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 专业的 划桨 学校
合作营销协议
************************************************** ************
对于开始的 1月1日，201 8 期 并持续到2018年 12月31 日 ， 美国独木舟协会 （以下简称“ACA
”）和 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简称“公司”）订立 这个 非独家合作营销协议 （这项协议”
）将公司列为 ACA专业划桨学校（又名“ACAPro学校”），并将公司和ACA推广到ACA会员
以及一般的滑板运动和户外娱乐社区。
************************************************** ************

鉴于 ，ACA已经建立并希望保留，保护，提高和促进美国独木舟协会在美国最大和最古老的滑
雪运动组织的国家和国际声誉和威望，以及

鉴于， COMPANY是一家知名的滑板运动指导提供商，承认并承认ACA的声誉和声誉，并希望
将其业务直接推向ACA的成员，并且

鉴于 ，ACA和COMPANY认为可以建立互利的战略关系，促进各方各自的目标和目标，
现在，因此 ，考虑到所提出的公约和承诺以及此处承认的其他有益和有价值的考虑，兹协议如
下：
************************************************** ************
第一部分 资格要求：
通过订立或更新本协议，COMPANY确认其符合 ACA Pro Schools计划 的以下资格标准 ：
A. 公司连续不断地作为一个滑板运动学校经营至少4年;
B. 公司有一个有效的联邦税号＃[在此输入：

]。 和

C. 公司遵循ACA指导计划最佳实践，包括要求 领导指导人员 进行 适当的 ACA认证。
第二节 。 ACA的角色和职责：
ACA将在本协议生效时执行以下操作：
A. ACA将显示公司的名称，标识和公司网站的超链接 在ACA的网站（www.americancanoe.or
g） 在一个位置 由ACA选定 。
B. ACA将把公司列入ACA专业学校的名单，以便在ACA印刷品 ，在线 ， 电子出版物 和Pad
dle Ready应用程序中发布。
C. ACA拨款 向公司提供有限的，非排他性的，不可转让的许可证，以使用ACA名称，缩写
词和徽标，如下文第IV部分所述。
D. ACA将向公司提供 ACA Pro学校会员资格和相关 的 福利 水平 （价值 500美元 / 750美元/
1000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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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公司要求，ACA将协助在协议期内对公司的ACA指令计划进行同行评审，费用由公
司承担。
第三节。 ROLE和COMPANY的职责：
本协议生效时，公司将执行以下操作：
A. 在协议期限开始时，COMPANY将向ACA提交以下内容：
1. 一种 用于结束 12月31日201 8 合同期内 支付$ 500 / $ 750 /
$ 1000 计划和产品可能会在入学的第一年按宿舍分摊。
2. 以当前有效的保险证明的形式证明公司属于下列保险保单。 在所有情况下，覆盖范围
必须适用于所有指导活动，并且在本合同的整个期限内保持连续且无间断：
美国独木舟协会有限公司，其董事，高级职员，雇员，志愿者，工作人员，代表
和其他人员的名义上限为至少1,000,000美元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总体
责任保险单。指定为“附加被保险人”。 其政策不得包含 排除运动参与者或专业服
务排除的排除范围，不包括指导。

a.

b. 对于任何拥有的“租用汽车”和/或“无担保汽车”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责任限额为
至少500,000美元的汽车责任保险合并单一限制; 和
在法律要求的范围内，法定福利和雇主责任工人赔偿保险单的责任限额等于或大
于以下内容：

c.

d.

i.

意外身体伤害，每起事故1,000,000美元;

ii.

对于疾病造成的身体伤害，1,000,000美元的保单限额; 和

iii.

对于疾病造成的身体伤害，每名雇员1,000,000美元。

公司可以豁免提交请求 第三节 2.a.，2.b.，2.c. 的 全部或部 豁免申请必须由ACA的
适当代表批准并由其签字。

B. 公司通常会通过其各种paddlesports指导计划推广ACA，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网站，电子
邮件新闻公告和印刷 版材料 。 公司可能会描述ACA会员的好处如下：
1. 成为一个与滑板运动相爱的国家协会的会员;
2. 可以选择 Rapid Media 的其中一个 杂志;
3. 有价值的会员 - 仅限折扣 ;
4. 进入ACA的糖岛和Sebago营地;
5. 获得数千个 ACA认可的活动和教学研讨会; 和
6. 直接影响影响滑雪板运动的保护和公共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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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司 将使用ACA认证的讲师，在相应的学科和适当水平上领导公司的ACA教学课程。 在
授权教师领导课程之前，公司将核实领导教师的认证是否与ACA国家办公室保持同步。
未经认证的助理可以协助ACA认证的教员满足ACA批准的学生与教师的比例。
D. 公司将遵守 安全教育与培训 指导原则在ACA网站（www.americancanoe.org）上找到，其
中 包括 但 是 不限于 下列 ：
1. 所有获得ACA认证的讲师和培训师都必须具备ACA会员资格，SEIC注册和指导教师认
证以提供该计划;
2. 教练和参与者在水上活动中必须始终使用个人漂浮装置。
E. 公司将向 现有ACA会员 提供某些 课程的 试用费 的10％折扣 。
F. 公司可以预先购买ACA的个人和家庭成员资格，以提供给 参加 指导性 课程的 参与者，
每个会员可获得30美元的折扣，每个家庭会员可获得40美元的折扣。 这些折扣会员可以
提前购买，或者通过提交适当的ACA课程报告付款。
G. 报告 ，公司 在最低限度，将 在12月31日 提交 以下，印刷，电子 ，或通过在线的形式 ，
向 ACA：
1. 每年的参与者，学科和课程类型分类的 A N大致数量;
2. 但是，实际的ACA技能，评估或讲师认证课程应根据SEIC和SEI部门制定的时间表报
告
3. 如果公司希望其ACA认证的讲师能够接受对其认证维护要求的教学学分 ，则必须使用
既定的印刷或在线报告方法。
4. 如果公司认为合适，他们将在12月31日前选择ACA的非ACA成员参与者参加由公司开
展的课程的电子名册。 这个电子名册可能包括参与者：姓名，邮寄地址，电话号码和
电子邮件。未成年人的信息不应以电子方式提交给ACA。
第四节。 用户 名和标志的所有权：
双方同意以下有关ACA的名称，缩写和标志：
A. 在本协议生效的同时，ACA授予COMPANY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和不可转让的许可证，以
使用ACA的名称，缩略词和标识来促进公司及其指导计划。 此许可包括使用短语“ ACA”
的权利 专业的 划桨 学校 “和” ACA 临 学校 “和 ACA 临 学校的 标志。 ACA将提供公司A
CA标志的材料和使用的 T 他标志 的指引 。 就本协议而言，ACA的名称和首字母缩略词
以及ACA提供的徽标是ACA的“许可标志”。
B. 公司承认，ACA是美国独木舟协会及其委员会和活动的许可标志的独家所有者，并且AC
A拥有与这些商标相关的所有合法权利和商誉。 公司同意不以严重违反ACA的方式使用
商标，或者改变，修改，稀释这些商标或以其他方式做与ACA所有权不符的任何事情。
在此结束后 协议 ， 公司同意立即停止使用许可标志。
第五节 本协议的其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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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更新。 根据上面第一部分规定的资格要求，这一点 协议可能 续约一年。
B. 终止。 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这一点 协议 在协议期结束之前，在终止生效日期前30天向另
一方提供书面通知。
C. 终止退款。 如果公司无故终止协议，或者ACA终止协议 ，公司将丧失其500美元 / $750 /
$1000 付款。 如果公司因原因终止协议，或者如果ACA无故终止协议，公司有权退还500
美元的按比例余额 / $750 / $1000 付款。 “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非终止方的下列行为：破产
，诽谤，不道德，不安全或不道德的行为; 并违反此协议。
D. 可分割性。 确定这一点的任何规定 协议 非法或不可执行不得影响本协议其余条款的有效
性。
E. 保障。 公司将对ACA及其管理人员进行辩护，赔偿并使其无害， 管理员，董事，代理人
，教练员等 雇员， 免于因任何人的伤害或死亡或任何财产的损坏而产生的任何损失，费
用和负债，包括律师费， 条款 的 这个 协议或其履行。
F. 代理的否定。 ACA和公司是独立的实体。 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视为在ACA与COM
PANY之间建立代理，合资企业，特许经营或合伙关系，任何一方均不得将自己作为另一
方的代理人，合资经营者，特许人，特许经营者或合作伙伴。
为了证明 上述规定，本协议各方在下列日期签署了本协议，由其正式授权代表签署。
公司签名：

ACA签名：
名称： Christopher Stec

名称：

标题： 首席运营官

标题：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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