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 HKcc-1700040 

投诉人: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菲利普莫里斯产品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 : Lin Shi Mo Ban 

争议域名 : < iqos.cc> 

 

 

 

1. 当事人及争议域名  

 

本案投诉人为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菲利普莫里斯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为瑞士

纳沙泰尔 2000，凯·让尔诺 3 号。 

 

被投诉人为 Lin Shi Mo Ban, 地址为 Wu Chang Qu Fu Jia Po 2Lu 8, Cheng Du, Hu Nan, 

CN 。 

 

争议域名为<iqos.cc>,由被投诉人通过注册商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所注册;  

电邮地址为：westdomain@gmail.com ; 联系电话为: +86.2886263960。 

 

 

2. 案件程序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以下简称为“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收到投诉人根据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于 1999 年 

10 月 24 日批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政策》），和由 ICANN 董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批准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规则》），及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起生效的 《ADNDRC 关于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补充规则》（《补充规

则》）的规定，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DNDRC）香港秘书处提请之投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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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指定一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审理本案域名争议。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向投诉人发出电子邮件确认接收投诉，并于

同日向注册商发出电子邮件，请求确认注册信息。 

 

注册商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确认注册信息，确认本案争议域名由其提供注册服务，

被投诉人为争议域名持有人。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向投诉人用电邮发出投诉修改形式缺陷通知,

被投诉人可于五个日历日内,即 2017 年 9 月 2 日或之前纠正该缺陷。投诉人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用电邮作出回覆，并附上已更正的投诉书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确认收到投诉人针对缺陷而作出修改的投诉书,并确认投诉书符合《政

策》的格式要求。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向被投诉人及注册商发出程序开始通知，并说

明被投诉人应当按照《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要求，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或之前，

提交答辩书及其附件。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被投诉人缺席审理通知,并

确认中心香港秘书处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被投诉人针对投诉人提出有关域名< 

iqos.cc>投诉提交的答辩书。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向拟定专家发出专家组指定通知。同日，候选

专家吴能明先生表示，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中心香港秘

书处于同日向当事人及专家发出专家确定通知，指定吴能明为专家，组成专家组审

理本案。专家组需于 2017 年 10 月 4 日提交裁决。  

  

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7 年 10 月 3 日，因應专家组的要求，将提交裁决的日期延期

到 2017 年 10 月 11 日或之前。  

  

专家组认为，其组成符合《政策》和《规则》的规定，并根据《规则》第 11 条的

规定，采用中文作为本案程序语言。  

 

 

 

3. 事实背景 

  

 投诉人 

 

 投诉人菲利普莫里斯产品有限公司（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是菲利普莫里斯国

际有限公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Inc.，共称为 “PMI”)旗下集团公司的一成员，

完全为 PMI 拥有。 PMI 是领先全球的国际烟草公司, 产品销往 180 多个国家。PMI 

无与伦比的品牌组合包括 MARLBORO 品牌，是自 1972 年来全球销量第一的香烟

品牌。  



 

 

 PMI 以其对旗下品牌及产品的创新而闻名。过去十多年来, PMI 一直致力于研发一

套新的无烟产品组合, 并将其命名为“风险降低产品”(简称"RRP’s")。IQOS 是由

PMI 开发和销售的无烟产品中的一项。IQOS 产品系统包括一个由电子控制的、称

为 IQOS 容器的加热装置组成,该容器里可置入经专门设计、研发的“HEETS” 和 

“HeatSticks”品牌烟草棒，上述烟草棒经加热后会产生含尼古丁的芳香烟草烟雾。

IQOS 产品系统还包括 IQOS 口袋充电器, 专门为 IQOS 容器设计以便其充电。IQOS

产品于 2014 年在日本名古屋首次由 PMI 发行。现在, IQOS 产品遍布全球主要城市，

在约 26 个市场上皆有销售。至今, IQOS 产品均通过 PMI 的官方 IQOS 商店及网站

独家经销。 

 

 投诉人是 IQOS 商标在全球的拥有者，这个广泛的商标组合包含各种不同的商标注

册和有效申请。最值得注意的是，投诉人在中国也拥有大量注册商标 (称为 “IQOS 

商标”),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商标: 

 

商标名称 分类 (覆盖商

品 / 服务) 

注册号 

 11 15098769 

 11 15098772 

 34 16314287 

 34 16314286 

 
34 

16314289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并没有提交答辩书，根据 WHOIS 数据库记录显示，本案争议域名 iqos.cc

是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注册。 

 

 

4. 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i)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或服务标记相同或极其相似，容易引起混淆： 

投诉人认为争议域名 iqos.cc 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 “IQOS” 相同。  

首先，毫无疑问，争议域名<iqos.cc>完整地包含投诉人的注册商标“IQOS” 。在

以往的案例中，当争议域名中有包含他人完整商标，或与其混淆性相似的用词

时，不论争议域名中是否含有其它词语，专家组均一致认定该等争议域名与相关

商标构成相同或混淆性相似。(参见 Oakley, Inc. v. Zhang Bao, WIPO Case No. D2010-

2289) 。 

通常被投诉人擅自使用他人的整个商标并添以描述性或非可区分性词汇的情形并

不能避免混淆性相似的认定。(参见 The Argento Wine Company Limited v. Argento 

Beijing Trading Company, WIPO Case No. D2009-0610;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v. CPIC 

NET and Hussain Syed, WIPO Case No. D2001-0087)。所以，本案争议域名中的

“.cc”字样无法改变该争议域名可能对相关公众造成混淆的事实。 

而且，投诉人及其注册商标 IQOS 在其相关的 IQOS 产品上享有很高知名度。因

此，当相关公众看到以上争议域名时，极有可能错误认为该争议域名的主要部分 

“iqos”为投诉人“IQOS”的系列商标，从而认为争议域名的网站为投诉人所

有，或至少与投诉人有紧密关联，兼之，争议域名会让人产生被投诉人是经过投

诉人授权在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上提供产品/服务的错觉，引起相关公众的混

淆。 

综上，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注册商标相同，容易引起混淆，投诉人的理由符

合《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i)项规定。 

 

被投诉人不拥有对争议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 

投诉人不但对 “IQOS” 享有在先商标权，还注册了包含“IQOS” 商标在内的

域名。投诉人通过含有 “IQOS” 商标的域名包括 www.myiqos.com 向公众宣传

推广其电子加热装置“IQOS”产品，投诉人对“IQOS”商标和域名享有独占和排

他的权利。争议域名的主要组成部分“IQOS”与投诉人在先商标和域名 

“IQOS” 完全相同;  

 

被投诉人并非投诉人“IQOS”注册商标的被授权人，所以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

具有任何合法权益。明显地，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时抄袭了投诉人的商标，

其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侵犯了投诉人的商标权。 

而且，通过在中国商标局的官方网站查询“IQOS”商标，显示没有任何以被投诉

人名义申请或注册的“IQOS”商标或与“IQOS”近似的商标。 



 

综上，被投诉人不拥有对争议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投诉人的理由符合《统一

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ii)项规定。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及使用具有恶意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企图通过误导相关消费者的方式利用投诉人已有的知名度

和市场认可度获牟取不正当的利益。 

 

首先，被投诉人是在对投诉人的 “IQOS” 注册商标十分熟悉的情况下恶意注册

争议域名。如前所述，投诉人的 “IQOS” 注册商标在全球消费者中具有极高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加上投诉人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推广，这些商标更是获得了极强的

显著性，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几乎人尽皆知。鉴于投诉人的 IQOS 商标并非通常或

有固定含义的英文词汇，被投诉人在争议域名中直接使用完全相同的 “IQOS” 

绝非出于偶然，其应是在完全知悉投诉人在先“IQOS”注册商标的情况下注册争议

域名。 

 

其次，早于 2014 年, 投诉人的 “IQOS” 产品就已在日本名古屋推出，并广受消

费者欢迎。 而被投诉人注册 iqos.cc 的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21 日，这说明争议域名

是在 “IQOS” 产品消息传出后注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被投诉人是恶意抢注争

议域名。很显然，被投诉人的目的是希望凭借投诉人的巨大商誉，故意制造公众的

混淆和误认，以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 

 

被投诉人恶意抢注争议域名后, 被投诉人还利用该域名 iqos.cc 创建了网站，并在网

站上以未经授权、侵权和误导性的方式使用 IQOS 和 MARLBORO 商标, 以及属于

投诉人及其关联公司所创作并受著作权保护的资料。被投诉人的相关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 

 

 在被投诉人 iqos.cc 网站，被投诉人展示了很明显是直接从 PMI 官方

网站复制而得的题为“IQOS 的工作原理?”的视频，并且突出使用投

诉人已注册的带有特殊设计的“Q” 和“IQOS”商标。 

 

 被投诉人网站还显示了用户手册的照片，这些照片同样是从 PMI 官

方网站（如 PMI 英国和日本的网站）的教程部分直接复制而来的, 同

时还使用 "IQOS" 商标。 

 

 此外，被投诉人网站还展示了清楚带有“MARLBORO”注册商标

（MARLBORO 商标由投诉人的关联公司 Philip Morris Brands Sarl 注

册）的图片，而此图片亦截取自投诉人受著作权保护的视频。 

 

 被投诉人还将 PMI 网站上的 IQOS 产品的英文说明翻译成中文, 并

在被投诉人网站上展示了上述由 PMI 享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的翻译。   

 



 

     

投诉人希望指出，被投诉人抢注争议域名及在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上展示侵权内

容，复制以及展示投诉人享有著作权保护的资料的行为已经侵犯了投诉人对 IQOS

注册商标的商标权及对其作品的著作权。 

 

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投诉人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向被投诉人发送了警告函，并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发送跟进信函。被投诉人对其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及微博账号

进行了改正，包括删除了上述提及的侵权内容。被投诉人的改正行为表明被投诉人

意识到其包括注册和使用本争议域名在内的相关行为侵犯了投诉人的商标权和著

作权。 

 

综上，通过注册及使用争议域名，被投诉人不正当地利用了投诉人对“IQOS”注册

商标所享有的极高商誉和知名度，，企图误导相关消费者认为其争议域名及相关网

站上展示的产品经投诉人许可，或者与投诉人存在关联，或者获得投诉人任何方式

的支持。被投诉人同时期望利用投诉人商标的良好商誉以吸引互联网用户访问争议

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以牟取非法的商业利益。被投诉人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具有极

大恶意，投诉人的上述投诉理由符合《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iii)和 4(b)(iv)

项规定。 

 

 

5.专家组意见 

 

根据《ICANN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当得

到支持﹕  

  

(i)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或服务标记相同或极其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且  

(ii) 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 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投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必须举证证明以上三种情形同时具备。  

  

A)  关于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权利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

混淆性相似  

  

首先,专家组接纳投诉人的举证,投诉人的“IQOS””商标/品牌在全球,包括在中国是

获得了知名度的。投诉人的商标在中国,在争议域名注册之先,亦已经获得注册。例

如：注册号 15098769 国际分类 11 的商标,申请日期为 2014 年 5 月 12 日及专用权期

限为 2015 年 6 月 28 日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专家组人认为，争议域名的可识别部

分是“iqos”。 “iqos”并非一般用字，是有区别性。这具区别性的部份"iqos",是与

投诉人享有知名度的“IQOS”品牌完全相同,网络上的用户见到争议域名含有  “iqos”  

是会联想到投诉人的商标以及品牌。  

  

据此,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品牌“IQOS” 是相同或混淆性地

相似。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经满足《政策》第 4（a）条第（i）款规定的举证要求。  

 

 

B)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正如上文提及,专家组接纳投诉人的举证,“IQOS” 是具有知名度的商标/品牌。投

诉人确认,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并无任何关联。专家组认为,明显地投诉人也从未授权

被投诉人以任何方式使用“IQOS” 的名稱。专家组认为，在这情形下，投诉人经

已表面证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利益,举证责任因而转移到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并未有作出任何答辩,当然未有就转移的举证责任,作出任何举证。特别是

没有根据《政策》第 4(c)条作出任何举证。投诉人的表面证明,在这情形下是可以被

确认為本案件的事實。  

  

据此,专家组的结论是,投诉人已经满足《政策》第 4(a)条第(ii)款规定的举证要求。  

  

  

  

  

C)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是否具有恶意  

  

 

 

《政策》第 4(b)条规定如下：  

b.  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的证据。针对第  4  条  (a)(iii)，如果专家组发现存在以

下情况（特别是以下情况但不仅限于），则可将其作为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的证据：  

(i)  一些情况表明，你方已注册域名或已获得域名，主要用于向投诉人（商标或服

务标记的所有者）或该投诉人的竞争对手销售、租赁或转让该域名注册，以获得比

你方所记录的与域名直接相关之现款支付成本的等价回报还要高的收益；或者  

(ii)  你方已注册该域名，其目的是防止商标或服务标记的所有者获得与标记相对

应的域名，只要你方已参与了此类行为；或者  

(iii) 你方已注册该域名，主要用于破坏竞争对手的业务；或者  

(iv)  你方使用该域名是企图故意吸引互联网用户访问你方网站或其他在线网址以

获得商业利益，方法是使你方网站或网址或者该网站或网址上的产品或服务的来源、

赞助商、从属关系或认可与投诉人的标记具有相似性从而使人产生混淆。  

  

专家组接纳投诉人的举证,《政策》第 4(b)条第(iv)款的情况是存在的。正如投诉人

指出,证据显视被投诉人在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上展示了投诉人“IQOS” 商标

及复制以及展示投诉人网站刊载享有著作权保护的资料。无可否认,这已经侵犯了

投诉人对 IQOS 注册商标的商标权及对其作品的著作权。专家组留意到,被投诉人的

网站亦展示了投诉人的关联公司 Philip Morris Brands SArl 的“Marboro”注册商标。

专家组认为,根据这些证据,合理的推论是被投诉人是故意利用网站上的各样侵权展

示吸引使网上人前往访问以为该网站与投诉人是有关连的,从而获得商业利益。 



 

  

专家组认为，因应《政策》第 4(b)条第(iv)款的情况存在,投诉人经已就争议域名举

证符合《政策》第 4(a)条第(iii)款规定的要求。  

 

6. 裁决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符合《政策》第 4(a)条规定的三个条件。  

  

投诉人请求本案专家组裁决将争议域名转移给投诉人。专家组决定，根据《政策》

的规定，将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 <iqos.cc>的注册转移给投诉人。  

  

 

 

 

 

 

 

 

专家组：吳能明 

  

日期：2017 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