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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财年第 3 季度 Autodesk 亚太地区促销： 

多购多优惠：订购第二套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基于 SRP* 有机会

享受高达 30%* 的折扣 

面向客户的常见问题解答 (FAQ) 
 

在限时特惠*期间，如果以正价*新购或续展某一产品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有机会基于 SRP* 

享受高达 30%* 的折扣订购同款或价格*更低软件产品的同一期限的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条

款和条件适用。请参见以下内容。 

 

常规条件 
 

1. “2019 财年第 3 季度 Autodesk 多购多优惠：订购第二套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基于 SRP* 有

机会享受高达 30%* 的折扣”优惠*活动是什么？ 

在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9 日之间（含起讫日期）订购任何符合条件产品的

年度或多年期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的客户，有机会基于 SRP* 享受高达 30%* 的促销折扣*订

购同款或价格*更低软件产品的同一期限的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促销折扣*仅适用于订购新的

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有关符合条件产品的列表，请参见表 1。 

 

在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9 日之间（含起讫日期）续展任何符合条件产品的

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合约的现有客户，有机会基于 SRP* 享受高达 30%* 的促销折扣*订购同款

或价格*更低软件产品的同一期限的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在订购享受促销折扣*的新固定期限

的使用许可之前，客户需在同一合约内续展所有即将到期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促销折扣*仅适

用于订购新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有关符合条件产品的列表，请参见表 1。 

 
重要条件： 

• 第二套享受折扣优惠*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必须与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同时订购，但

不必使用相同的 Autodesk 订单编号。 

• 第二套享受折扣优惠*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仅限同款或价格*更低的软件产品，期限与第

一套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相同。 

• 所有标准续展策略均适用，如计划和策略手册中的第 2.6 部分所述。 

 

2. 客户从何处可以了解到有关订购客户权益的更多信息？ 

有关订购客户权益的更多信息，客户可访问 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com。 

 

 

3. 哪些国家/地区有资格参加？ 

此优惠*活动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大陆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印度推出。 

http://www.autodesk.com/subscrip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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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哪些产品可以享受折扣*？ 

在新购或续展下列产品的同时订购同款产品的第二套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有机会享受促销折扣

*。有关符合条件产品的详细列表，请参见表 1。 

 

表 1 

 
符合条件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产品 第二套固定期限的

使用许可的折扣* 

符合条件的国家/地区 

常规设计 
AutoCAD® including specialized 

toolsets（专业化工具组合） 

高达 3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LT 系列 
AutoCAD® LT/AutoCAD® LT for Mac 

高达 30%* 东南亚国家联盟、香港

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 

Maya LT™ 高达 30%* 东南亚国家联盟 

Revit LT™ 
高达 30%* 东南亚国家联盟、香港

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 

AutoCAD Revit LT™ Suite 
高达 30%* 东南亚国家联盟、香港

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 

行业软件集 

工程建设软件集 
高达 2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产品设计与制造软件集 
高达 2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传媒和娱乐软件集 
高达 2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工程建设 

Navisworks® Manage  

高达 1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Revit® 

高达 1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ANIM 

MotionBuilder 

高达 1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

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

政区、中国台湾、印度 

 

 

5. 可订购多少打折产品？ 

客户每新购或续展一套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即有机会以折扣价*订购表 1 中所列任意产品的第

二套年度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没有订购数量限制。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cad-lt/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cad-lt/compare/compare-products/autodesk_autocad_lt_2017-vs-autocad_for_mac_2016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lt/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lt/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lt/compare-products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navisworks/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motionbuilde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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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些折扣*对具有单（人）用户访问权限和多（人）用户访问权限的固定期限使用许可都适用

吗？ 

是的。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折扣*对单

（人）用户和多（人）用户固定期限使用许可都适用。在印度，这些折扣*适用于单（人）用户固

定期限使用许可。 

 

 

7. 这些折扣*对年度和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都适用吗？ 

是的。年度和多年期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都能享受折扣*。 

 

 

8. 这些折扣*对维护服务合约 (maintenance plan) 和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续展都适用吗？ 

此优惠*仅适用于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续展。维护服务合约 (maintenance plan) 续展不能享受

此优惠*。 

 

 

9. 如果客户在 90 天标准续展时间段内续展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合约，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客户在到期日期之前（按照标准续展时间段，最多为到期前 90 天）续展固定期限的使用许

可，客户将在整个合同期限（最长 15 个月）内享受促销折扣*。 

  
例如： 

▪ AutoCAD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到期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客户可以选择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在 90 天期限内）续展。他们希望按照当前的优惠*活动增加一套 

AutoCAD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对于这第二套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客户会享受 13 

个月（2018 年 10 月 1 日 - 2019 年 11 月 1 日）的促销折扣*。 

 

 

10. 此优惠*可以与其他优惠*同享吗？ 

不可以。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此优惠*活动不能与 Autodesk 提供的任何其他折扣*、促销或奖励

措施同享。 

 

 

11. 指定客户有资格获得此优惠*吗？ 

Autodesk 在此优惠*活动下提供的折扣*不能与 Autodesk 根据任何相关协议为签约客户提供的

任何折扣*同时使用。例如：签订企业业务协议 (EBA) 和享受跨地域使用授权 (ETR) 的客户不

符合条件。指定客户可以选择享受签约折扣*或促销折扣*，但不能两者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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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座席示例： 

▪ 如果客户不是添加到现有合约，而是希望两个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属于同一合约，他们可

以订购一个非促销新座席 ELD SKU（非促销）和“添加座席”促销 SKU（促销名称如表 

2 中所示）。这样，客户的两套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将具有相同的合约和一个序列号。 

▪ 如果客户添加到现有的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合约，他们可以订购非促销定价的“添加座

席”SKU，然后订购“添加座席”促销 SKU（促销名称如表 2 中所示）。这样，客户的

两个新固定期限的使用许可将添加到现有合约。 

 
政府机构示例： 

• 政府机构客户可以通过政府促销 SKU 参与促销活动（如适用）。如果不提供政府 

SKU，则政府机构客户应订购商业促销 SKU。 

 

 

12. 客户可以享受此优惠*进行订购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 

2018 年 10 月 19 日是客户可以享受此优惠*进行订购的最后一天。 

 
 

 

 

Autodesk 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以任何理由自行决定随时取消、暂停或修改此次促销活动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的权利。对 

Autodesk 软件的定价可能会随时更改，也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 

 

* 广告宣传的价格、正价、折扣和节省额均基于 SRP（建议零售价）。SRP 是 Autodesk 对您所在地区某一特定产品的建议零售价

（不含运费、手续费和税费）。SRP 仅供参考，可能并非为当地货币。实际的零售价由当地经销商决定，并受汇率波动影响。优惠以

经销商的参与为准。渠道合作伙伴皆为独立合作伙伴，可自行设定其价格。经销商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此次优惠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印度有效，不可与其他优惠同享，优惠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9 日（含起讫日期）。 

 

Autodesk、Autodesk 标识和 AutoCAD 是 Autodesk, Inc. 和/或其子公司和/或其关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

或商标。所有其他品牌名称、产品名称或者商标均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Autodesk 保留随时调整产品和服务、产品规格以及定价的

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同时 Autodesk 对于此文档中可能出现的文字印刷或图形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 2018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