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秘书处 

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CN-1701051 
 

 

投 诉 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被投诉人：Zhu Hai Zhong Song Tou Zi Guan Li You Xian Gong Si（珠海中松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争议域名：中国松下.net 

注 册 商：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1．案件程序 

2017年1月22日，投诉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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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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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发出注册信息确认函，要

求其确认注册信息。注册商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于2017年1月25日回复确认：（1）争议域名由其

提供注册服务；（2）被投诉人Zhu Hai Zhong Song Tou Zi Guan Li You Xian 

Gong Si（珠海中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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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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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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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正式开始。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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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传送程序开始通知。 

被投诉人于2017年3月15日向中心北京秘书处申请延长答辩期限。

2017年3月16日，中心北京秘书处通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将答辩期限延长

至2017年3月26日。2017年3月24日被投诉人提交答辩，选择由一人专家组

进行审理。中心北京秘书处于当日向投诉人转递答辩材料。 

2017年3月30日，投诉人针对被投诉人的答辩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

了回复意见。次日，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出，投诉人无权发表回

复意见。 

2017年4月5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郭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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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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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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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指定郭禾先生为本案独任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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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起14日内即2017年4月24日前（含4月24日）就本案争议作出裁

决。 

2017年4月11日，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出将本案与关于域名“中

国松下.com”的争议案件合并审理的请求。 

2017年4月12日，中心北京秘书处通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专家组决

定：第一，接受投诉人针对被投诉人答辩意见所提出的意见，同时告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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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可以在三天内针对该进一步意见提交补充意见或补充证据。第二，

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专家组不接受合案审理的请求。 

2017年4月14日，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针对投诉人进一

步意见的补充意见。次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将该意见转发给投诉人。 

 

2．基本事实 

投诉人： 

本案投诉人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地址位于日本国大阪府门真市

大字门真 1006 番地。投诉人授权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邱

敬修代理本案。 

 

被投诉人： 

本案被投诉人为 Zhu Hai Zhong Song Tou Zi Guan Li You Xian Gong 

Si（珠海中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地址位于 Guang Dong Sheng Zhong 

Shan Sh。被投诉人授权北京市东岩律师事务所的谢忱和王天一律师代理

本案。 

2014年 4月 9日，本案争议域名“中国松下.net”通过注册商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获得注册。 

 

3．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的投诉主张、事实和理由 

（1）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对“松下”等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

上述商标经过投诉人的长期、大量使用，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松下电器

产业株式会社是如下注册商标在中国大陆的合法注册人，对其拥有注册商

标专用权。 

 

注册号 商标 申请日 注册日 有效期 指定使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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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103 
 

1986-03-25 1987-02-10 

1987-02-10

至 

2017-02-09 

9 类：电视接收机,收音机,

放大机,无线电话机,唱机,

磁带录音机和播放机,磁带

录像机和播放机,传真发送

设备,电视照相机,显微镜,

电话,内部通信设备,示波

器,信号发射机 

382877 
 

1986-03-25 1986-12-20 

1986-12-20 

至 

2026-12-19 

11 类：电冰箱,电冰柜,电冰

淇淋机,水冷机,电烤箱,微

波炉,电煮蛋器,电渗滤器,

电热板,电米锅,电动烘干机

(衣服.碗具),电动家用空

调,电动空气净化器,电扇, 

3021975 
 

2001-11-21 2003-04-21 

2003-04-21

至 

2023-04-20 

11 类：燃气烹调器,电热水

器 

 

投诉人享有“松下”企业名称权。投诉人公司名称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

会社，并在中国设立了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及广州分公司。自成立至

今，一直以“松下”作为公司企业字号对外宣传及使用，在中国境内被公众

所熟知，投诉人享有“松下”在先的企业名称权。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于 2016 年 7 月

认定 “松下”（第 277103 号）商标为驰名商标。根据《关于第 11227847

号“松下 SONGXIA 及图”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商评字【2016】第

000066789 号 ），商评委认定：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即 2012 年 7

月 19 日前，申请人引证商标一“Panasonic”（第 135672 号）、引证商标

二“松下”（第 277103 号）经使用已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构

成注册使用在第 9 类电视机接收机商品上的驰名商标，且两商标经使用已

建立了对应关系。以及根据《关于第 11227867 号“松下 SONGXIA 及图”

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商评字【2016】第 000066787 号），商评委认

定：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即 2012 年 7 月 19 日前，申请人引证商标

三“Panasonic”（第 135672 号）、引证商标四“松下”（第 277103 号）经

使用已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构成注册使用在第 9 类电视机接

收机商品上的驰名商标，且两商标经使用已建立了对应关系。 

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或企业名称相同或极其相似，容易

引起混淆；且争议域名“中国松下.net”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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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仅起到描述、修饰作用，不具有识别性，而“松下”并非汉语

固有词汇，是投诉人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姓氏；请求人的企业名称有着深

厚的特殊历史原因以及长期的企业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显著性。因此，该

争议域名起到区分网站来源作用的主要识别部分应当为“松下”，而该部分

与投诉人享有商标权的“松下”完全相同，导致相关公众对被投诉人的网

站来源产生混淆，将其误认是投诉人所运营的网站加以访问，对投诉人产

生不良影响。 

（2）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且争议域名“中国

松下.net”注册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晚于投诉人“松下”商标在中国获得

注册及建立名声和商誉。投诉人通过查询显示，被投诉人不享有任何在先

关联商标注册，且未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享有任何合法权利或权益。 

(3) 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恶意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松下”系列商标，经过投诉人的长期、大量

使用，获得了极高的市场知名度。松下电器于 1918 年由松下幸之助在大阪

创立，创业时做的是电灯灯座。1927 年制作自行车用的车灯。1951 年松

下幸之助到美国，打开了松下电器在美国的市场，因此让松下电器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有突破性的成长。 

松下电器的产品线极广，除了家电以外，还生产数位电子产品，如 DVD、

DV（数位摄影机）、MP3 播放机、数码相机、液晶电视、笔记型电脑等。

还扩及到电子零件、电工零件（如插座盖板）、半导体等。间接与直接转投

资公司有数百家。 

2008 年末，Panasonic 与日本另一电器大厂三洋电机传出并购消息。

2008 年 12 月 19 日，Panasonic 以每股 131 日圆斥资 8067 亿日圆折合美

金 90 亿美元收购三洋电机大股东高盛（Goldman Sachs）、大和证券及三

井住友金融集团共同持有的 4.3 亿张三洋电机特别股，换算后为 70.5%的

三洋电机股权。并购三洋电机后的 Panasonic，成为日本最大、世界第二大

的电机厂商（仅次于通用电气）。 

松下电器与中国的合作始于 1978 年，从技术引进、投资创办合资、独

资企业，到创办研发基地，松下在中国的事业规模日益扩大。包括 4 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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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中心在内，松下在中国已投资建立了 60 家合资、独资企业，职工人

数达到 6 万余人。松下电器在世界许多国家都设有基地，并正在开展着与

当地的人和文化及需求相吻合的全球性经营活动。 

松下电器跨越了地区和社会，在 40 多个国家开展着企业活动。其企业

活动的范围不局限于生产，还开展包括服务和信息系统等解决方案在内的

多种业务，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及时对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制造和以客

户为本的商业活动。更为突出的是，为了满足各个国家客户的需求，将过

去设在日本的地区统一管理机构分别迁到北京、新加坡、新泽西、伦敦等

地，在当地直接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松下电器作为真正的国际企业，始终

开展着立足于客户的全球性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投诉人在中国的广告投入。为宣传其“松下”商标及产品，投诉人在中

国进行了广泛、大量的广告和推广，使得其“松下”系列产品被消费者所熟

知并认可。 

同时，在百度、360 搜索及必应上输入关键词“松下”，马上可以找到

大量有关的查询结果并且几乎所有结果都是关于“松下”的产品介绍、宣

传报道、产品销售及消费者的使用评价。 

投诉人的“松下”系列商标通过大量的使用、广泛的宣传和热烈的媒体

关注及报道，无论在行业内部还是在消费者心中均已享有极高知名度，被

投诉人在未得到投诉人的授权情况下注册、使用含有投诉人驰名商标的域

名，该行为具有明显误导公众的故意。 

本案争议域名项下网站的主要经营产品为：空调、洗衣机、彩电、热水

器及空气净化器。被投诉人为同行业竞争者，应当知晓“松下”是投诉人在

家电类别产品的注册商标，且“松下”商标已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然而被投

诉人并没有在注册域名时对他人在先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注册商标作出合理

避让，避免因注册使用含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域名而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

认。 

综上所述，投诉人要求将争议域名转移至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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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对投诉主张的答辩 

（1）被投诉人拥有对争议域名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首先，被投诉人“珠海中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贸为

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其产品主要是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民用家电产品

为主。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诚信，务实的经营宗旨，勇于开拓，不断创

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发展壮大。2013 年是中松空调的元年，以“好空调•

知冷热”响亮口号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与追捧，第一年就成功踏入空调黑

马新星行列。2014 年 7 月份在研发成熟后启动热水器与空气净化器项目，

中松热水器把“出水断电• 就是安全”做为电热产品第一重心，并推出了专

利产品“水电分离”技术和“出水断电”技术的产品。孪生产品中松净化器

也提出了“好空气• 要净化”产品理念，为日益严重的空气质量做出一份贡

献。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中松公司已成为国内知名家电生产、销售企业，

并凭借诚信的工作作风、可靠的产品质量、完善的售后服务，在业内赢得

了良好的声誉。中松空调等产品也多次荣获‘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称号，并

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地区。 

其次，早在 2013 年 7 月 3 日，被投诉人即已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

并将其作为企业官方网站进行使用。该网站的内容主要分两块：一是对被

投诉人基本情况的介绍；二是对被投诉人所生产、销售产品的宣传、展示、

介绍，以及相关售后服务信息。从网站的内容可见，被投诉人仅仅是将其

用来介绍企业和产品的基本情况，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且无论是从企业介

绍还是产品宣传来看，被投诉人都写的非常明确、详细，并没有刻意误导

消费者，更加没有玷污投诉人商标之意图。 

再次，在注册争议域名后，被投诉人也对其进行了大量而广泛地宣传，

在百度、360、搜狗等国内大型搜索引擎上进行了竞价排名，有关被投诉人

以及争议域名网站的搜索结果均排名前列。经过长期大量的宣传推广，被

投诉人与争议域名网站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并与被投诉人形成了一一对

应的关系，使得被投诉人拥有对争议域名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后，即将其作为企业官方网站进行使用。该

网站主要是用来介绍被投诉人的基本情况，并对被投诉人产品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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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投诉人声称“被投诉人使用该域名企图故意吸

引互联网用户访问其网站，并以此获得商业利益”，但是其没有举证证明被

投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引诱互联网用户访问争议域名网站，也没有举证证

明消费者将争议域名网站上的产品与其生产制造的“松下电器”产生混淆，

更没有举证证明被投诉人通过争议域名网站获取了何种利益。因此，其对

被投诉人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不应予以采纳。 

综上，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投诉人并未举证

证明争议域名属于《政策》第 4(a)(ii)条规定之情形，其主张不能成立。 

（2）被投诉人并未恶意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是作为企业官方网站，主要用于介绍被投诉人

企业情况，宣传、展示旗下产品，完全是出于正常经营所需，并无任何恶

意。尤其是，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后，既未向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销

售、租赁或转让争议域名，也未阻碍投诉人获得相关域名，更未将其用于

破坏竞争对手的业务。而且，如前所述，争议域名网站只是被投诉人企业

官方网站，内容仅仅是对被投诉人企业情况和旗下产品的介绍，并不以营

利为目的，互联网用户访问该网站并不会使被投诉人获取任何商业利益；

且网站中的相关内容非常明确，并未使用任何误导性的词语或标记，不会

使人产生混淆。 

此外，被投诉人还针对投诉人对其答辩提出的意见陈述做出如下抗辩： 

首先，投诉人在进一步陈述中所称的“商标性使用”与本案无关，本案

为域名争议案件，而非商标权争议案件，投诉人的主张不适用于本案。 

其次，在产品上标注商家的官方网站域名系常规商业行为，不能仅凭

此点即将标示域名的行为认定是“商标性使用”。而且，从投诉人补充提交

的证据可见，被投诉人在争议域名网站、产品及相关场所内都明确标示了

“Pansamio”商标，并标注了表示注册商标的®。因此，投诉人所称争议

域名为“商标性使用”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再次，投诉人补充提交的两则百度知道的问答和一则新闻，并不能证

明广大消费者已经产生了混淆误认；且从其内容来看，也没有消费者被误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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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行政机关处罚的只是被投诉人在牌匾上标注“中国松下，冰柜、

空调、电视、洗衣机批发零售”字样的行为，并没有认定争议域名被用于虚

假宣传行为。投诉人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将被投诉人曾经的不规范宣传行

为替换为标注域名行为，以达到其张冠李戴、侵夺争议域名的目的。 

综上所述，被投诉人并未恶意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投诉人证明被投

诉人有主观恶意的证据仅有争议域名网站页面，而无其他证据，因而不能

证明争议域名属于《政策》第 4(a)(iii)条规定之情形，其主张不能成立。争

议域名不符合《政策》第 4(a)条规定的情形，投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

律上的依据，请专家组驳回其请求，并对争议域名维持现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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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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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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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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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者或保证

者方面的混淆，故意引诱网络用户访问网站或其他链机地址。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答辩书及其各自所附证据材料和其他

补充材料，本案专家组意见如下：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

发的第 277103 号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等

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商标图案为文字“松下”；核准注册的商品门类为

第 9 类商品；商标权人为投诉人；注册有效期为 1997 年 2 月 10 日至 2017

年 2 月 9 日。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

发的第 382877 号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等

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商标图案为图形“松下”；核准注册的商品门类为

第 11 类商品；商标权人为投诉人；注册有效期为 198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9 日。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

发的第 3021975 号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明、注册商标变更证明等

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商标图案为图形“松下”；核准注册的商品门类为

第 11 类商品；商标权人为投诉人；注册有效期为 2003 年 4 月 2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

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第 11227867 号‘松下 SONGXIA 及图’商标无效宣

告请求裁定书”（商评字【2016】第 0000066787 号）文件的扫描件。该扫

描件记载，申请人为投诉人，被申请人为广东三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争

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在该决定中，投诉人的“Panasonic”和“松下”商

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

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第 11227847 号‘松下 SONGXIA 及图’商标无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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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请求裁定书”（商评字【2016】第 0000066789 号）文件的扫描件。该扫

描件记载，申请人为投诉人，被申请人为广东三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争

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在该决定中，投诉人的“Panasonic”和“松下”商

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商事登记的电

子扫描件。其中记载了投诉人的名称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以及中国

驻大阪总领事馆领事杜少平先生所做的认证，确认文中所用的日本外务省

的印章及官员的签字属实。据此可知，“松下”是投诉人的商号。 

被投诉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专家组认定这些证据具

有真实性。根据这些证据，专家组可以判定在本案争议域名注册之前，投

诉人对于由文字“松下”构成的标志已经在中国拥有商标权，且“松下”同

时为投诉人的商号。投诉人在投诉书中主张其享有企业名称权。专家组认

为，企业名称中最具区别性的部分就是商号，而该商号与投诉人享有商标

权的标志完全相同。故作为商业标志，在本案中商号反映的投诉人所享有

的权益完全可以被并入商标，而不会对案件审理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故在

下文中不再专门讨论商号问题。 

本案争议域名“中国松下.net”由两级构成。其顶级域名“net”作为通

用域名代表“网络”，其作为标志的区别性相对较弱。故本案争议域名的核

心部分当属其二级域名“中国松下”。而该二级域名构成上可分作“中国”

和“松下”两个部分。其中“中国”为国名或者表示中国的地域，最具区别

性的当为“松下”这部分。二者连在一起，则可能被普通人理解为投诉人在

中国的分公司或者分部。基于这种理解，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与本案争

议域名的核心部分在文字部分的构成上完全相同。本案争议域名的使用很

可能导致普通网民混淆或误解，即把本案争议域名的使用人误以为投诉人。

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商标存在混淆性相似。进而专

家组认定，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混淆性近似。 

本案案情满足《政策》第 4(a)条（i）的规定。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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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争议域名国际域名注册证书的打印

件，争议域名的注册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3 日，到期日为 2023 年 7 月 3

日，所有者为珠海中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Zhu Hai Zhong Song Tou Zi 

Guan Li You Xian Gong Si），注册商为 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在百度网站上以“中松”“中松电器”

“中松空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其中大多数搜索结果与被投诉人

相关。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在“360”网站上以“中松”“中松

电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其中绝大多数搜索结果与被投诉人相关。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在搜狗网站上以“中松空调”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其中绝大多数搜索结果与被投诉人相关。 

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投诉人注册了本案争议

域名。但从各国现行法律规定以及被投诉人在注册本案争议域名时承诺遵

守的 ICANN《政策》看，注册本案争议域名的行为不能用来自证其对本案

争议域名享有权益。故专家组对被投诉人基于这一证据所欲证明的主张不

予认可。 

在被投诉人提交的几个搜索引擎网站的搜索结果亦与被投诉人所主张

的本案争议域名已经与被投诉人形成一一对应关系的说法存在距离。因为

被投诉人是以“中松”“中松空调”“中松电器”等作为搜索关键词的，这与

本案争议域名中的核心部分“中国松下”显然不同。故不能证明被投诉人

对本案争议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综合前述两方面情况，被投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仍然无法证明其对本案

争议域名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或利益。因此，专家组根据本案在案证据推定

被投诉人对本案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利或利益。故本案案情满足《政策》

第 4(a)条（ii）的规定。 

 

关于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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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投诉人在公司网站对其产品的宣传及

中文网页的公司介绍、产品介绍。其中产品包括空调、彩电、洗衣机等家用

电器，且产品上均标明投诉人商标。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以“松下”为关键词在百度、360 搜索

及必应网站搜索的结果。证据显示：在三个网站“松下电器（Panasonic）

中国官网”“松下官网-松下开启智感生活- Panasonic 官网”“松下客服电

话”等信息均排在前，且绝大部分内容均与投诉人相关。 

投诉人先后两次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争议域名所指向网站的截图。

该证据显示网站内容主要是对被投诉人基本情况的介绍和对被投诉人所生

产、销售产品的宣传、展示、介绍。被投诉人的产品主要是家电产品，包括

空调、洗衣机、彩电、热水器、空气净化器等产品系列。这与投诉人注册商

标所核准的使用范围以及投诉人实际生产并投放市场的产品相同或类似，

且一些产品上标有“www.中国松下.com”。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被投诉人的门店照片扫描件，证据

显示被投诉人将“www.中国松下.com”标注在门店、产品陈列台和洗衣机、

空调、电视等产品上的显著位置。同时还标注了“Pansamio”标志。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从百度网上摘录的网友关于“松中

是松下吗？”“松中空调与松下空调有什么区别？”等疑问的截图。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 2014 年 9 月 23 日新浪科技转载中

国家电网发表的一篇题为《TXX 空调沦为‘贴牌大王’ 为十多家杂牌代工》

的一篇文章的网页截图。其中列举被代工的品牌中有“上菱、三菱日机、美

博、康拜恩、北海道三菱、假松下（假松下，圈内戏称‘中松’，即‘中国

的松下’）、航天、迪泰尔……”。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补充提交了天津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津市场监管辰稽工处【2016】46 号），监管部门

对销售商天津市敖伦商贸有限公司作出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因其为销售

“Pansamio”冷柜、在仓库门口左侧上方悬挂标语“中国松下、冰柜、空调、

电视、洗衣机批发零售”。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国家

http://www.中国松下.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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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书及附录的中、英文扫描件，证书编号 2016010703898025，

产品为分体壁挂式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为珠海中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发证日期 2016 年 8 月 29 日，到期日 2021 年 8 月 29 日。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国家

强制性产品认证书及附录的扫描件，证书编号 2016010703895363，产品

为分体壁挂式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为珠海中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证日期 2016 年 8 月 19 日，到期日 2021 年 8 月 19 日。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其产品的宣传海报。宣传资料上均

标有“www.中国松下.com”。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其网站上的产品信息。证据显示被

投诉人是一家家电生产厂商，仅空调产品就有多种门类。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其空调产品的售后上门维修工单。

该证据显示，在 2017 年 3 月 21 日被投诉人还在为购买其“Pascmio”2P

空调的用户上门维修。 

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均未就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专家组推定这

些证据均具备真实性。根据投诉人证据专家组确认，投诉人的商标“松下”

或“Panasonic”经过长期使用已经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根据被投诉

人提交的证据，被投诉人有生产空调等家用电器的能力或资格，且被投诉

人一直在履行其售后服务的职责。 

投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在其门店、产品以及产品陈列台上

使用了“www.中国松下.com”标志。这种使用方式无疑起到了表明商品来

源的作用。而标明商品来源正是商标最为重要的功能。因此专家组认定被

投诉人使用“www.中国松下.com”标志的行为属于商标性使用行为。需要

指出的是，尽管本案争议域名为“中国松下.net”，但二者间的区别仅在于

顶级通用域名不同。可见二域名的核心均为其二级域名“中国松下”。由此

推知，当以“www.中国松下.com”作为商业标志使用在产品或者相关商业

活动中时，其效果与本案争议域名相当。 

被投诉人在答辩意见中称其使用本案争议域名的行为不属商标性使用，

因为本案是域名争议案，而非商标争议案。专家组认同本案是域名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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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商标争议案。但域名本身就是一种商业标志，从使用域名的目的看域

名作为网址的构成要件，是为了能够更为方便地找到相应的网站。网站以

向公众提供信息为目的。当提供信息成为商业行为或者具有商业目的时，

域名的使用就不能说没有商业目的了。从这种意义上讲，使用域名的直接

目的就是表明信息来源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商标的作用。专家组注意到，

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同质化倾向。作为同行，被投诉人在

其进入相同的市场之前不可能不知道投诉人的“松下”等相关商标已经在

中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换言之，被投诉人应当知道投诉人及其驰名商

标的存在。 

本着诚实信用的正常商业道德，被投诉人在知道对方早已享有法定权

利且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商业标志之后应当主动回避，以防止消费者混淆。

然而，本案中被投诉人不仅没有采取正常的回避措施，反而以非常夸张的

方式将本案争议域名使用在其产品的各种经营活动中，客观上造成了与投

诉人的混淆。被投诉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显然是一种恶意。从保护消费者的

角度考虑，将本案争议域名转给投诉人使用当更为合理。 

本案案情满足《政策》第 4（a）条（iii）的规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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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组裁决将争议域名“中国松下.net”转移给投诉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

社。 

 独任专家：   

 

 2017 年 4 月 24 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