄⽅在订单表格上⽀付的总价格。 

第⼗条 合同终⽌ 

1. 在以下情况下：(a)⼄⽅未能按照本协议"付款"条款的规定付款，或(b)⼄⽅拖⽋订购表
格或本协议规定的任何义务超过三⼗(30)个⽇历天，那么甲⽅有权终⽌或暂停本流程。
在这种终⽌或暂停的情况下，甲⽅将不予退还任何⼄⽅已⽀付的定⾦或头款。 

第⼗⼀条 价格，税费和运费 

1. 除⾮另⾏声明，否则订购表格中所有报价均以⼈民币(CNY)为单位,产品价格包
括增值税(VAT)，但不包含运费和其他税费。 
2. 甲⽅保留在任何时候修改价格和运费的权利，⽆需事先通知，更改后的价格适
⽤于通过客服或⽹站提交的订单。所有关于贵⾦属材质的重量、宝⽯数⽬及克拉数
的描述及信息仅作参考之⽤，可能与实际状况略有偏差。 
3. 如果您的交付货地点在中国⼤陆境内，您⽆需承担其它额外的税款和运费。如
果您的交付货地点在中国⼤陆以外，您可能需要承担进⼜关税和其他税务及额外的
运费，在货物到达⽬的地国家后，有关部门将向您征收这些税款，任何额外费⽤必
须由您⾃⾏承担。请您注意：每个国家的海关政策和实施办法存在很⼤的差异。建
议您联系您当地的海关部门，以获取相关信息。 

第⼗⼆条 适⽤法律 

1. 本协议受中国⼤陆地区的法律管辖，不考虑其法律条款的冲突。 

第⼗三条 通知 

1. ⼄⽅同意及时通知甲⽅关于甲⽅可能要承担的任何索赔，甲⽅也同意及时通知
⼄⽅关于⼄⽅可能要承担的任何索赔。所有的通知、请求、要求或其他通信都将是
书⾯的，并且如果递送或邮寄，以预付邮资的挂号信的形式，或通过电⼦邮件发送
到双⽅经常通信的邮箱，则视为正式发出。通过邮件发送的通知将被送到采购订单
表上所列的地址。 

第⼗四条 ⽆效 

1.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其他规定被确定为⽆效、⾮法或⽆法根据任何规则或法律或
公共政策执⾏，只要该交易的经济或法律实质未受影响，本协议的所有其他条件和规
定仍将完全有效。如有某条款与法律冲突，该条款的⽆效将不会影响整份条款的合法
性。 

第⼗五条 优先权顺序 

1. 本条款与订购表格构成双⽅之间的最终和唯⼀有效协议。所有之前的，并发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或任何其他安排，理解和讨论等应是⽆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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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关于本条款和条件的修订及订购表格的变更，只在以书⾯形式提出并有双⽅
或双⽅授权代表签署的情况下可被视作有效。 

第⼗六条 第三⽅受益⼈ 

1.  双⽅同意，本协议不存在第三⽅受益⼈。 

第⼗七条 整个协议 

1. 本协议包含双⽅之间的全部理解和同意，并取代双⽅之前关于⼯艺和产品的任
何⼜头和书⾯约定，包括未明确纳⼊订购表格的任何⽂件。除⾮双⽅正式签署书⾯
协议，否则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都不会⽣效。订购表格和本协议中的费⽤对双⽅及
其各⾃的继承⼈和受让⼈都有约束⼒。 
2. 本条款的最终解释权由甲⽅所有。 

甲⽅（签章）：                                                                     

⽇期：    

⼄⽅（签名）：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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