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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秘书处 

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CN-1701095 
 

 

投 诉 人：康宁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Nanjing Cornigs Chemicals Co., Ltd.（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 

争议域名：cornigs.com 

注 册 商：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 

 

 

1．案件程序 

2017年7月25日，投诉人康宁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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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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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发出注册信息确认函，要求其确认注册信息。注册商

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于2017年7月26日回复确认：

（1）争议域名由其提供注册服务；（2）被投诉人Nanjing Cornigs Chemicals 

Co., Ltd.（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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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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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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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于2017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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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传

送程序开始通知。 

2017年8月20日，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答辩，选择由一人

专家组进行审理。中心北京秘书处于2017年8月22日向投诉人转递答辩材

料。 

2017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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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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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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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起14日内即2017年9月14日前（含9月14日）就本案争议作出

裁决。 

2017年9月1日和4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分别收到投诉人提交的补充意见

和对被投诉人商标申请提出异议的相关证据。专家组经过研究，决定接受

投诉人递交的材料，并由中心北京秘书处于2017年9月7日转递被投诉人，

要求被投诉人于2017年9月13日前补充答辩意见，并同时将本案裁决作出

的期限延长至2017年9月22日。 

2017年9月13日，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补充答辩意见。

中心北京秘书处将上述材料转给了投诉人。 

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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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事实 

投诉人： 

本案投诉人为康宁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美国纽约州科宁市沿河广场一

号。投诉人委托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代理本案。 

 

被投诉人： 

本案被投诉人为 Nanjing Cornigs Chemicals Co., Ltd.（南京科宁化工

有限公司），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万寿路 15 号。被

投诉人委托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的毛禾枫律师代理本案。 

2016 年 6 月 11 日，被投诉人通过注册商 HICHINA ZHICHENG 

TECHNOLOGY LTD.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cornigs.com”。 

 

3．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的投诉主张、事实和理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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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人康宁公司于 1851 年在美国成立。康宁公司的创始人 AMOY 

HOUGHTON 先生于 1851 年入股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玻璃公司开始其

创业生涯。投诉人以研究、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组成。产品涵盖电信

行业的光纤、电缆和光电产品，用于计算机、电视屏幕和其他信息显示设

备的高性能玻璃，用于半导体工业和科学机构的高级光学材料，以及其它

高级材料和技术。目前投诉人在 16 个国家拥有 50 多个分公司，在全球拥

有 25000 名员工，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作为全球光纤连接器专家和主要供

货商，投诉人的光纤通讯产品及配套服务受到中国客户的欢迎。国内主要

电信服务商及许多知名企业，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

通、中国网通、中国卫通、IBM、中国华润集团、中国中央有线电视台、

华晨宝马等都在使用投诉人的光纤光缆产品。投诉人‚CORNING‛、‚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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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光纤、光缆产品早在 1999 年就开始在中国销售。凭借卓越的品质和良好

的商誉，投诉人在中国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999 年至 2001 年年销

售额分别为 33,550 千美元、115,013 千美元、463,670 千美元，总计超过

6.1 亿美元。投诉人旗下的成都康宁光缆有限公司被中国联通浙江分公司评

为‚2003 年度优秀合作伙伴‛。投诉人总裁还被评为‚第三届浦东开发建

设杰出人才、为浦东开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外籍和港澳台专家‛。综上所

述，投诉人是一家在高科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世界知名公司，早在十多

年前就已进入中国市场，并一直采用‚康宁‛、‚CORNING‛作为该公司商

号和商标。投诉人的‚康宁‛系列商标已成为其象征和标志。投诉人之产

品经过广泛、大量的宣传和销售，已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经过投诉人长

年的使用和维护，‚CORNING‛和‚康宁‛商标已经与投诉人及其相关商

品建立了直接的、唯一的对应关系，‚CORNING‛和‚康宁‛商标极高的

知名度，使消费者在看到它时，必然将其与投诉人及其产品联系在一起，

根本不会考虑第二个来源。因此，相关消费者在看到和投诉人商标高度近

似的争议域名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误认和混淆，必然误认为

争议域名是投诉人注册的域名，而误认为争议域名所使用或者指示的产品

来自于投诉人或与投诉人有直接联系，或认为至少应当经过了投诉人的授

权，从而导致严重误认误购，不仅给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严重

侵犯了投诉人的利益和市场声誉。 

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为 CORNIGS。将其和投诉人在先的商标权利进

行比较，不难看出它们在整体外观、字母组成、含义和读音等方面均构成

近似商标： 

首先，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 CORNIGS 和投诉人在先 CORNING 商标

的开头五个字母都是 CORNI，且两者在尾部均带有字母 G，相同的字母数

量是六个。换句话说，在组成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 CORNIGS 的七个字母

中，有六个都被投诉人在先 CORNING 商标所包含，且投诉人在先

CORNING 商标的组成元素均能够在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 CORNIGS 中被

找到。对于七个字母以上的外文商标和域名，中国消费者很难记清楚所有

字母以及它们之间的顺序，这两个商标和域名分别有七个字母，中国消费

者更难准确记忆或识别。因此，在它们有七个字母完全相同，而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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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无法通过含义进行区分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一般很难把这两个商

标区分开来。 

其次，再从发音呼叫来看，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为其英文商号

NANJING CORNIGS CHEMICAL CO., LTD.的显著部分 CORNIGS，其对

应着注册人中文商号‚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显著部分是‚科宁‛，而

从争议域名网站上的相关描述来看，被投诉人多次使用‚科宁‛或者

‚CORNIGS‛来宣传其产品，因此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读音应为‚科宁‛。

而投诉人在先第 573235 号商标正为‚科宁‛，且投诉人还拥有多件中文‚康

宁‛商标，其和‚科宁‛在读音上也高度近似。因此，争议域名的主体部

分和投诉人在先第 573235 号商标权利读音完全相同，均为‚科宁‛，且和

投诉人的第 573234 号 "康宁"商标、第 576490 号"康宁"商标、第 1063983

号"康宁"商标、第 7517660 号"康宁"商标和第 7517661 号"康宁"商标读音

高度近似。 

再次，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与投诉人在先商标均不是中文字典或者英

文字典中记录的现有中英文词汇，因此它们均不包含任何确切含义，因此

消费者无法将它们从含义上区分开来。 

虽然被投诉域名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和投诉人引证商标的商品和服务不

完全构成相同或者类似，但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

年 11 月 21 日发布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

办法》（《解决办法》）： 

第一、《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款中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

当得到支持：（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

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该条规定中“民事权益的名

称或者标志”并没有商标的商品和服务类别的规定，因此被投诉人是否将被

投诉域名使用在和投诉人在先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和服务上和被投诉

域名是否侵害投诉人的权益并没有关系。 

第二、WIPO Overview 2.0 第 1.1 段的共识是注册商品和/或服务类别

并不是统一域名争端解决政策第一条(即是《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要考虑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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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的内容包含两个情况：(a)争议域名

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b)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

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相同或混淆性相似。投

诉人只要证明两个情况中，其中一个存在的话，便符合《解决办法》第八

条第(一)款的要求。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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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CORNING‛、‚科宁‛和‚康宁‛是投诉人在先使用的主打英文和中

文商标。如前所述，投诉人是一家在高科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世界知名

公司，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进入中国市场，并一直采用‚科宁‛‚康宁‛

‚CORNING‛作为该公司商号和商标。经过投诉人长年的使用和维护，‚科

宁‛‚CORNING‛和‚康宁‛商标已经与投诉人及其相关商品建立了直接

的、唯一的对应关系，‚科宁‛‚CORNING‛和‚康宁‛商标极高的知名度，

使消费者在看到它时，必然将其与投诉人及其产品联系在一起，根本不会

考虑第二个来源。 

    被投诉人使用和投诉人商标和商号高度近似的域名‚CORNIGS‛是无

法用合理理由进行解释的。被投诉人对被投诉域名整体以及其主要部分

‚CORNIGS‛均不享有合法权益。 

（3）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恶意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被投诉人为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被投诉域名的首页的截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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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在实际使用被投诉域名的时候，在

其网站的显著位臵将其公司名称的中文‚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和英文

‚NANJING CORNIGS CHEMICAL CO., LTD.‛写在网站的抬头，让消费

者在看到该网站的第一眼便注意到该公司的中文名和英文名。在该公司的

中文名称中，‚南京‛和‚化工有限公司‛均属于描述性词汇，因此‚科宁‛

乃‚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显著识别部分。在该公司的英文名称中，

‚NANJING‛和‚CHEMICAL CO., LTD.‛均属于描述性词汇，因此，

‚CORNIGS‛乃‚NANJING CORNIGS CHEMICAL CO., LTD.‛的显著

识别部分。 

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中国国内的企业，在投诉人在中国具

有极高知名度的前提下，不难推断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时候具有明显

的主观恶意。被申请人攀附他人商标商誉的恶意明显。双方商标和域名若

再得以并存，易使一般消费者误认系同一市场主体提供的系列商标和域名

或两者之间存在特定关联，进而对商标和域名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可能导

致误认等情形。 

因此，鉴于投诉人的‚科宁‛‚康宁‛‚CORNING‛商标和商号在中国

大陆经过长期宣传使用而获得的极高品牌知名度，被投诉人不可能不知晓

投诉人的知名度，其注册争议域名的行为具有完全的推定恶意，此外，从

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在其实际使用中将科宁和 CORNIGS 作为公司的中

英文商号显著部分的行为来看，其恶意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综上，被投诉人的域名已被恶意注册并且正被恶意使用。 

 

被投诉人对投诉主张的答辩 

（1）涉案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既不相同也不相似，不会引起公众

的混淆 

投诉人（以下亦称‚康宁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商标权共计 16 项，

其中‚科宁‛中文商标 1 项，含有‚康宁‛的中文商标 7 项，含有‚CORNING‛

的英文商标 8 项；而涉案域名为‚cornigs‛，和投诉人的‚CORNING‛商

标既不相同，也不构成足以导致公众的混淆的相似，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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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外形。在不考虑大小写的情形下，投诉人商标‚CORNING‛

与涉案商标‚cornigs‛在外形上存在视觉差别。投诉人商标‚CORNING‛

以‚ING‛结尾，而涉案商标‚cornigs‛则以‚nigs‛结尾，两者的文字

构成及排列顺序均存在显著区别，足以使得普通公众在文字识别上产生实

质性差异。 

ii．关于读音。‚CORNING‛系投诉人的公司名称和商标，与其中文公

司名称和商标‚康宁‛的翻译完全对应。根据康宁公司百度百科页面，

‚CORNING‛来源于投诉人注册地美国纽约州康宁市，其读音即为

‚cor-ning、康宁‛，包含两个音节；而‚cornigs‛读音应为‚cor-ni-g-s、

康尼格斯‛，包含四个音节；两者读音显著不同。 

iii．关于词意。CORNING 是美国的地名，维基百科 corning 词汇页面

显示，在美国，全国共计十余个城镇命名均为 CORNING，其中包括投诉

人公司所在地纽约州康宁市，随着投诉人的不断使用也具有了‚第二含义‛，

即指代康宁公司；而 cornigs 则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 corn 即玉米，

而 igs 则是 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创新绿色解决方案）的缩写，而被

投诉人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亦称‚科宁公司‛）的主营业务正是玉

米深加工产品及其创新、绿色的解决方案。因此，二者在词汇意思上也完

全不同。 

iv．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产品和业务领域同样需要考量。 

根据康宁公司网站，投诉人的业务领域为‚特殊玻璃、陶瓷、光学物

理领域‛，其代表性的明星产品如‚大猩猩‛玻璃等；投诉人在本案中所主

张的 16 项商标权，注册类别在 07 类‚车辆用柴油微粒过滤器；过滤机；

过滤器‛、08 类的‚刀叉餐具；餐具；餐叉‛、09 类‚实验室用及科学用

的玻璃器皿；眼用的镜片及镜片胚料‛、11 类‚用于液体和气体微粒过滤

的陶瓷薄膜过滤器；空气过滤设备；饮水过滤器；水过滤器；过滤器‛、21

类‚玻璃器皿‛五个类别上。 

而被投诉人的业务领域则与投诉人大相径庭，根据科宁公司工商信息、

科宁公司网站公司介绍页面和科宁公司网站产品展示页面，科宁公司的业

务领域主要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化工产品研发和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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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据科宁公司三件注册商标信息，科宁公司共在 01 类（工业和化工产

品）、35类（广告和商业管理）、42类（科技服务）三个大类上注册了‚cornigs‛

英文商标。根据科宁公司网站信息，被投诉人产品和业务领域是以玉米深

加工产品为代表的化工类产品。被投诉人商标类别和投诉人商标类别完全

没有交叉。 

综上所述，涉案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既不相同也不相似，不会引

起公众的混淆。 

（2）被投诉人对涉案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科宁公司创始人孙科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2015 年，孙科参加南京市

青年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评审，项目名称为‚高品质非标玉米深加工产品

的研发与应用拓展‛，该项目获得评审第一名及市级特别优秀项目资助资格，

且获得南京市政府的资金资助。获得政府批文后，孙科开始组建公司，并

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取得名称预核准通知书，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取得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化工产品体研发、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被投诉人之所以取名‚科宁‛，‚科‛是创始人孙科的名，‚宁‛则是南

京的简称，科宁公司的成立和发展离不开南京市政府各级部门给予的支出

和帮助。科宁公司由创始人在校研究生孙科响应李克强总理大学生创业号

召，在南京市政府、南京市国资委、南京紫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扶持

下成立。是一家典型的大学生科技创业公司。2015 年 6 月获得南京市青年

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第一名并获得政府资助和入股，凭借科宁公司在玉米

深加工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优异的市场反馈，2016 年 7 月获得江苏省大学生

创业大赛银奖，2016 年 11 月获得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全国十一万

家参赛企业，金奖仅 38 家），2017 年 4 月孙科获南京市浦口区 2016 年度

‚自主创业先进个人‛称号。 

科宁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细分类为玉米深加工产品，包括：

玉米淀粉、一水葡萄糖、无水葡萄糖、山梨糖醇、麦芽糖醇、甘露糖醇、

葡萄糖浆等玉米深加工产品。公司在玉米深加工产品过程处理、玉米深加

工产品生物酶处理等方面均有大量的技术和积累，目前在玉米深加工技术

方面已申请一项发明专利（专利名称；一种老黄酶基因及其应用；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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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867823.3）。科宁公司网站首页、科宁公司网站公司介绍页面、科

宁公司网站产品展示页面、科宁公司线上交易页面均显示：科宁公司的主

营产品即是玉米深加工产品。关于玉米深加工产品的学术论文，罗列了玉

米深加工产品的种类，与科宁公司网站上的内容相吻合。 

‚cornigs‛中的前半部分‚corn‛是玉米的英文名称，与科宁公司主

营业务相对应；‚igs‛则是‚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创新绿色解决方

案）‛的首字母。科宁公司采用创新技术，对传统的绿色玉米深加工产品进

行加工定制，满足客户在特殊领域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创新、绿色、可降

解的技术方案。从 IGS 相关材料可以看出，‚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

早已是一种普遍公知的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众多以‚ 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命名的公司，并有相关论文、宣传口号等材料。科宁公司

网站首页显示：we are commited to provide 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s of 

CORN products（我们致力于提供玉米产品的创新绿色解决方案）。 

科宁公司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分别在 01 类（工业和化工产品，注册

号 20497927）、35 类（广告和商业管理，注册号 20498007）、42 类（科

技服务，注册号 20498099）注册了‚cornigs‛英文商标，2017 年 5 月

20 日 01 类和 42 类两个商标获得初审公告，2017 年 8 月 20 日该两商标将

获得注册公告。特别是 01 类‚cornigs‛商标的注册商品种类为：糖醇、

山梨醇、脂肪酸、表面活性剂、染料助剂、工业用化学品、乳化剂、生物

化学催化剂、丙二醇、一氯甲烷，其中大部分均为玉米深加工产品。因此，

科宁公司对于‚cornigs‛享有预期的、可获得的商标权。 

综上，科宁公司对涉案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3）被投诉人注册涉案域名具有合理理由，不具有恶意 

 ‚cornigs‛商标蕴含着科宁公司主营业务领域和产品理念的品牌，被

投诉人注册涉案域名具有合理理由。此外，科宁公司在涉案网站首页完整

地列明了公司全称‚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网站‚联系我们‛页面列明

了公司详细的联络信息；网站信用状况页面则列明了公司的诚信等级、阿

里巴巴店铺经营情况、交易信用记录、保障服务、经营许可证书等信息。

涉案网站与康宁公司网站的网站设计风格、色调、内容框架均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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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科宁公司使用涉案域名建设网站的方式，完全不具备攀附康宁公司的

故意。 

综上所述，涉案域名‚cornigs‛与投诉人拥有的‚CORNING‛商标

不相同也不相似，不会引起公众的混淆；涉案域名蕴含了被投诉人主营业

务领域和产品理念，且被投诉人申请注册的两件与其业务领域对应的

‚cornigs‛商标也已经初审公告并将注册公告，被投诉人拥有对涉案域名

的合法利益；被投诉人注册涉案域名具有合理理由，不具有攀附康宁公司

的恶意。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不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投诉人请求本案专

家组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投诉人提交了以下补充意见： 

（1）关于涉案域名与投诉人拥有的商标的近似性以及双方并存造成混

淆的可能性。 

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为CORNIGS。其和投诉人在先的商标CORNING

进行比较在整体外观、字母组成、含义和读音等方面均构成近似： 

首先，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 CORNIGS 和投诉人在先 CORNING 商标

的开头五个字母都是 CORNI，且两者在尾部均带有字母 G，相同的字母数

量是六个。换句话说，在组成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 CORNIGS 的七个字母

中，有六个都被投诉人在先 CORNING 商标所包含，且投诉人在先

CORNING 商标的组成元素均能够在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 CORNIGS 中被

找到。对于七个字母以上的外文商标和域名，中国消费者很难记清楚所有

字母以及它们之间的顺序，这两个商标和域名分别有七个字母，中国消费

者更难准确记忆或识别。因此，在它们有七个字母完全相同，而且都没有

含义，无法通过含义进行区分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一般很难把这两个商

标区分开来。 

其次，再从发音呼叫来看，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为其英文商号

NANJING CORNIGS CHEMICAL CO., LTD.的显著部分 CORNIGS，其对

应着注册人中文商号‚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显著部分是‚科宁‛，而

从涉案域名网站上的相关描述来看，被投诉人多次使用‚科宁‛或者

‚CORNIGS‛来宣传其产品（下文详述），因此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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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科宁‛。而投诉人在先第 573235 号商标正为‚科宁‛，且投诉人还

拥有多件中文‚康宁‛商标，其和‚科宁‛在读音上也高度近似。因此，

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和投诉人在先第 573235 号商标权利读音完全相同，

均为‚科宁‛，且和投诉人的第 573234 号 "康宁"商标、第 576490 号 "康

宁"商标、第 1063983 号 "康宁"商标、第 7517660 号 "康宁"商标和第

7517661 号 "康宁"商标读音高度近似。 

再次，涉案域名的主体部分与投诉人在先商标均不是中文字典或者英

文字典中记录的现有中英文词汇，因此它们均不包含任何确切含义，因此

消费者无法将它们从含义上区分开来。 

此外，投诉人需要强调的是，投诉人早在 1991 年 12 月 18 日就注册

了域名 corning.com，且经过长期使用，该域名已经和投诉人之间建立起了

固定联系。 

尤其需要提请本案专家注意的是，被投诉人声称投诉人和其业务领域

不一样，因此涉案域名和投诉人的在先商标、商号和域名不会造成混淆。

但是，被投诉人和投诉人业务领域相同与否，并不影响涉案域名造成混淆

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虽然涉案域名涉及的商品和服务和投诉人引证商标

的商品和服务根据尼斯分类不完全构成相同或者类似，但是，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 年 11 月 21 日发布实施的《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第一、《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 款中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

当得到支持：（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

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该条规定中‚民事权益的

名称或者标志‛ 并没有商标的商品和服务类别的规定，因此被投诉人是否

将涉案域名使用在和投诉人在先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和服务上和涉案

域名是否侵害投诉人的权益并没有关系。 

第二、WIPO Overview 2.0 第 1.1 段的共识是注册商品和/或服务类

别并不是《政策》第一条 (即是《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要考虑因

素之一。 

第三、《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 款的内容包含两个情况:(a) 涉案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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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 (b) 涉案域名与投诉人享有

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只要证明两个情况中，其中一个存在的话，便符合《解决办法》第

八条第(一) 款 的要求。 

事实上，在很多案件里面，投诉人的主张均得到了支持： 

①Arthur Guinness Son & Co. (Dublin)Limited v. Dejan Macesic, 

WIPO Case No. D2000-1698 

这是一起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家组（WIPO）作出的裁决，在该案件

中，争议域名为<guiness.com>，投诉人拥有注册商标 GUINNESS，被投

诉人（域名持有人）在针对 UDRP 第一个要件答辩时称，争议域名解析网

站没有在投诉人所在区域销售与投诉人经营相同或相似商品，没有侵犯投

诉人商标权，故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不相同也不构成混淆性近似。对此

抗辩，专家组指出，域名本身与其所解析的网站是两回事，网站的使用不

影响域名是否与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的问题，因为当网络用户登入某一网

站时，他们已经因域名与投诉人商标近似而被混淆了，并错误认为已经登

入了投诉人网站。显然，专家认为，在判断域名与投诉人商标是否相同或

构成混淆性近似时无需考虑争议域名所解析网站具体内容，也即被投诉人

对争议域名具体使用情况，而是仅需从域名与商标本身的构成要素进行音、

形、意及整体印象的比较。 

②VIP ME Enterprises 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Nevada v. 

Frank Ma/ Vipshop (US) Inc. FORUM Case No: FA1611001702016 

这个案件由美国国家仲裁院专家组近日作出，争议域名为

<vipme.com>，投诉人服务商标为‚VIPME‛，并于 2014 年获得美国专利

商标局核准注册。被投诉人在针对 UDRP 第一个要件时答辩称，其与投诉

人在不同商品或服务类别上以不同形式使用商标，因此争议域名与投诉人

商标不相同也不构成混淆性近似。对此，专家组认为，即使如被投诉人所

称其与投诉人在不同商品或服务类别上以不同形式使用这个标识，但争议

域名的具体使用形式不是 UDRP 第一项要件所考量因素，故最后专家组认

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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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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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称其对涉案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列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其独创了‚科宁‛和

‚CORNIGS‛这两个词汇。然而， 如前所述，被投诉人既然已经知晓了

投诉人 CORNING 商标和商号的在先知名度，则其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并应尽最大注意力，避免使消费者对自己与投诉人的商标和商号产生混淆。

本案中，被投诉人对其选用争议域名主要辨识部分的抗辩事由，不具备说

服力，反而证明了其制造混淆的意图。因此，被投诉人对涉案域名不享有

合法权益。 

被投诉人还声称其在第 01 类、第 35 类和第 42 类申请注册了

CORNIGS 商标。其中第 35 类的第 20498007 号 CORNIGS 商标目前处于

待审状态，并非现实的商标权利。而投诉人已经针对其第 01 类的第

20497927 号 CORNIGS 商标和第 42 类的第 20498099 号商标已经向商标

局提起了异议。该两件商标目前处于异议状态中，也并非现实的商标权利。

随附投诉人针对第 01 类的第 20497927 号 CORNIGS 商标和第 42 类的第

20498099 号商标提起异议的异议理由书。 

综上，被投诉人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涉案域名应当被转移给投诉人。 

被投诉人提交了以下补充意见： 

（1）涉案域名和投诉人商标并不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 

i．涉案域名 cornigs 和 CORNING 无论是从外形、读音还是词意来看，

均具有明显差别，被投诉人在本次答辩意见中不再赘述。投诉人所认为的

字母大致相同即代表英文内容构成近似，没有事实依据。众所周知，常用

的中文单字有数千个，而英文仅有 26 个字母，选择空间相差甚远；投诉人

不能凭借其所拥有的 CORNING 商标即排斥其他主体选择相同英文字母作

为域名组成部分的权利。并且被投诉人要重点说明的是，‚cornigs‛的发音

不是‚科宁‛，而是‚康涅格斯‛，被投诉人公司名称所用的英文‚cornigs‛

和中文‚科宁‛从读音上并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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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投诉人认为 cornigs 和 CORNING 在英文语境中都没有明确含义，

是明显错误的结论。CORNING 在英文中是一个单词，不仅仅是常用地名，

具体含义有：（1）作为名词（细粒透镜）；（2）作为名词（人名）；（3）作

为动词 ing 形式（使成粒状，corn 的 ing 形式）。 而‚cornigs‛是一个由

科宁公司创造的新词汇，在英文词典中没有任何含义。 

iii．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业务领域不同以及投诉人使用 CORNING 商标

和被投诉人使用 cornigs 域名的种类不同，虽然在判断涉案域名和投诉人商

标是否存在混淆的问题上不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仍然是需要值得考虑

的因素。投诉人美国康宁公司和被投诉人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都是典型

的 B2B 公司，其面向的客户均是公司客户，而非公众。投诉人客户为需要

玻璃原材料的电子行业客户；而被投诉人客户则为需要化工原材料的化工

行业客户，行业差别很大。 

（2）被投诉人对涉案域名享有合法权益，不具有恶意。 

i．投诉人提交的两项补充证据（针对第 20497927、20498099 号商标

的异议），其异议理由明显不能够成立。首先，投诉人援引的《商标法》第

30 条规定要求引证商标和异议商标须是相同或类似商品类别，而投诉人所

列举的引证商标和异议商标在类别上无任何交集，投诉人所认为的‚原材

料和成品‛关系以及‚任何工业化生产都必须经过科学研究‛关系，其理

由非常之牵强。其次，投诉人在异议案件中请求认定其 CORNING 商标为

驰名商标，以获得跨类别保护；然而事实上投诉人在历史上的所有商标侵

权案件和行政评审案件中，均没有就其 CORNING 商标享有过驰名商标认

定；退一步说，驰名商标也不是绝对的跨类别保护或全类别保护，更要结

合个案具体情况予以判定。再次，商标局在对被投诉人第 20497927、

20498099 号商标的审查过程中，根本未援引投诉人的任何商标作为引证商

标。综上，按照商标评审案件的司法政策，投诉人的异议申请将有很大可

能被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 

ii．关于合法权益，《政策》第 4 条 C 项列明了几种情形，如果满足任

一情形，则证明被投诉人对涉案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1）在被投诉人接到有关争议通知之前，被投诉人已经或可以证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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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善意提供商品或服务中使用该争议域名或与争议域名相对应的名称； 

（2）被投诉人（作为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虽未获得商品商标或服

务商标，但已因争议域名而广为人知； 

（3）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使用属合法的非商业性使用或合理使用，

无意为牟取商业利益而以误导的方式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或损害争议商品

商标或服务商标的声誉。 

因此，被投诉人是否对域名享有合法权益不以取得注册商标为前提，

只要被投诉人能够证明满足上列情形之一，则被投诉人对域名即享有合法

权益。如被投诉人之前提交的答辩意见详述，被投诉人创设‚cornigs‛名

称有其独创性的考虑，被投诉人是以玉米深加工为主业的公司，而 corn 正

是玉米的英文词汇，igs 则是‚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创新绿色解决方

案）‛的首字母，代表了被投诉人的创新绿色玉米深加工产品解决方案的企

业文化和理念。被投诉人作为一家大学生创业公司，其企业成立时间、三

项 cornigs 商标注册时间、cornigs 域名注册时间均非常接近。被投诉人是

将 cornigs 这样一个蕴含了被投诉人主营业务领域和产品理念的品牌，进行

了立体性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事实符合《政策》第 4 条 C 项第（1）

款的规定。而纵观被投诉人使用域名及网页内容的方式（被投诉人利用网

页宣传自身的玉米深加工产品及其他化工产品），也完全不存在《政策》第

4 条 C 项第（3）款所列举的‚为牟取商业利益而以误导的方式转移消费者

的注意力或损害争议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的声誉‛之情况。 

iii．投诉人援引 WIPO Overview 2.0 第 1.1 段的共识即‚注册商品和/

或服务类别并不是统一域名争端解决政策第一条（即是《解决办法》第八

条第一款）规定要考虑因素之一‛，认为本案中仍然构成混淆；但注意 WIPO 

Overview 2.0 第 1.1 段后半段还有一句话，其内容是‚类别问题虽然不是

相同或混淆性相似的直接判断标准，但是可以被专家组用来考量是否构成

‘恶意注册及使用域名’的因素‛。因此本案中投诉人使用其商标和被投诉

人使用其域名的类别根本不同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被投诉人对涉案域名

的注册和使用不具有恶意，被投诉人不存在攀附投诉人商业信誉和商品信

誉的必要，更加不存在引起混淆的故意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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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结合上述证据、事实和法律依据，被投诉人对涉案域名享有合法权

益，不具有恶意。而纵观投诉人本次投诉行为，其意图凭借其世界 500 强

公司地位，非法挤占合法成立的、拥有合法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特企业运营

理念文化、行业和产品领域又完全不同的本土大学生创业公司的发展空间，

这样的霸王行为理应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综上所述，投诉人意见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本案专家组驳回

投诉人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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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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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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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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商标局颁发

的第 573235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科宁‛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

使用商品为第 9 类的‚实验室用及科学用的玻璃器皿；眼用的镜片及镜片

胚料‛商品。1990 年 11 月 30 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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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商标局颁发

的第 258700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

册使用商品为第 21 类的‚玻璃器皿‛商品。1986 年 8 月 10 日日核准注

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 9 日。在该商标注册证上还显示，在 1986

年该商标被核准时，投诉人的名称为科宁玻璃厂，1988 年 2 月 21 日投诉

人将其名称变更为‚康宁玻璃厂‛，九十年代再度变更为现在的名称。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颁发

的第 258704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

册使用商品为第 9 类的‚实验室及科研用仪器及设备（玻璃制品）‛商品。

1986 年 8 月 10 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 9 日。在该商标

注册证上还显示，在 1986 年该商标被核准时，投诉人的名称为科宁玻璃厂，

1988 年 1 月 8 日投诉人将其名称变更为‚康宁玻璃厂‛，九十年代再度变

更为现在的名称。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颁发

的第 576489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

册使用商品为第 9 类的‚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通信、信号、导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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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摄影、电影用具及仪器；光学仪器；光学纤维，电子束管，玻壳晶体；

眼镜及附件‛商品。1991 年 12 月 20 日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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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5065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

如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

注册使用商品为第 7 类的‚车辆用柴油微粒过滤器；过滤机；过滤器(机器

或引擎部件)‛商品。2004 年 3 月 14 日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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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5064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

如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

注册使用商品为第 11 类的‚用于液体和气体微粒过滤的陶瓷薄膜过滤器(工

业用)；空气过滤设备；饮水过滤器；水过滤器；过滤器(家用或工业装臵上

的零件)‛商品。2003 年 10 月 14 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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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587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WARE "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

商品为第 21 类的‚餐具；碟子；杯子；(有柄的)大杯；茶托；上菜用的盘

子；碗；陶器；非贵重金属碟；成套的烹饪锅；烹饪锅；非电气炊具；非

贵重金属制家用或厨房用容器‛商品。有效期为 2009 年 9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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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2175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 LOTUS"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

用商品为第 21 类的‚作为带有有机发光二极管的信息显示屏的组件用的半

成品玻璃基板‛商品。有效期为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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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商标局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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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573234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宁"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

商品为第 9 类的‚实验室用及科学用的玻璃器皿、眼用的镜片及镜片胚料‛

商品。1991 年 11 月 30 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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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商标局颁发

的第 576490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宁"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

商品为第 9 类的‚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通信、信号、导航设备；摄

影、电影用具及仪器；光学仪器；光学纤维，电子束管，玻壳晶体；眼镜

及附件‛商品。1991 年 12 月 20 日核准注册，续展有效期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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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商标局颁发

的第 1063983 号商标注册证、续展注册证明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

下信息：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寜"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

商品为第 21 类的‚玻璃器皿‛商品。1997 年 7 月 28 日核准注册，续展

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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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588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宁器皿"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商品为第

21 类的‚成套的烹饪锅；烹饪锅；非电气炊具；非贵重金属制家用或厨房

用容器；餐具；碟子；杯子；（有柄的）大杯；茶托；上菜用的盘子；碗；

陶器；非贵重金属碟‛商品。有效期 2015 年 7 月 21 日至 202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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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颁

发的第 6622587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宁餐具"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商品为第

21 类的‚餐具（刀、叉、匙除外）‛商品。有效期 2015 年 7 月 21 日至 202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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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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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第 7517660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宁"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商品为第 8

类的‚刀叉餐具；餐具（刀、叉和匙）；餐叉‛商品。有效期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24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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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7661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康宁"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商品为第 21

类的‚成套的烹饪锅；烹饪锅；非电气炊具；家用或厨房用容器（非贵重

金属制）；餐具（刀、叉、匙除外）；盘；杯；有柄大杯；茶托；上菜用的

盘子；碗；瓦器；非贵重金属制碟；厨房用具；家庭用陶瓷制品；非电烧

水壶；非贵重金属制水壶、罐、水瓶；金属烘焙工具；饮水玻璃杯；刀架；

切菜板‛商品。有效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至 2025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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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610 号商标注册证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了如下信息：注册

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NG"商标，注册人为投诉人。核定注册使用商品为

第 9 类的‚电缆；电线；同轴电缆；电源材料(电线,电缆)；半导体；电视

荧光屏；电子管；集成电路；电开关；纤维光缆‛商品。有效期 2008 年 6

月 7 日至 2018 年 6 月 6 日。 

被投诉人未对此提出异议，专家组认定这些证据具有真实性。根据这

些证据专家组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在本案争议域名注册之前，投诉人就文

字‚CORNING‛、‚康宁‛、‚康寜‛、‚科宁‛构成的标志已经向中国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并随后得到商标局核准，取

得了在中国的商标权。这些注册商标到投诉人提起本案投诉之时，仍然处

于有效期内。专家组根据前述事实认定投诉人对于前述‚CORNING‛等标

志在中国享有商标权。 

本案争议域名‚cornigs.com‛由两级构成。其顶级域名‚com‛作为通用

域名代表‚公司‛。该部分在域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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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igs‛。而‚cornigs‛与投诉人的

商标‚corning‛相比，其相同部分为‚corni‛；其余部分存在差异，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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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gs‛、一个是‚ng‛。作为本案争议域名中的二级域名‚cornigs‛，并

非现有单词中的已有词汇，故而无含义，在构成上可分作‚corn‛和‚igs‛

两个部分。其中‚corn‛是玉米的英文单词，而‚igs‛虽不能从英文字典

中找到对应的单词，但可能构成一些词组的缩写。专家组从百度搜索上查

到多种含义，如一种文件格式等。同时，‚cornigs‛与‚corning‛ 在读音

上，尤其是后半部分亦存在差异。但二者间毕竟存在前半段相同的客观情

形。因此，单纯考证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在字母构成上

的相似性尚不足以判定二者间是否构成相似性混淆。还应当结合本案争议

域名的使用情况等加以判断。关键在于被投诉人使用本案争议域名的行为

是否存在非法利用投诉人商业信誉的情形‘故意。故专家组在这里暂不就

二者间是否存在混淆性相似的问题作出法律判断，留待与后续问题一并解

决。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14 日颁发的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的扫描件。

该证据表明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公司名称为南京科宁化工有限

公司。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江苏省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的扫描件。该扫描件记载，被预先核准的名称为南京

科宁化工有限公司，核准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关于

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的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报告的生成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14 日。该信息披露了企业名称、信用代码、经营状态、股东等信息。其

中被投诉人的股东为两方，一为自然人孙科，二为南京紫金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公司原注册资金为 75 万元人民币，后变更为 100 万元人民币。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南京紫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及相应的股东会议决议的扫描件。投

资协议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签订、股东会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召开。投

资协议显示，南京紫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目标公司南京科宁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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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份 25%，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后为 100

万元人民币。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申请号为20160867823.3的发明专

利申请文件的扫描件。发明名称为‚一种老黄酶基因及其应用‛，申请日期

2016 年 9 月 30 日，申请公布日为 2017 年 2 月 1 日，专利申请人为南京

科宁化工有限公司，发明人之一为孙科。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10 日颁发的‚南京市青年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支助

性投资批准通知书‛的扫描件。证据显示孙科申报的‚高品质非标玉米深

加工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拓展‛获得市级特别优秀项目支助资格。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教育厅

等联合颁发的 2016 年创青春‚速度中国杯创业大赛‛银奖证书的扫描件。

获奖项目是‚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联合颁发的

2016 年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证书的扫描件。获奖项目是‚南

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未来网 2016 年 11 月 20 日的一则

消息‚重磅！2016 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获奖名单发布‛的打印件。证

据显示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位列其中（荷福集团•创业实践挑战赛）。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浦口区创建创业型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4 日颁发荣誉证书的扫描件。该证据表明孙科获

2016 年度自主创业先进个人称号。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其公司网站信用状况网页的打印件。

证据显示：信用评级为 A。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其网站 2016 年、2017 年部分订单

的打印件。 

被投诉人提出上述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其是一个正常经营的公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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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项目策划曾经在诸多大学生创业竞赛中获奖；被投诉人与投诉人的产

品并不相同，所从事的行业相去甚远，二者所面对的市场是不同的，并不

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专家组认为，所有这些证据尚不能直接证明投诉

人对本案争议域名享有权利，因为所有这些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均与本案争

议域名没有直接关系。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

商标网网站下载的商标信息的打印件。该打印件显示：申请人为被投诉人，

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GS‛，申请/注册号为 20497927，国际分类

表第 1 类，申请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商标申请状态为初审公告。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

商标网网站下载的商标信息的打印件，该打印件显示：申请人为被投诉人，

注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GS‛，申请/注册号为 20498007，国际分类

表第 35 类，申请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商标状态为等待实质审查。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商标

网网站下载的商标信息的打印件，该打印件显示：申请人为被投诉人，注

册商标图案为文字‚CORNIGS‛，申请/注册号为 20498099，国际分类表

第 42 类，申请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商标状态为初审公告。 

针对前述证据，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补充提交了对第 20497927

号商标和第 20498099 号商标的商标异议申请书。 

专家组认定这些证据具有真实性。基于此，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的证

据只能证明其就本案争议域名的核心部分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且已经有

两项申请进入异议期，但在法律程序上全部申请尚未被有关部门最后核准。

仅就已经进入异议期的两项申请而言，至少表明该二申请已经通过审查员

的实质审查。当然，投诉人已经就该二商标提出的商标异议申请，这一事

实表明，到现在为止仅凭商标申请已经审定公告的证据还不能最终证明被

投诉人对本案争议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综合前述情况，被投诉人所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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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根据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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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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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条（ii）的规定。 

关于恶意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成都康宁光缆有限公司介绍、所经营

的紧套光缆产品介绍资料的扫描件，以及成都中康光缆有限公司产品目录

封面、印有‚康宁光缆有限公司‛和‚全介质自承式架空光缆‛的宣传单、

康宁光缆有限公司紧套光缆产品目录的封面、康宁光缆有限公司简介封面

的扫描件。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光纤产品介绍资料的扫描件，

以及中、韩、日三种文字的康宁光纤产品介绍资料的扫描件。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投诉人网站信息的打印件。该证据

显示：投诉人主要经营的产品是电信行业的光纤、电缆和光电产品，高性

能玻璃、陶瓷载体产品等；在北京、上海、成都、汉城、台北、香港、吉

隆坡、新加坡设有办事处。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九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

扫描件。其中第一、二份营业执照扫描件中，除名称依稀可辨为北京康宁

光缆有限公司、康宁（上海）光纤有限公司，其他信息均模糊不清；第三

份是成都光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为 1994年 11月 29日至2044

年 11 月 28 日，签发日期为 2008 年（具体日期模糊不清）；第四、七份均

是康宁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为 2007 年 1 月 8

日至 2037 年 1 月 7 日，签发日期为 2007 年 4 月 17 日；第五份是康宁（上

海）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为 2005 年 7 月 15 日至 2035 年

7 月 6 日，签发日期为 2007 年 10 月 10 日；第六份是康宁光缆系统（上

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为 199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签发日期为 2008 年 10 月 10 日；第八份是康宁陶瓷？？（上海）

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签发日期均无法辨认；第九份是康宁（上

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期限、签发日期无法辨认。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汽车尾气净化技术产品介绍，

包括先进的汽车尾气净化技术的介绍，康宁 Celcor 载体、康宁柴油机排放

载体等产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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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公司分别于 1996 年、1998 年、

1999 年、2000 年推出的关于光纤技术与产品的宣传资料扫描件。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汽车尾气净化技术产品介绍，

包括先进的汽车尾气净化技术的介绍，康宁 Celcor 载体、康宁柴油机排放

载体等产品的介绍。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公司在中国光缆领域杂志上的广

告宣传资料的扫描件。具体信息如下：2001 年 11 月《中国通信》、2001

年 6 月《光通信研究》、2001 年 8 月《光通信研究》、2001 年 10 月《光通

信研究》、2001 年 12 月《光通信研究》、2002 年 2 月《光通信研究》、2001

年 6 期《铁道通信信号》、2001 年第 9 期《铁道通信信号》、2001 年第 12

期《铁道通信信号》、2001 年 1/2 月《中国电信建设》、2001 年 5 月《中

国电信建设》、2001 年 12 月《中国电信建设》、2001 年《光纤与电缆及其

应用技术》、2002 年 2 月《广播电视信息》、2002 年 3 月《广播电视信息》、

4 月《广播电视信息》（无年份标识）、2001 年第 7 期《世界网络与多媒体》。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 16 张声称是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

会 2002 的图片扫描件。从非常不清晰的图片大致可以推断出图片中的场景

是展览会场，但仅有两张图片中有较为清楚的 CORNING 字样，其他均无

法辨清图片内容。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中邮国际展览广告有限公司网站上

‚中国国际通信展回顾‛以及关于 2009 中国国际通信展览会的报导的打印

件。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公司网站的新闻发布的打印件。

其中包括在 2005 OFC/NFOEC 发表的年度光纤业务总结、预计 2005 年第

一财季结果超出预期、公布 2005 年第一财季结果、康宁将公布 2005 年光

纤市场总结、康宁公布 2007 年第一财季结果、康宁公布 2008 年第一财季

强劲的收益结果、克莱斯勒公司将康宁评为最佳催化转换器陶瓷载体供应

商、康宁荣获 2007 年度克莱斯勒供应商 Pentaster 奖、康宁扩充在台湾的

LCD 玻璃产能。 

专家组推断以上证据具有真实性。除中邮国际展览广告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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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信息与投诉人无关外，其他证据应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诉人

在中国的经营状况，以及在通信相关领域的宣传推广其的产品情况。总体

上看，投诉人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在中国多个地区开设了企业，并在通信

材料及相关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积累了一定的商誉。 

投诉人还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被投诉人公司基本信息详情。该证

据说明了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经营范围为化

工产品研发、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从被投诉人网站上下载的信息。该证

据：被投诉人的经营的产品脂肪醇、多元醇、生物酶制剂、淀粉糖等化工

产品。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市场商情‛网站上关于玉米深加

工产品的市场前景分析的文章。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南京科宁化工有限公司网站首页的

打印件、‚公司介绍‛栏的打印件、‚产品展示‛栏的打印件、‚联系我们‛

栏的打印件。这些证据表明：公司的愿景为‚we are commited to provide 

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s of CORN products（我们致力于提供玉米产品

的创新绿色解决方案）‛；公司经营的主要产品为脂肪醇、多元醇、生物酶

制剂、淀粉糖等化工产品；公司详细的联络信息。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维基百科 corning 词汇页面打印件。

该证据显示：corning 可以作人名，加拿大、美国有以此为地名的地区，第

三是指玻璃制造商 Corning Inc.。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百度百科关于康宁公司搜索页面打

印件。搜索结果显示：康宁公司是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全球领导厂商。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康宁公司首页的打印件。打印件显

示：历经 160 年风雨，康宁凭借自己在特殊玻璃、陶瓷、光学物理领域的

精湛专业知识，开发出众多创造了新行业并改变人类生活的产品和工艺。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百度、谷歌上关于‚ 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的搜索结果，及 linkedin 网站中展示的是一家本着环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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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小建材公司、加拿大一家公司以‚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命名的

公司网站信息、美国北卡一家以‚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命名的公司

网站信息的打印件。 

被投诉人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了知网空间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名称

不全，其中有‚An 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 For Wireless‛字样。 

专家组推定以上证据均具有真实性。根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分别提供

的自己和对方网站信息可知，被投诉人所经营的业务与投诉人的通信领域

或玻璃、陶瓷行业并不相同，二者所面对的市场或客户是不同的。同时，

从前述证据中反映出被投诉人的部分产品或技术属于生物化学领域，尤其

是与玉米相关。而玉米的英文为‚corn‛，这与本案争议域名中二级域名的

前半部分相同。至于本案争议域名中二级域名的后半部分‚igs‛，被投诉

人将其解释为‚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的缩写。根据被投诉人提交的

证据，‚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已是相关行业的一个公知概念。在世界

范围内已有诸多相关论文、宣传口号，或公司名称使用‚innovative green 

solution‛字样。对于被投诉人就‚igs‛的解释，专家组未能从投诉人提交

的材料中找到证伪的证据。 

更为关键的是，投诉人在本案中向中心北京秘书处提交的全部证据未

能真正证明被投诉人在注册或使用本案争议域名时存在恶意。在法律上，

仅仅凭一己的知名度是否足以对抗他人在其他领域使用或注册相同的商业

标志尚且需要以混淆或意图混淆等关键因素作为条件。更何况本案争议域

名的核心部分，即二级域名的字母构成和读音与投诉人的商标均存在一定

差异。基于这种情况, 本案案情满足《政策》第 4(a)条（i）的规定。 

投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有‚科宁‛的注册商标证明。这反映出投诉

人认为被投诉人以‚科宁‛作为其公司字号具有恶意攀附投诉人商誉的意

图。专家组在审理中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根据投诉人提交的证据，投诉

人在中国的多年经营活动中，均未曾将‚科宁‛作为商业标志使用。从其

提交的商标证书中可知，投诉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将其商号的中文

翻译从‚科宁‛改为‚康宁‛。因此，根据本案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科宁‛

商标在市场上具有知名度。故前述证据亦不能证明被投诉人具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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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情不满足《政策》第 4（a）条（iii）的规定。 

5．裁决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本案投诉不符合《政策》第 4(a)条规定的条

件，专家组裁决驳回投诉人的投诉请求。 

 

 

 独任专家：  

 

 

 2017 年 9 月 22 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