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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秘书处 

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CN-1801159 
 

 

投 诉 人：艾思蒙特（ESMOD） 

被投诉人：李鹏飞 

争议域名：2009esmod.com 

注 册 商：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一、案件程序 

2018年3月21日，投诉人艾思蒙特（ESM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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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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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域名注册商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

公司发出注册信息确认函，要求其确认注册信息。注册商上海美橙科技信

息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回复确认：（1）争议域名由其提供注册服

务；（2）被投诉人李鹏飞为争议域名注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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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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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3日正式开始。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和邮政快



  2 

递的形式向被投诉人传送和发送书面投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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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

公司传送程序开始通知。 

截至答辩期限届满日2018年4月23日，被投诉人未提交答辩。2018年4

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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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7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赵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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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候选专家赵云先生回复中心北京秘书处，表示同

意接受指定，并保证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018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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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赵云先生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专家组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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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4月27日）起14日内即2018年5月11日前（含5月11日）就本案争议作出

裁决。 

二、基本事实 

投诉人： 

投诉人为艾思蒙特（ESMOD），地址为法国，巴黎 75009，拉罗什福

科大街 10-12 号。投诉人授权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为李鹏飞，地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七丰居委 62

号。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本案争议域名“2009esmod.com”通过注册商上

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获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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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1. 争议域名主体部分完整包含投诉人拥有的注册商标，容易引起混

淆。 

(1) 投诉人及其商标/品牌介绍 

投诉人由世界著名服装裁剪师、同时也是木质半身模特和服装软尺的发

明者阿列克斯〃拉维涅先生（ALEXIS LAVIGNE）于 1841 年创办，总部位于

法国巴黎，是世界上第一所也是最古老、最大的、顶级私立时装设计学院，

一直是全世界时装学院的典范。投诉人悠久的历史和享誉时装界的教学，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投诉人不仅享誉法兰西，而且在全世界也具

有极高的知名度。 

作为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学院，投诉人是培养服装设计师的地方，其主要

专业是时装设计及时装制作。其内衣设计、男式时装、女式时装、童装、

舞台装、高级服装及时装营销尤其有名。1847 年，学校中增加了德语及英

语授课，将投诉人推向了世界。从 20 世纪开始，投诉人在各大国际时装博

览会上崭露头角，从欧洲到日本，足迹遍布世界各地。1989 年，投诉人与

几所艺术学校合作，将服装设计与商业销售结合起来。今天，从内衣到男

装、女装、童装，投诉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时装舞台上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投诉人的教育方式一直倍受现代服装界专业人士及学生的推崇。一百多

年的教学历史，使这所学校已成为世界服装界的领头羊。投诉人的盛誉及

其无可挑剔的教学质量，使其学生很受企业欢迎。投诉人与世界巨型集团

如 LVMH、ANDRE 等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迪奥、香奈尔等业内大公司经常挑

选投诉人学员参加实习。世界上很多著名国际时装企业总裁和设计师每年

都参加投诉人毕业生的作品展，并从中挑选人才。在很多著名国际时装企

业中世界级时装大师、中高层管理人员中也不乏投诉人的毕业生。投诉人

也因培育出无数世界级时装大师而被誉为“时装界的哈佛大学”。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投诉人教学及管理日益完善，目前已在世界上

14 个国家开设了 23 个分校，分别分布在柏林、北京、广州、贝鲁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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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大马士革、迪拜、雅加达、里昂、莫斯科、慕尼黑、大阪、奥斯陆、

巴黎、雷恩、鲁贝、圣保罗、首尔、苏斯、东京、突尼斯、悉尼等城市。 

在中国，投诉人早于 2004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成立其全球第 19 所授权

学校——ESMOD 北京高级时装艺术学校，标志着投诉人成功迈出了登陆中

国的第一步。后投诉人与该校解除合作，并于 2016 年特许北京艾斯盟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创办分校——ESMOD 北京。此外，投诉人于 2014 年成立 ESMOD

广州法国高等服装设计学院，隶属于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年轻的 ESMOD

广州有着新兴学校的勇敢与活力，也拥有百年名校的文化和积淀。在开放

开明的教学和管理理念下，ESMOD 广州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自由决定交流

或进修。三年期间，可以选择去其他国家短期交流体验，也可以选择 3+1 项

目前往巴黎读取硕士。ESMOD 广州培养学生思考，给予学生空间，授予学

生技术，激发学生潜能。ESMOD 广州的成立曾得到《纺织服装周刊》的报

道。 

(2) 投诉人对“ESMOD”享有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 

ESMOD 商标经投诉人长期的使用和广泛的宣传，在全球及中国都享有

非常高的知名度。 

(3) 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2009esmod”与投诉人在先注册商标

“esmod”构成混淆性近似 

第一，争议域名主体部分为字母和数字组合，可分为两部分：2009 和

esmod。其中数字 2009，通常理解为年份，用在“教育、培训”等服务上，

显著性较低，因此争议域名主体部分的主要识别部分为“esmod”。对比可

以发现，争议域名主体部分的主要识别部分“esmod”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

“esmod”完全相同。即使与“2009”组合在一起，也并不能实质性地增加

争议域名本身的识别性与显著性，仍然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ESMOD”混淆

性近似。 

第二，通过查询争议域名所属网站 http://www.2009esmod.com/，其提

供的服务主要是“爵士舞蹈教学，培训”等，与投诉人在第 41 类注册的第

G754496 号国际注册商标“ESMOD”核定使用的“教育；教学；函授课程或

其它方式的授课；技术和艺术教育学校；白天课程；晚间课程；出版；服

http://www.2009esmod.com/
http://www.2009esm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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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师、裁剪工人；和一切与缝纫有关专业的培训”等服务毫无疑问构

成类似。 

综上所述，争议域名的主要识别部分“2009esmod”与投诉人的注册商

标“esmod”在类似服务上构成混淆性近似。 

2. 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经查询商标局官方网站，被投诉人名下未发现有申请商标，域名网站

http://www.2009esmod.com/使用公司-巍巍大观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

限公司名下共申请商标一件，第 11628091 号商标“ ”（第 41 类，

目前已无效）。很明显可以看出，该商标与争议域名主体部分“2009esmod”

未构成近似，故被投诉人不拥有对争议域名主体识别部分 ESMOD 任何权利

或合法权益。                                                 

3. 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1)“ESMOD”是投诉人在先注册商标，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与显著性，

在服装设计教育培训领域享有极高知名度。投诉人在中国已开办学校，

ESMOD 商标经过宣传使用，在中国形成较高影响力。被投诉人明知投诉人

对 ESMOD 享有在先权利，仍然恶意注册争议域名并将其用于培训领域。 

(2)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绝非巧合。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完整包含

投诉人的“ESMOD”系列商标。通过争议域名 who is 信息可知，被投诉人

注册争议域名的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5 日，而早在争议域名注册日之前，

投诉人便在多个类别注册和使用“esmod”商标，并且在相关公众中获得了

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根据被投诉人使用域名的网站介绍，“巍巍大观国

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旗下（叶子子品牌舞蹈）为国家正规注

册培训机构。国际舞蹈培训资质认证，国家级舞蹈培训资质认证指定单位”。

投诉人主营业务为服装设计教学。服装和舞蹈同属时尚文艺领域，向人们

传递美，带给人美好的视觉和精神享受。服装设计教学培训和舞蹈培训关

系密切。舞蹈时穿用的服装是服装设计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舞者、舞蹈

学校是服装设计师的客户，为其设计专用服装对设计师来说是很重要的市

场。因此，投诉人的用户与争议域名推广的舞蹈培训的用户具有重合、关

联关系。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必将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服务来源或误以

为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之间存在许可、合作、赞助等关联，损害投诉人和消

http://www.2009esm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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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不良影响。 

(3)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目的，也不是用于正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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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故意吸引使用投诉人域名（如 esmod.com、

esmod.com.cn 等）的用户访问被投诉人网站。这种未经授权恶意抢注包含

有投诉人享有较强显著性和较高知名度的在先注册商标的域名的行为，并

且使用在类似相关服务上，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法律原则。 

综上所述，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恶意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在与投诉

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服务相类似的服务上。 

投诉人请求专家组裁决将争议域名转移至投诉人。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在规定的答辩期限内没有提交答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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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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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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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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专家组意见如

下：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投诉人的“ESMOD”商标早于 2001 年 3 月 14

日就已经获得国际商标注册，现在该商标仍处于商标保护期内。毫无疑问，

投诉人就“ESMOD”享有商标权。此权利的拥有远远早于争议域名的注册时

间，即 2017 年 12 月 25 日。因此，投诉人对于“ESMOD”拥有不可臵疑的

在先权利。 

 争议域名“2009esmod.com”中除去表示通用顶级域名的“.com”，其主要

识别部分为“2009esmod”，由两部分构成：“2009”和“esmod”。第一部分

“2009”是一个阿拉伯数字，不具有任何显著性，难以起到区分作用。第二

部分“esmod”与投诉人享有注册商标权的“ESMOD”商标完全相同。该争议

域名将以上两个部分结合起来作为主要识别部分，并不能起到区别于投诉

人注册商标的效果。同时，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ESMOD”商标是具有显

著性的独特性标志，并非通用词语。争议域名“2009esmod.com”极有可能

使人误认为该域名的注册人是投诉人，或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被投诉

人及该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存在一定联系。 

 针对投诉人的主张，被投诉人没有提出任何抗辩。 

 鉴于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的投诉已经满足《政策》第 4(a)条中的第一

项条件。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按照《政策》第 4(a)条的规定，专家组认定的第二个争议事实是，被

投诉人是否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权益。就认定该争议事实而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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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应由被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投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投诉人对

“ESMOD”商标享有充分的在先权利和合法权益；投诉人并主张与被投诉人

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授权被投诉人使用“ESMOD”标识。被投诉人对此没

有提出任何抗辩及证据，证明其对“ESMOD”的任何权益。因此，专家组能

够认定的争议事实是，投诉人对“ESMOD”商标享有权利和合法权益；与

此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让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任何先

于投诉人的权利或合法权益。 

 综上，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不对争议域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权益；

并进而认定，投诉人请求转移争议域名的第二个条件已经满足。 

关于恶意 

    根据《政策》第 4(a)条的规定，投诉人需要证明的第三个争议事实是，

被投诉人注册和使用域名具有恶意。 

投诉人是世界上第一所时装设计学院，有悠久的历史，在全世界有极

高的知名度。投诉人除了时装设计和制作之外，还从事有关授课培训；现

在投诉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 14 个国家都开设了分校。在中国，投诉

人早于 2004 年在北京成立其全球第 19 所授权学校；之后于 2016 年特许

北京艾斯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办分校（ESMOD 北京）。投诉人还于 2014

年在广州成立 ESMOD 广州法国高等服装设计学院。投诉人提交的证据充

分显示，投诉人就其“ESMOD”标识早于 2001 年就获得国际商标注册，拥

有毋庸臵疑的在先权利。投诉人及其“ESMOD”品牌在中国获得大量媒体

报道；网络搜索引擎搜索“ESMOD”都是指向投诉人。 经过投诉人多年

的宣传和良好的市场运作，该商标为公众所熟识，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已经成为凝聚投诉人商誉的商业标识。 此外，“ESMOD”并不是一个普通

词汇。 

投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被投诉人就争议域名建立的网站所提供的服务

主要是“爵士舞教学、培训”。投诉人“ESMOD”商标核定使用的主要服

务之一正是教育、培训服务。此中利用争议域名网站推销相同或类似产品

或服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政策》有关“恶意”所列举的第四种典型情形，

即被投诉人以使用域名的手段，为商业利益目的，通过制造网站或网址上



  9 

所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与投诉人商标之间在来源者、赞助者、附属者

或保证者方面的混淆，故意引诱网络用户访问网站。 

需要强调的是，被投诉人在符合程序的送达后，未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辩，

尤其是否定投诉人有关“恶意”指控的抗辩。据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请求

转移争议域名的第三个条件已经满足。 

五、裁决 

基于以上事实与推理，专家组认定，投诉人的投诉满足了《政策》第

4(a)条所规定的三个条件。 

因此，专家组依据《政策》第 4(a)条和《规则》第 15 条的规定，以及

投诉人的投诉请求，裁决将争议域名“2009esmod.com”转移给投诉人艾斯

蒙特（ESMOD）。 

 

  

                                  独任专家： 

 

   

                               2018 年 5 月 3 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