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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秘书处 
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CN-1701062 
 
 
投 诉 人：资生堂美洲公司 
被投诉人：Zhou Xiao 
争议域名：narsshop.com 
注 册 商：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一、案件程序 

2017年3月16日，投诉人资生堂美洲公司根据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

分配机构（ICANN）施行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以下简称“《政策》”）、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亚洲域名争议

解决中心（ADNDRC）施行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补充规则》（以

下简称“《补充规则》”），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北京秘书处（以下简称“中
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投诉书，选择由一人专家组进行审理。 

2017年3月16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投诉人传送通知，确认收到投诉

书。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ICANN和域名注册商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

公司发出注册信息确认函，要求其确认注册信息。注册商北京万网志成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回复确认：（1）争议域名由其提供注册服务；

（2）Zhou Xiao为争议域名注册人；（3）《政策》适用所涉域名投诉；（4）
争议域名注册协议使用的语言为中文。 

2017年3月20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投诉人传送投

诉书修改通知。2017年3月21日，投诉人提交修改后的投诉书。 

2017年4月7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投诉人传送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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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确认及送达通知书，确认投诉书已经审查合格并送达被投诉人，本案程

序于2017年4月7日正式开始。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

投诉人传送书面投诉通知，告知被投诉人被投诉的事实，并说明中心北京

秘书处已按《规则》和《补充规则》的规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被投诉

人传送了投诉书及附件。中心北京秘书处并于同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

ICANN及争议域名的注册商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传送程序开始通

知。 

截至答辩期限届满日2017年4月27日，被投诉人未提交答辩。2017年4
月28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投诉人及被投诉人传送缺席审理通知。 

2017年5月2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薛虹女士发出列为候选专家通知，

请其确认是否接受指定，作为本案专家审理案件，并在当事人间保持独立

公正。2017年5月2日，候选专家回复中心北京秘书处，同意接受指定，并

保证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017年5月3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双方当事人及上述专家传送专家指

定通知，指定薛虹女士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同日，

中心北京秘书处将案件移交专家组。 

根据《规则》第6(f)条和第15(b)条，专家组应当在成立之日（即2017
年5月3日）起14日内即2017年5月17日前（含5月17 日）就本案争议作出

裁决。 

 

二、基本事实 

投诉人： 

投诉人为资生堂美洲公司，地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奥克兰鲍尔大道

178 号。投诉人授权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为 Zhou Xiao，地址位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 100000。被投诉

人无授权代理人。 

2015 年 6 月 5 日，本案争议域名“narsshop.com”通过注册商北京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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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成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注册。 

 

三、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投诉人在投诉书中提出如下主张： 

（一）争议域名主体可识别部分与投诉人注册商标“NARS”近似，

极易引起误认 

（1）投诉人就“NARS”商标早于争议域名注册前就在中国获得商标

注册专用权，并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投诉人就“NARS”标识在中国享有

受法律保护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如下表所述： 

 注册号 类别 商标 注册

日期 

使用商品及服务 

1 9314751 3  

 

2012-

04-21 

护肤霜; 护肤乳; 润肤乳; 护肤

制剂; 防晒剂; 化妆品; 指甲擦

光剂; 指甲油; 口红; 唇线笔; 

唇彩; 润唇膏; 非药用唇膏; 遮

瑕霜; 胭脂; 腮红; 眼线笔; 眼

影膏; 染睫毛油; 眉笔; 化妆粉 

2 1536298 3  

 

2001-

03-14 

肥皂; 香皂; 洗发液; 香精油; 

化妆品; 香水 

3 8724414 3  

 

2011-

10-21  

肥皂; 香波; 清洁制剂; 抛光乳

膏; 金刚砂; 香精油; 香料; 化

妆品; 化妆剂; 化妆用品; 成套

化妆用具; 美容面膜; 化妆品

清洗剂; 梳妆用品; 科隆香水; 

指甲油; 化妆用粘合剂; 喷发

胶; 牙膏; 芬芳袋(干花瓣与香

料的混合物) 

由上表可看出，投诉人早于2001年3月14日便成功注册了第1536298
号 “ ”商标，经续展，目前为有效商标。后又分别与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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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和 2012 年 4 月 21 日注册了第 8724414 号“ ”商标及第 9314751

号“ ”商标。投诉人作为上述商标的权利人，有权提起域名争议。投

诉人前述商标经投诉人长期的使用和广泛的宣传，在中国已享有非常高的

知名度。 

（2）投诉人的关联公司全球著名化妆品公司株式会社资生堂以及旗下

“NARS”品牌早在争议域名注册前就在全球及中国享有较高知名度。 

投诉人是全球著名化妆品公司株式会社资生堂（ SHISEIDO 
COMPANY,LIMITED）的关联公司。 

资生堂（Shiseido）作为著名的化妆品品牌，取名源自中文《易经》

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生堂的涵义为孕育新生命，创造新价值。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意为“赞美大地的美德，她哺育了新的生命，创

造了新的价值。”这一名称正是资生堂公司形象的反映，是将东方的美学及

意识与西方的技术及商业实践相结合，将先进技术与传统理念相结合，用

西方文化诠释含蓄的东方文化。 

1897 年科学性地开发出了以西洋药学处方为基础，名为红色蜜露

（EUDERMINE）的化妆水。从此，资生堂便一直致力于美肌和秀发的研

究，研发出了许多革新商品和美容方法。如今，资生堂已发展成为一家具

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化企业，通过将东方美学和西方科研的完美结合，致力

于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创造更丰富美好的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众多

消费者的喜爱，其产品已在全世界 85 个国家销售，成为享誉全球的化妆品

集团。 

投诉人旗下品牌“NARS ”的介绍：“NARS”是由出身时尚界的法国

彩妆大师FRANXOIS NARS于1994年所创立的美国专业彩妆品牌。NARS
用最经典的黑色，加上个性的 Logo 来表现品牌极简精神。时尚舞台背景出

身，让 NARS 在色彩、创意、显色度上，直至产品柜位的包装都相当时尚。 

NARS 的产品命名忠实呈现品牌“乐趣与不设限”的精神，彻底维持

FRANXOIS NARS 独特的个人特性。由于他对事物的狂热和兴趣十分广

泛，因此从美国经典电影片名和外国电影、旅游、艺术、烹饪、文化，皆

可带给 FRANXOIS NARS 无限的灵感。如他的第二个家乡“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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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他学习彩妆的城市“PARIS”、NARS 品牌发源地“NEW YORK”、
以及春妆灵感的发想其实是源自电影“SHANGHAI LILY”等等，都可幻化

为产品名称。在外包装上，NARS 彩妆和皮肤保养系列完全展现 NARS 产

品的风格：经典、现代、高贵及优雅。由设计天才 FABIEN BARON 为 NARS
彩妆所设计的雾面黑色外观，还引起一股化妆品界极简设计的时尚跟风，

可见 NARS 的原创性，无可取代。 

除了彩妆品获得经典不灭的时尚地位，NARS 的保养品也具有独到之

处。品牌掌门人 FRANXOIS NARS 一直相信，拥有好的肤质是迈向美丽的

第一步。为了帮助肌肤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状态，NARS 护肤系列产品运用

资生堂 (SHISEIDO) 实验室技术，创造出一系列女性专属的纯植物精华保

养产品。特别强调温和的调理，从清洁、保 湿、赋活、舒缓和保护多管齐

下，能使肌肤呈现自然光泽的健康风采，达成完美肤质内外兼美的使命。 

在中国，经过投诉人的广泛宣传与推广，“NARS”品牌在中国已有不

可小觑的市场。从 NARS 在中国的部分数据可以看出，NARS 已经获得忠

实但规模较小的粉丝基础，并且深受美妆博主和美妆达人的喜爱。如今，

微博和微信客户端作为两大社交平台，是人们使用最广泛的分享交流平台。

美妆博主更是拥有成百上千万粉丝。经美妆博主和美妆达人宣传推广，

NARS 品牌已深入人心，尤其深受年轻女孩追捧。此外，在淘宝、天猫和

聚美优品网站分别检索“NARS”，可以看到“NARS”在中国的购买力在

美妆市场占有相当比例。 

而 NARS 为了正式入驻中国，也做了品牌推广准备。经调查，投诉人

发现中国市场对 NARS 品牌的反响十分热烈，且已准备好迎接 NARS 品牌

的到来，同时也显示出 NARS 在中国已经十分知名，事实上，此品牌经常

在时尚杂志和美容节目里做广告，任何喜爱化妆的女性都听过这个品牌。 

上述事实证明了，投诉人关联公司全球著名化妆品公司株式会社资生

堂以及旗下“NARS”品牌已经在中国相关公众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NARS”与投诉人已经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3）争议域名“narsshop.com”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注册商标

相同或混淆性近似 



  6 

争议域名“narsshop.com ”的可识别主要组成部分“narsshop ”由

两个英文单词“nars”和“shop”组成。“shop”含义为“店铺”，使用在

网络店铺等语境中，显著性较弱，域名的显著识别部分“nars”与投诉人

享有在先商标权“NARS”完全相同。鉴于投诉人“NARS”商标在中国的

较高知名度，对于中国消费者，“NARS ”已经成为投诉人以及关联公司

重要的品牌之一，消费者看到争议域名，极易将其误认为是、投诉人的关

联公司或者下属公司所有或者误认为其与投诉人存在某种法律或商业关

系。因此，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已构成了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注

册商标的相同或混淆性近似。 

（二）被投诉人就域名主要部分“narsshop ”不享有合法权益 

（1）根据投诉人在中国商标网上的查询结果显示，被投诉人对

“narsshop”或“nars”不享有任何商标权利。 

（ 2 ） 投 诉 人 “ 资 生 堂 美 洲 公 司 （ SHISEIDO AMERICAS 
CORPORATION)”从未许可、授权或允许被投诉人 Zhou Xiao 注册和使

用争议域名或者注册和使用“NARS ”商标。 

（三）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NARS”是投诉人的注册商标，在中国及全球已经享有较高知名度，

被投诉人明知投诉人对其享有现在权利，仍然恶意注册并使用争议域名。    

“NARS”作为投诉人在先使用的商标，具有非常强的独创性，经过

多年的广泛使用和宣传，已经成为投诉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标签。 

被投诉人注册与投诉人旗下知名美妆品牌以及在先注册的知名商标

“NARS”高度近似的争议域名“narsshop.com”绝非巧合。被投诉人注

册争议域名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正当使用，而是为了影响投诉人的正常经

营活动，并阻止投诉人使用争议域名。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目的，在

于攀附投诉人的高知名度和高商誉以诱导互联网用户用“narsshop.com”

访问被投诉人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在百度搜索中输入以“nars 官方网站”为关键字进行

检索，排列早搜索结果首位的为被投诉人以“narsshop.com”为域名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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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NARS 纳斯官方网站”的网站，而投诉人以“narscosmetics.com”为

域名的正牌官方则居其后排列，作为中国公众使用范围最广频率最高的搜

索引擎，前述对投诉人“NARS”品牌化妆品官方网站的搜索结果无疑会

引起混淆，给投诉人造成难以弥补的物质以及商誉损失。 

因此，被投诉人以上注册并使用争议域名“narsshop.com ”的行为，

已经构成《政策》第 4 条（b）（iii）及（iv）款的恶意情形，即被投诉人注

册争议域名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投诉人的正常业务；或/及是通过故意制造与

投诉人所持有的商标“NARS ”的混淆，以诱使互联网络用户访问争议网

站或者其他联机地址，并从中牟利非法利益。 

投诉人请求本案专家组裁决，将本案争议域名< narsshop.com >转移

给投诉人。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没有提交答辩书。 

 

四、专家意见 

根据被投诉人与注册商之间的注册协议，被投诉人同意受《政策》的

约束。《政策》适用于本项争议解决程序。 

《政策》第 4 条规定了强制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根据第 4(a)条的规

定，投诉人必须证明以下三个条件均已满足： 

(i)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

性相似；且 

(ii)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被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根据第 4(b)条的规定，被投诉人具有如下情形但不限于如下情形的，

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i)注册或获取争议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作为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

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转让域名，以获取直接与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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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相关费用之外的收益；或者， 

(ii)注册行为本身表明注册争议域名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商品商标或服务

商标的所有人以相应的域名反映其商标标志；或者， 

(iii)注册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破坏竞争对手的正常业务；或者 

(iv)以使用域名的手段，为商业的目的，通过制造网站或网址上所出售

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与投诉人商标之间在来源者、赞助商、附属这或保证

者方面的混淆，故意引诱网络用户访问网站或其他联机地址。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与专家组调查的事

实，本案专家组意见如下：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政策》第 4 条(a)项之(i)规定，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权利的商品商

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根据投诉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专家组发现，投诉人早在 2001 年就在

中国获得了关于“NARS 及图”商标的注册，并于 2012 年获得了“NARS”
文字商标的注册。上述商标注册至今合法、有效，因此投诉人就“NARS”
商标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商标权益。 

专家组注意到，争议域名“narsshop.com”中，除了代表通用顶级域

名（“gTLD”）的通用字符“.com”之外，被投诉人选择注册的字符为

“narsshop”，与投诉人注册的文字商标 “NARS”相比，仅在后部附加

了字符“shop”。由于 “shop”系含义为“商店”“商铺”的英文通用名词，

附加于投诉人的商标 NARS 之后，无法增加争议域名本身的识别性与显著

性，反而容易被解释为“销售 NARS 产品的商店”。 

因此，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narsshop.com”在整体上与投诉人的

注册商标“NARS”混淆性相似，投诉满足《政策》第 4 条(a)项之(i)规定

的条件。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主张，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投诉人从未

许可、授权或允许被投诉人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或者注册和使用“N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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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经就其所知所能，满足了所承担的举证责任。

反驳该初步证明的举证责任因此转移于被投诉人。但是，被投诉人并未提

供任何答辩意见，未能推翻投诉人已初步证明成功的事实。 

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未发现任何符合《政策》第 4 条(c)项所列举的

情形，或者任何其他可能证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的

情形。 

因此，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narsshop.com”不享有权

利或合法利益，投诉符合《政策》第 4 条(a)项之(ii)规定的条件。 

关于恶意 

《政策》第 4 条(a)项之(iii)规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

具有恶意。 

投诉人主张，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并提供了

相应的证据。被投诉人没有提交任何答辩意见，未对投诉人的主张予以反

驳。因此，专家组对于投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 

仲裁庭注意到，争议域名被用于网站< http://www.narsshop.com/>，
该网站名称为“NARS 纳斯官方网站”，该网站展示、销售所谓 NARS 的

各类产品，提供从支付到产品配送的完整商业服务。但是该网站未说明与

投诉人的关系，也未提及产品来源的信息。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作为争

议域名的持有人，应当为该争议域名网站的实际使用负责。 

投诉人作为 NARS 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在投诉书中明确表示，投诉人

“资生堂美洲公司（SHISEIDO AMERICAS CORPORATION)”从未许可、

授权或允许被投诉人 Zhou Xiao 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或者注册和使用

“NARS ”商标。投诉人在中国商标网上的查询结果显示，被投诉人对

“narsshop”或“nars”不享有任何商标权利。被投诉人则没有提交任何

答辩意见，未能反驳投诉人的上述主张与举证，也未能证明就争议域名享

有任何合法权益。因此，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未经投诉人授权擅自注册

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 NARS 混淆性近似的争议域名“narsshop.com”，并

将其使用于商业性网站<www.narshop.com>，在该网站上反复使用与投诉

人的商标 NARS 相同的商业标识，公然宣传、推广、销售疑似假冒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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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产品。被投诉人的上述行为足以证明，被投诉人是在明知投诉人及

其在先注册的商标 NARS 的情况下注册并商业性使用争议域名的。被投诉

人注册并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足以使互联网用户误认被投诉人的网站及

其销售的产品与投诉人有来源、赞助、附属或者担保方面的关联。因此，

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的上述行为构成《政策》第 4 条(b)项之(iv)所述的恶

意注册并使用争议域名的证据。 

总之，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投

诉满足《政策》第 4 条(a)项之(iii)规定的条件。 

 

五、裁决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投诉符合《政策》第 4(a)条规定的三个条件，

即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混淆性相似、被投诉

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以及被投诉人注册并使用争议域名具

有恶意。 

鉴于上述所有理由，根据《政策》第 4 条第(i)项和《规则》第 15 条，

专家组裁决将争议域名“narsshop.com”转移给投诉人资生堂美洲公司。

  

  

 

 

 独任专家： 

 

 2017 年 5 月 17 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