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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 50 种语言的网络翻译  / 主页:   www.1cex.co.in 

也 许 您 将 失 去 6 6 %的 顾 客 ,因 为 全 球 只 有 3 4 %的 人 懂 英 语 .  

请选择您感兴趣的语言 

○阿拉伯语 ○爱沙尼亚语 ○哈萨克斯坦语 ○俄语 

○阿塞拜疆语 ○波斯语 ○朝鲜语 ○瑞典语 

○亚美尼亚语 ○芬兰语 ○克罗地亚语 ○斯洛文尼亚语 

○巴西语 ○法语 ○拉托维亚语 ○西班牙语 

○保加利亚语 ○格鲁吉亚语 ○立陶宛语 ○泰语 

○汉语 ○希腊语 ○蒙古语 ○土耳奇语 

○丹麦语 ○荷兰语 ○挪威语 ○匈牙利语 

○德语 ○印度尼西亚语 ○波兰语 ○巴基斯坦语 

○英语 ○以色列语 ○罗马尼亚语 ○越南语 

 

国际商贸咨询服务公司是由经济工程硕士 俄 国 出 口 互 联 网 .  网 络 先生于 1978 年创立的 .  

遍布全球近五十个国家的 俄国出口互联网. 网络 代表们致力于帮助中型企业建立国际性业务。 除了德语 , 我们还

可以用中文或英语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 作为经验丰富的专家，俄 国 出 口 互 联 网 .  网 络 AWI 

全球合作伙伴的宗旨是以 客户的业绩增长为目标，帮助他们顺达成功之巅。 长期的经验和国际性的业务网络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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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本。 在中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每个阶段 , 俄 国 出 口 互 联 网 .  网 络 国际商贸咨询服务

公司都会直接或通过其遍布全球的服务机构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 . 

除了以上多方位国际化的服务项目 , 我们还直接参与销售 , 举办外贸讲座及培训并出版了多种专业著作 , 以保证我

们的客户在国际商场上获得真正的成功 .1 中 国 出 口 的 翻 译 : 国际商贸咨询服务公司可以在如下领域

为贵公司竭诚服务 , 如果您 … 

 请选择  

1/9  
(1)欲寻找并开拓适合贵公司产品特点的国外销售市场  

2/9  
(2)为贵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寻找优秀的销售合作伙伴  

3/9  
(3)需要聘用代理商或经销商  

4/9  
(4)在海外市场寻求可靠的合资伙伴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5/9  
(5)欲在商机勃勃的成长性市场建立子公司或开设分公司  

6/9  
(6)需要为您的国际业务招聘能力强且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7/9  
(7)要签订或解除代理合同  

8/9  
(8) 希望在对外业务中获得政府资助等等.  

9/9  
(9) 需要准确而详尽的目标市场信息 , 以便制定正确的销售策略 

 

我公司提供的服务: 说母语者将会对您所需要翻译的内容进行 3 次更正.我们将提供比其他公司优惠

40%的服务.24 小时的网上客户服务可使您每年提升高达 61%的营业额.您的客户可以 24 小时网上查询您的

产品和向您下定单.您的商务代理每天可最多可工作达 12 个小时. 

您的购买选择包括您所需要的翻译的语种和 24 小时电子商务服务.例如 : 将一个网业翻译成 5 种语言 

(阿拉伯语 , 汉语, 俄语, 爱沙尼亚语和巴西语)每年 250 欧元—3500 欧元. 5 位翻译者每年 120.000 欧元.由 

于在保加利亚的低工资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7*24 小时)保证了我公司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为您办理业务.  

www.1cex.co.in 利用 Cutting Edge 技术(VISUAL NET, Java)开发出适合于不同平台(IBM, Power Mac Intosh, 

Linux,Windos)的方法.同时还通过利用来自印度,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最新网络技术给您提供最理想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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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Net 框架: 依靠多年应用Microsoft—Net 的经验. 设计了很多中型和大型的项目.XML简化了进

入所有电脑系统的网络入口.Open Source 操作系统(UNIX 和 Linux)和运行平台(PHP,Prado):例如 Prado:

是使用已有的组件设置组件的属性(如 鼠标点击,输入数据)，然后把这些组织成一个个的页面, 就是所谓的

Handler—Function. 

HTML HTML 是一种最简单的编辑网页的语言 

ASP.NET ASP.NET 是一种应用于发展动态网页的技术.这就是说用户可以删除,添加和更新自己

的数据.例如 二手市场,如果一件物品已经卖出那他将会被删除. 

PHP 这是一种编辑中小型网页或者数据库的编程语言.虽然比 ASP.NET 便宜但是性能稍差. 

JSP/JAVA JSP/JAVA 是根据客户要求才会应用的一种类似于 ASP.NET 的技术 

MySQL 一种 Open Source 数据服务器,价格便宜但是性能稍差. 

MSSQL 这是一种较昂贵但是性能十分可靠的数据服务器.受到很多 KMU 公司的青睐. 

ORACLE 这是一个通过 CRM 或者 ERP 系统(如,SAP-R.3-或者 SAP.mycom)能够管理大量数据群

的世界上最好的数据服务器 

Photoshop/CorelDraw 可以增添网页视觉效果的图片编辑软件 

购买条款和规定   /  第 1 页从 3 /Conditions of purchase  / Page 1 of 3  / 

 

1. 概述 / Overwiew 

在书面形式同意的情况下，一些偏离我们购买条款的规定也是有效的。作为持久的商业伙伴关系，合法的书面和口头协议将补

充到我们的购买条款和规定里。书写和发送订货确认书是在完全接受我们的购买条款和规定的前提下。 

All changes  not included in our terms of purchase have tob e confirmed in written form, otherwise there are not valid. Every 

long-lasting business partnerships including, legal writing and oral agreement will complement to the terms and provisions of the 

purchase. All orders have tob e confirmed in written for by us via order confirmation. Each partner of contract hat  fully  to accept our 

purchase terms and provisions of the premise 

2. 出价  /Bids and offers 

与我方进行交易时售货方应根据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出价。售货方应该清楚的提到价格的偏差。出价应该是免费的。 

Transactions with our the sales bid shall be based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oods. Goods that the seller should be clearly mentioned 

in the price deviation. The bids should be free of charge 

3. 定购  /Orders 

只有书面的，有当事人签字的定单才是有效的。口头的订购和一些订购的修改只有在我们书面的确认后才有效。 

Only in writing, the parties signed the order to be effective. Verbal order and ordered to modify only valid after our written confirmation. 

4. 确认定购 / Confirmation of order 

书面的定购确认包括价格和供货日期应在一周后发送给我方，然后我们启动定购处理程序。 

The written order confirmation, including price and delivery date should be sent to us after a week and then we accept order . 

5. 价格 /Prices 

http://www.1cex.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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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应该是固定的或者在我们的同意下可以提高。 

Prices should be fixed or can improved with your written information and our written confirmation 

 

购买条款和规定   /  第 2页从 3 /Conditions of purchase  / Page 2 of 3  / 

6. 价格基础  /Basis oft he prices general terms 

价格是以 INCOTERMS 2000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Terms) 为基础的。 The prices are based on INCOTERMS 2000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Terms) basis. 

7. 产品说明书  / Product brochures. 

印刷产品说明书的费用的支付（即使只有一正面）将考进我们的所有权。除非在特殊情况下。The payment of the cost of printing 

product brochures (even if only one positive) will be admitted to our ownership.  

8. 供货 / 供货周期  /Supplier / supplying cycle(s) 

货物应发送到定单上的地址，还应该附带供货单据。供货周期的开始是在售货商书写了定货确认书以后。如果货物不能在供货

周期内发送到定单上的地址，售货商应该在供货周期内确定下一个可能的供货日期。这一点要求我们明确的允诺。 

The goods should be sent to the address on the order form, and have to  include all internationla delivery documents. The start of the 

delivery period decides the vendor /buyer after written order confirmation. If the goods can not be sent to the address on the order within 

written confirmed delivery period. The delivery should be in the cycle of supply to determine the next possible delivery date. It requires 

the supplier  to explicitly promise and written order confirmations from both sides. 

9. 包装  /Packaging 

货物应该被适当的包装。出货是在我们的严格的监督下进行的。在没有我们监督下的出货所造成的损失售货商是有责任的。如

果货物不被接受或由于没有附带材料而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售货商应该有支付相应的费用和承担相应的风险，直到相应的材料

被补充齐全。包装费应该已经包括在价格里了。 

The goods should be appropriate packaging. The shipment is carried out under strict supervision. Selle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shipments caused loss responsibility. If the goods are not accepted or the absence of accompanying materials need further processing. 

Sales of seller party should have to pay the appropriate fees and corresponding risk, until the material is supplemented complete. Packing 

charges should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price. 

10. 货物的验收  /Acceptance of goods 

损坏的货物的验收记录应该在最近收到货物的一个月内递交。在发现隐藏的货物损坏时应及时通知。对损坏的记录将被看作是

损坏记录; 损坏的证实是不要求的。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些合法的投诉，我们是有资格要求修复损坏的货物 - 在第三方 - 即在一

个合理的周期期瞒之后售货商费用的支出。一个三周的周期是合理的。 

Damaged goods inspection record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in one month after receipt of the goods of recent damage hidden discovering. 

Discovering hidden damage to the goods to be timely notice. Damaged records will be seen as bad records; confirmed damage is not 

required. While we may have some legitimate complaints, we have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to repair damaged goods by a third party. 

If seller does not reacts within 48 hours on our email or fax . A three-week repair period is acceptable  if includes despatch from our 

company, repair by your company and send back of repaired products to our premises. 

http://www.1cex.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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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证 / Guarantee 

售货商应该提供从供货开始的 24 个月的货物保证期。如果损坏的货物被修复，保证期应该从修复完成时重新开始。 

Guarantee period starts 24 months beginning from the supplier guarantee period. If the damaged goods  can to be repaired, the warranty 

period should start again from the time when repair is complete. 

购买条款和规定   /  第 3页从 3 /Conditions of purchase  / Page 3 of 3  / 

12. 产品损坏  / Product damage 

如果购买方提出关于产品损坏的投诉，售货商应承担责任和赔偿购买方。对产品的不真实的描述也是售货商的责任。售货商应

提供给购买商所有的产品说明材料和产品运输信息，确保运输无误（使用说明，注意事项，认可的规则等等）。如果售货商知道

或察觉到一些能使产品损坏加大的情况，应及时通知购买方。一些售货商对货物损坏的责任的限制或一些购买商在货物损坏法

律或其他规定下的索赔是不被公认的。If the acquirer raised complaints about damage of the product, sales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and  fully compensation has to be made the purchas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roduct's untrue is Sellers/ Vendor  

responsibility. The VENDOR should be provided to buyers all product description of the materials and products transport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transport is correct (instructions for use, precautions, approved rules, etc.). VENDOR known or perceived to make products 

damage increase, it shall promptly  notify the purchaser by email within 24 hours . The Seller or VENDOR limi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amaged goods or buyers in cargo damage legal or other requirements under the claim is not recognized. 

13. 专利，商标，版权   / Patents,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售货商应该支持我们，在有供货和服务中有关专利，商标，版权的纠纷的情况下，售货商应该赔偿我们。另一方面售货商应该

保证在我们使用货物和服务时不受限制。The Seller or VENDOR has to  support  supplier and service in the case of disputes about 

patents, trademarks, copyrights, sales should compensate us the buyer party to 100%. On the other hand VENDOR should ensure that we 

use the goods and services are not restricted. 

14. 发票  / Invoice 

发票可以通过发送邮件，也可以通过发送欧盟国家的销售商的发票的一份副本或第三世界国家的销售商的三份副本。对复印件

应签名非常清楚。发票不应该附在货物上。如果支付了货款，也不意味着供货或售后服务已经被同意。放弃我们所提供的担保

和损坏赔偿也不将运作。 

The invoice can send via mail, also seller hast to send a copy of the EU countries vendors invoice or third world countries sellers three 

copies. On every copy of the signature has to be  very clearly. The invoice should not be attached to the goods. If  buyer pays seller for 

the good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upplier or service has been agreed. Abandoning of  our guarantee and damage compensation  

cannot be agreed in any case. 

15. 支付  /payment 

除了特殊情况，支付的方式我们选择 14 天后付款带百分之三的优惠，或者 90 天后付款。支付周期从收到货物以后开始算起。 

Payment  has to be made except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paid 14 days after  receipment  of goods in our premises. Paid the 

payment in 14 day with a three percent discount, or 90 days after the payment net. Payment period begin to run from receipt of the goods. 

16. 没有委派  / In cases of differences 

只有在我们的书面同意下，指派第三方当事人对我们的反对才会有效。 

http://www.1cex.co.in/


 

以 40 种语言免费下载英语商务信函练成 www.1cex.co.in 

  
www.1cex.co.in/products/chinese.products.services.prices.pdf 

 

地址:  1 中国出口电子商务翻译 c.           :  +43 (0) 699 1070 1999  :+44 756 2 536 766  

 普法尔茨街 8 号           移动:  +49 (0) 174 6 612 071          : + 41 772 180 901 

DE-90429 纽伦堡            : 1cex.co.in @ gmail . com  主页:    www.1cex.co.in   

     国际税收没有 DE266651670 免费下载 30 种语言文字 

 

Only in with our written confirmation our written consent, assigned to third parties like lawyers or ICC on our opposition is effective.   

17. 权限 / 适用的法律   / Permissions / applicable law  

执行的地点应该是维也那。所有与购买条款和规定不符而产生的纠纷将由维也那法院判决。这个协定是根据奥地利法律包括联

合国销售大会而制定的。 

The place of execution should be that Vienna. All disputes will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purchase of the terms and provisions of the 

Vienna that court. This Agreement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Austrian law, including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ales. 

送货和付款/第1页2 / Terms of delivery and payment / Page 1 of 2 

1.1 这些合同条约适用于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提供的所有服务项目。它们也适用于在不需要追 

加详细的协议的情况下各种未来的商业关系。特此，客户需确认自己已经完全理解和同意这些 

用他本国语的形式表明的通用商业条件。 

1.2 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有权在任何时候修改各项公共商业合同条约，但需要以书面，电子邮 

件或传真的形式告知客户。 

1.3 如果客户在收到条约修改的通知14 天之内没提出异议，这个修改就此生效. 上述修改的通知也 

就成为被客户所承认的有效通知。(参章节1.2) 

2. 委托条件 

2.1 根据我们的公共商业合同条约，作为委托，合同是关于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受托人)对客 

户的利益(委托人)履行各项服务。 

2.2 各项公共商业合同条约及作为合同最基本的要素-1cex.co.in International 有限公司在德国的价格, 

这两项都对委托有效 . 国外客户必须以书面形式同意德国的公共商业合同条约。 

2.3 委托订单的接收，确认，办理及支付由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操作. 在商业关系的范围内， 

关于发行和竞赛权的责任以及对任何已经实行了的服务的责任都归于受益人(客户)。 

3. 保密及信息保护 

3.1 根据联邦信息保护法第33 条和TDDSG 第3 条，在合同的范围内，客户的资料因工作进程需要 

将被储存，处理及转交第三方。通过签署合同，客户申明了他在上述的限制下及在国内国际间 

对条款的遵守下对于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对他的资料保护和传递的认可。 

3.2 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保证，所有为1cex.co.in International 或其它服务项目工作的进行数据

管 

理的有关人员都遵守及熟悉数据保护条约。一旦违背了这些条约，这些合作者有责任直接并马 

上支付客户相当于全部订单额的赔偿金。 

4. 版权及其它权利 

4.1 客户转让给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所有由客户提供的基于合同的基础上对于完成服务必须的 

数据的使用权(文字，图像，科技文件，录像，展示，磁带) 

4.2 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不承担一旦客户或第三方提供的数据由于受版权及其它相关权利保护 

引起的责任。如果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由于违反版权法或其它相关法而被第三方告发，客 

户必须采取免除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公司被这方面控诉的措施。 

http://www.1cex.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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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如果数据(所谓的资源号码)被储存在制作网页的范围内，这是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EDV 技 

术工作方法的问题。对这些工作方法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公司保留所有权。只有对于网页 

的展示所必须的数据并在客户各自的范围里客户拥有处理权。 

中欧时间 (柏林) 

第二页/ 营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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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同的签订 

5.1 合同一经双方书面签署同意就生效。额外的条款必须书面签订才有效。在德国由1cex.co.in 

International 有限公司移交的供应总是需要确认的。5.2 受益人承担材料传递直到最终公布所相关的风险

。特别是对于数据丢失的危险。数据，图像和 

其它文件的储存方法只有在受益人提出一个明确的书面要求及归于各个受益人自己的费用上(如 

果这些费用是可以重新支付的)才会被转输。与此相关的风险由受益人(客户)承担。 

6. 接受和保证 

6.1 1cex.co.in International 会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告知 

客户。客户对于服务核实及验收的检查必须在各自的资讯传递后3 个工作日内进行。一旦发现 

任何缺陷，应该在收到资讯的收据(这个服务是提供的)后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电子邮件或传真 

的形式声明。 一旦超过这个期限，这项服务就被视为已被没有异议的接受了。 

7. 支付条件及违反支付条件 

7.1 费用在通过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发出发票后支付。服务执行的发票发出(e.g. Hosting) 由 

1cex.co.in International 有限公司基于合同所同意的时间内操作。这对已执行的服务和将来的服务 

都有效，对此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要于客户(受益人)联系. 

7.2 服务执行完成后发票也已开出。发票必须在以传真，信件或电子邮件传递后3 天内支付。在款 

项已被确认到达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的帐户上后支付被视为结束。或者以支票的形式也是 

在被确认已到达这个公司的户头上后，此支付才被视为结束。 

7.3 如果客户的偿付能力由于某些原因被怀疑，那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有权马上把剩余款项兑 

现并且根据相应的付款凭单要求预先支付。 

7.4 一旦客户在合同签订的支付期延误支付，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有权，在客户被书面告知后: 

a) 取消在线服务里的数据 

b) 停止所有正在执行的订单 

c) 立即废除合同 

从支付延误30 天起，发票里总款项额的3％的将要被计算在利息内。其它要求可以作为例外。 

不需要书面警告。 

http://www.1cex.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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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出要求的形式 

客户可以对德国1cex.co.in International 的要求的争议以法律的角度通过合法的主张提出。客户(受 

益人)只有在私人合同的角度上有权保留约束力。 

http://www.1cex.co.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