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CAS iAgent 合作协议

甲方: 北京世华易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7 号弘彧大厦 1207 室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82865135-18

乙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经过双方友好协商, 甲乙双方就招收国际学生方面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一. 合作内容和方法

甲方负责提供申请中国大学的服务, 乙方推荐的学生享受此服务, 包括咨询, 线上或

线下申请, 申请结果通知, 申请材料邮寄等. 乙方应充分利用其在当地国家的市场优

势, 推荐学生使用甲方的申请服务. 双方共享合作带来的收益.

二. 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作期限为一年。

起始日期：_______( 年）_______（月）_______（日）

终止日期：_______( 年）_______（月）_______（日）

三. 甲方权责

1. 甲方有义务提供相关的大学和课程信息给乙方.



2. 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推荐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3. 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推荐的学生提供中国大学申请, 和申请跟进服务.

4. 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推荐的学生邮寄录取文件.

5. 甲方有义务在收到乙方推荐学生的正式入学材料后一个月内为乙方支付佣金.

四. 乙方权责

1. 乙方不得提供与甲方官方信息不符的，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给学生。甲方不承担

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如果乙方提供虚假信息给学生，甲方将终止和乙方的合作，并

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2. 乙方有义务招收当地留学生并推荐他们使用甲方推荐的服务. 乙方有责任检查其

学生材料的真实性, 乙方不得提供虚假的学生材料, 或者为自己在 iAgent 平台提交

申请.

3. 乙方推荐的学生需支付学校要求的申请费 (不同学校不同).

4. 一旦学生成功在学校注册, 乙方可根据协议第三条, 甲方权责中的第五款约定获

得收益.

5. 乙方不可使用或利用甲方的品牌开展市场活动. 下列情况除外:

-甲方主动提出的并且有甲方员工参与的市场推广活动;

-乙方成为甲方的法定代理人或者乙方获得了甲方的特殊授权.

6. 除了申请中国大学和咨询服务之外, 乙方还可提供其他服务, 包括签证申请, 出国

留学培训, 接机, 到中国后的安置和其他服务. 这些服务的收益和责任与甲方无关.

7. 申请失败的学生, 应遵守甲方制定的退款政策, 详见”附件 1”.

8. 协议有效期内, 乙方可在自己网站上使用甲方网站的相关内容进行推广, 如内容

为不加修改的复制, 甲方需要以内容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乙方网站上. 协议终止时, 乙



方需要立即移除复制内容. 如任何甲方网站内容的不当使用在乙方网站出现, 甲方可

以在任何时间取消内容的使用权.

9. 除上述协议条款之外的其他条款将由甲乙双方共同商定.

五. 合作收益分配

当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服务向中国大学提交自费课程的申请，甲方提供扣除了相

应税费之后的佣金作为乙方的盈利。税费的比例以支付佣金时的税率进行核定，目前

约为 6.5%。当某申请为【接受】、【E-offer 已发送】、和【纸质 Offer 已发送】时，

乙方能够在线结算该申请的佣金。佣金的比例根据甲方和学校的最新合同进行即时的

调整，但只要申请被提交到 iAgent 平台上，该申请的佣金数额即被确定。若学生被

授予奖学金，该申请则无佣金。乙方仅能够选择用使用支付宝、微信、Paypal、和中

国的银行卡收取佣金。甲方承诺，在甲方实际收到学校的款项之前，在学生被确认报

到成功并按照大学的要求缴纳全部费用之后的 30 个工作日之内向乙方支付佣金，以

提供给乙方一个更好的服务。在通常情况下，学校会在十一月份时确认秋季学期的学

生情况；会在五月份时确认春季学期的学生情况。乙方可以通过提供学生的学费缴纳

凭据来获得更快的确认。关于每个学校和课程的佣金情况请参考 iAgent 平台。

六. 协议修改与废除

经双方协商同意后, 可订立协议的书面修改或废除条款.

七.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 未能完全履约, 履约不当或者未能及时履约, 并且未能在另一方提出

书面通知后的 14 天内纠正违约的, 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履约或者终止协议. 在协

议有效期内, 出现任意一方违约的, 违约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并对所有经济损失负

责.



八. 纠纷解决

1. 如果双方合作过程中产生纠纷, 双方应本着互信的原则进行处理. 如经过友好协

商后不能达成一致, 任何一方可提交纠纷至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

2. 协议两份, 双方各持一份. 两份具有共同法律效力, 协议中的附件拥有同等法律效

力.

九. 补充条款

1. 甲乙双方互相在附件中提供营业执照后, 此协议立即生效.

2. 任何此协议产生的相关纠纷, 中文版本的协议将被作为权威版本.

十. 附件

任何合作或此协议中未能阐述的相关商业术语将在附件中进行书面说明. 附件是此

协议不可缺少的部分. 除非另作说明, 此协议的条款在附件中同样适用. 协议和附件

发送冲突时, 以附件为准. 任何具体的条款, 包括涉及双方的程序, 合作期限和付款,

应在附件中被说明并且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后进行签署.

十一. 不可抗力

出现阻止一方履行义务的不可抗力, 造成协议目标无法实现时, 一方应立即告知另一

方不可抗力对己方无法履行义务的影响, 并提供权威的证明.

十二. 保密条款

除书面允许外, 任意一方都不能泄露任何包括但不限于: 关于产品, 技术, 设计的内

容给第三方. 保密条款不随协议终止而终止. 协议终止后的两年内保密条款仍将有

效.



附件 1:

退款政策:

自费课程

1. 如果您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况, 您将不能获得退款.

 申请者的申请已经被学校录取。

 由于 iAgent 或申请者的个人原因而取消申请。

 由于 iAgent 或者申请者意图进行非法活动, 而导致申请未能被处理或者接受。

 由于申请者材料中含错误信息导致申请未能被处理或接受。

 由于申请者未能及时提供完整信息导致申请未能被处理或接受。

2. 当您的申请属于下列情之一时, 您将获得全额退款.

 由于 CUCAS 的原因, 申请未能被及时的以正确的方式提交给学校处理.

 由于 CUCAS 未能及时更新院校的信息变化, 导致 iAgent 申请的课程不能开

课, 并且 CUCAS 未能及时告知 iAgent 相关情况.

奖学金课程

1. 如果您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况, 您将不能获得退款.

 申请者的申请已经被学校录取.

 由于 iAgent 或申请者的个人原因而取消申请.

 由于 iAgent 或者申请者意图进行非法活动, 而导致申请未能被处理或者接受.

 由于申请者材料中含错误信息导致申请未能被处理或接受.

 由于申请者未能及时提供完整信息导致申请未能被处理或接受.



2. 当您的申请属于下列情之一时, 您将获得全额退款.

 由于 CUCAS 的原因, 申请未能被及时的以正确的方式提交给学校处理.

 由于 CUCAS 未能及时更新院校的信息变化, 导致 iAgent 申请的课程不能开

课, 并且 CUCAS 未能及时告知 iAgent 相关情况.

甲方签名 : 乙方签名 :

日期 : 日期 :

甲方盖章 : 乙方盖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