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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     HKcc-1700036 
投诉人(1): ESSILOR INTERNATIONAL (COMPAGNIE GENERALE 

D'OPTIQUE) (依视路国际有限公司（法国）) 
投诉人(2):    LUXOTTICA GROUP S.P.A. (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 :    xupengzhi 
争议域名 :    <essilorluxottica.co> 
  
 
1. 当事人及争议域名  
 

本案投诉人为 ESSILOR INTERNATIONAL (COMPAGNIE GENERALE 
D'OPTIQUE) (依视路国际有限公司（法国）)和 LUXOTTICA GROUP S.P.A. (陆逊梯

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地址分别为法国沙朗特勒蓬市 94220 巴黎路 147 号以及意

大利米兰 20123，凯萨坎图街 2 号。 
 
被投诉人为 xupengzhi，地址为 he bei sheng bao ding shi gao yang xian, Bao Ding, HE, 
071500, China。 
 
争议域名为  <essilorluxottica.co>，由被投诉人通过 TODAYNIC.COM, INC. (时代互

联)注册，其地址为中国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 599 号 5 栋 1 层。 
 
 
2. 案件程序 
 

2017 年 5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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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施行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政策》），和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起施行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规则》），及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起施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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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称“中心”) 提交了

投诉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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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中心向域名注册机构 TODAYNIC.COM, INC. (时代互联) 发出请求确认函，请

求确认上述争议域名是否经其注册及要求提供争议域名注册人的联系资料。 
 

2017 年 5 月 17 日，域名注册机构 TODAYNIC.COM, INC. (时代互联)向中心确认，

表示争议域名注册人是 xupengzhi，联络地址是 he bei sheng bao ding shi gao yang xian, 
Bao Ding, HE, 071500, China。注册协议使用的语言为中文。 
 
同日，中心向被投诉人发出邮件，要求被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

的规定于 20 天内提交答辩，并同时转去投诉书及所有附件材料。 
 
中心在规定的答辩时间内没有收到被投诉人针对上述域名投诉而提交的答辩书，并

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本案当事人发出“缺席审理通知”。 
 
2017 年 6 月 22 日，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双方当事人及独立专家陈韵云女士(Ms. Vivien 
Chan)发送专家组确定通知，告知有关各方，由陈韵云女士组成独立专家组审理本案。

中心于当日正式将案件移交专家组。本案专家组将在 14 天内（2017 年 7 月 6 日或之

前）提交裁决书。 
 
 
3. 事实背景 
 

投诉人： 

 

本案程序中的投诉人为 ESSILOR INTERNATIONAL (COMPAGNIE GENERALE 
D'OPTIQUE) (依视路国际有限公司（法国）)，注册地址为法国沙朗特勒蓬市 94220
巴黎路 147 号。 

 

本案程序中的另一名投诉人为 LUXOTTICA GROUP S.P.A. (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地址为意大利米兰 20123，凯萨坎图街 2 号。 
 

两名投诉人在本程序中的授权代理人是 Simon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s Asia 
Limited，地址为 25th Floor, 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被投诉人： 

 

争议域名<essilorluxottica.co>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注册。依据域名注册机构向中心作

出的确认显示，争议域名持有者是：xupengzhi，地址为 he bei sheng bao ding shi gao 
yang xian, Bao Ding, HE, 071500, China。据此应被视为本案的被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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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事人主张 
 

A. 投诉人 
   

投诉人 ESSILOR INTERNATIONAL (COMPAGNIE GENERALE D'OPTIQUE (依视

路国际有限公司（法国）)（“依视路”）于法国成立，是一家全球领先光学镜片及

其仪器产品的生产商和经销商。依视路的业务遍布全球，其商品在世界超过一百个

国家均由销售。依视路旗下的主要品牌包括 Varilux®，Crizal®, Eyezen™和 Xperio®。 
 
  依视路于多个国家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申请和注册了“ESSILOR”/“依视路”商标。

 其中，依视路于争议域名注册前，在中国注册了以下第 9、35 和 44 类商标，覆盖了

 各类眼镜、镜片、眼镜周边产品、眼镜行和验光师服务等并依法享有在先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注册国 分类 (覆盖商品 / 服务) 

 
1610593 中国 9 

 
270076 中国 9 

 

1987019 中国 35 

 1987024 中国 35 

 12380095 中国 44 

 

IR1024167
和

IR1024167H 

中国 5、7、9、10、35、38、40、42、44 

 
270061 中国 9 

 

1296140 中国 9 

 

1984216 中国 9 

 
1987518 中国 35 

 

3022686 中国 35 

 
12380094 中国 44 

 

IR1231641  澳大利亚、中国、 

哥伦比亚、埃及、 

9、16、35、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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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度、以色

列、日本、墨西、 

挪威、新西兰、菲

律宾、韩国、新加

坡、突尼斯、土耳

其、欧盟 

 

经过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依视路的商标已在中国市场具备了高知名度。于 2009 年，

依视路在第 9 类注册的“依视路”商标被中国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此外，投诉人声称依视路使用注册域名 <essilor.com> 和 <essilorchina.com>向全球公

众推广和宣传其产品。 

 

另一名投诉人 LUXOTTICA GROUP S.P.A. (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逊梯

卡”）亦是一家专业眼镜制造公司，于意大利成立。其品牌包括雷朋（Ray-Ban）、

Oakley、Vogue Eyewear、Persol、Oliver Peoples 和 Arnette Mikli。 
 
陆逊梯卡于多个国家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申请和注册了“LUXOTTICA”商标。其中，

依视路于争议域名注册前，在中国注册了以下第9、10、14、16、21、25、35、36、
38、41、42 和 44 类商标，覆盖了各类眼镜、镜片、眼镜周边产品、眼镜行和验光师

服务等并依法享有在先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商标名称 注册号 分类 (覆盖商品 / 服务) 

 

9799115 16 

 

9799114 21 

 

9199113 25 

 

9199112 41 

 

9799111 42 

 

7285152 35 

 

7285153 44 

 

728515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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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9642 44 

 4775482 9 

 327913 9 

 

经过多年的推广和使用，“LUXOTTICA”为消费者所熟悉并具有很高的品牌知名

度。 

 

此外，投诉人声称陆逊梯卡使用注册域名 <luxottica.com> 向全球公众推广和宣传其

产品。 

 

于 2017年 1月 16日，依视路和陆逊梯卡（合称为“投诉人”）向社会公开了其已签

署合并协议。 
 

 

投诉人的主张如下： 

 

(一)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注册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 

 

  争议域名 <essilorluxottica.co> 由 “essilor” 和 “luxottica” 两个部分构成组成，总体来

 说整个域名可以理解为 “essilor luxottica”/“依视路 陆逊梯卡”。 
 

  另外，鉴于依视路和陆逊梯卡将近的合并，争议域名也可以理解为两家公司合并后

 的新官方网站，会让人产生被投诉人是经过投诉人授权的经销商的错觉，引起相关

 消费者的混淆。 

 

  综上，投诉人认为争议域名与该投诉人享有权利的注册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 

 

 

(二)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 

 
依视路和陆逊梯卡分别享有 “essilor” 及“luxottica” 的在先商标权和商号，亦注册了含

有 “essilor” 或 “luxottica” 商标的域名。如上述提及，该两家公司分别通过其注册域

名，包括 <essilor.com> 、<essilorchina.com>和<luxottica.com> ，向全球公众推广和宣

传其产品。 

 
另一方面，争议域名的主要部分 “essilor” 和 “luxottica”与上述的在先商标和商号完全

相同。由于被投诉人并非投诉人商标的被授权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具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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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因此，被投诉人抄袭了上述的商标和商号，其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侵犯

了该两家公司的商标权。 

 
综上，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 

 
 

(三)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指出争议域名注册后没有投入实际使用。 

 
投诉人亦指出争议域名的注册日期与依视路和陆逊梯卡公布其合并细节的大体时间

相近。另外，被投诉人的电子邮箱，即<xupengzhivip@163.com>，同时用于下列域

名的注册信息： 
 

- honeywell-utc.com / honeywellutc.com 
- wanda-paramount.com 
- charter-timewarner.com 
- intel-qualcomm.com 
- softbank-arm.com / softbankarm.com 
- hapag-lloyd-uasc.com 

 

投诉人指出上述的域名均由有传将合并、已公布合并细节、已合并或业务联合 

的公司的商标和商号组合而成。 
 
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是在对国际商业大规模并购行动十分熟悉的情况下注册上述域

名。因此，争议域名的构成并非巧合，亦难为善意。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注册争议

域名的目的是希望凭借投诉人的巨大商誉及域名注册的时间差，故意制造相混淆和

误认，以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 
 
综上，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抢注争议域名及在网站上假冒投诉人会扰乱了正常的市

场经营秩序，侵犯了投诉人的商标权、商号权和商誉，同时也危害了相关消费者的

利益。此的行为具有极大恶意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B.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对投诉没有作出答辩。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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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被投诉人不拥有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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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域名<essilorluxottica.co>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注册。 
   

投诉人依视路是依法成立的法国跨国公司。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依视

路早于 1985 年 12 月 19 日向中国商标局申请注册“ESSILOR”（注册号：270076）
和“依视路”（注册号：270061）商标。上述的商标于 1986 年 11 月 30 日获准注

册。专家组亦注意到依视路在第 9 类注册的“依视路”商标于 2009 年被中国国家

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关于投诉人对于“ESSILOR”和“依视路”是否有在先商标、商号权，专家组经审

阅所有投诉人提供的证据，认为投诉人为知名企业，“ESSILOR”及“依视路”商
标、商号于中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专家组注意到投诉人对其通过注册域名 <essilor.com> 和 <essilorchina.com>向全

球公众推广和宣传其产品的主张。 
 
就投诉人提出的所有证据，及专家组对投诉人的“ESSILOR”和“依视路”商标、

商号于中国实际使用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认定，专家组裁定投诉人是

“ESSILOR”和“依视路”商标及商号拥有人，并已享有受保护的在先民事权益。 
   

同样地，投诉人陆逊梯卡是依法成立的意大利公司。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据显

示，陆逊梯卡早于 1987 年 11 月 23 日向中国商标局申请注册“LUXOTTICA”
（注册号：327913）商标。上述的商标于 1988 年 10 月 30 日获准注册。 
 
关于投诉人对于“LUXOTTICA”是否有在先商标、商号权，专家组经审阅所有

投诉人提供的证据，认为投诉人为知名企业，“LUXOTTICA”商标、商号于中

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专家组注意到投诉人对其通过其注册域名 <luxottica.com>向全球公众推广和宣

传其产品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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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投诉人提出的所有证据，及专家组对投诉人的“LUXOTTICA”商标、商号于

中国实际 使用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认定，专家组裁定投诉人是

“LUXOTTICA”商标及商号拥有人，并已享有受保护的在先民事权益。 
   
  争议域名 <essilorluxottica.co>中， “.co”为顶级域名，其主要组成部分为

“essilorluxottica”。该主要部分完整包含了投诉人拥有在先权益的“ESSILOR”以
及“LUXOTTICA”商标。 

 
据此，专家组裁定争议域名的主要组成部分“essilorluxottica”与投诉人享有在先

权益的 “ESSILOR”和“LUXOTTICA”商标和商号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综上，专家组认为依视路及陆逊梯卡的投诉满足了《政策》第 4(a)(i)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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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 A 部分所提及，专家组认为依视路与陆逊梯卡为知名企业，“ESSILOR”、
“依视路”和“LUXOTTICA”商标、商号于中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依据域名注册机构向中心作出的确认显示，争议域名持有者/被投

诉人是 xupengzhi，地址为 he bei sheng bao ding shi gao yang xian, Bao Ding, HE, 
071500, China。被投诉人的名称与 “essilor”、“luxottica”毫无关系。因此，被投

诉人对“essilor”、“luxottica” 、"essilorluxottica"不享有名称权。 
 
此外，"essilor" 和 "luxottica"不属于常用字亦不具有任何字典含义。 
 
专家组亦注意到投诉人对被投诉人从未获授权注册或使用争议域名的主张。 

 

投诉人称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的主张已经构成表面证据

(见: Conforama Holding v. Ying Liu, WIPO 案号: D2010-0094) 。一旦投诉人一方

提供了表面证据，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投诉一方。 

 

另外，根据《政策》第 4(c)条，如果专家组根据对被投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的

评估发现确实存在以下任意情况（特别是以下情况但不仅限于），则可表明被

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i) 在接到有关争议的任何通知之前，被投诉人使用或有证据表明准备

使用该域名或与该域名对应的名称来用于提供诚信商品或服务；或 

 

(ii) 即使被投诉人未获得商标或服务标记，但被投诉人（作为个人、企

业或其他组织）一直以该域名而广为人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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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被投诉人合法或合理使用该域名、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存在为商业

利润而误导消费者或玷污引起争议之商标或服务标记之意图。 

 

专家组注意到被投诉人在指定限期內没有作出答辩, 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第

4(c)条所述的情形。被投诉人亦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持有任何“essilorluxottica”
注册商标。 

 

据此，专家组认为应当支持投诉人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

有合法权益的主张。 

 

综上，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满足《政策》第 4(a)(ii)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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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行为构

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i) 一些情况表明，被投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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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比被投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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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被投訴人已注册该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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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被投訴人已参与了此类行为；或 

 

(iii) 被投訴人已注册该域名，主要用于破坏竞争对手的业务；或 

 

(iv) 被投訴人使用该域名是企图故意吸引互联网用户访问被投訴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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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 A 部分所提及 , 依视路及陆逊梯卡就  “ESSILOR”、 “依视路 ”、 
“LUXOTTICA”有在先商标权。专家组认同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时应当知

晓依视路有限公司（法国）、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SSILOR” 、“依
视路”和“LUXOTTICA”商标以及投诉人就该商标所享有的权利。 

 

另外，专家组注意到投诉人主张依视路和陆逊梯卡分别通过注册域名 
<essilor.com> 、<essilorchina.com>和<luxottica.com>向全球公众推广和宣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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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同时，被投诉人未就投诉人对被投诉人未获授权注册或使用争议域名的

主张作出回应或提供任何证据反驳。 
 
专家组注意到投诉人主张被投诉人曾注册包含已合并、曾商讨合并或有其他商

业关系的公司的商标和商号的域名，如<softbank-arm.com>、<hapag-lloyd-
uasc.com>。虽然专家组注意到投诉人并未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被投诉人未

获授权注册或使用上述域名，唯被投诉人亦未就投诉人的主张作出回应或提供

任何证据反驳投诉人的主张。 

 

考虑到依视路及陆逊梯卡的在先权益及其于中国的业务及知名度, 专家组认为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行为会使人产生混淆，以为争议域名为投诉人所提供、

赞助、认可, 或与投诉人有从属关系。同时，被投诉人的以上行为亦防碍了依

视路及陆逊梯卡使用其“ESSILOR”和“LUXOTTICA”注册商标建立有关的网站

反映其业务。 

 

综上所述，考虑到投诉人的所有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以及被投诉人未有提供

任何答辩，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该争议域名的注册行为，符合《政策》第

4(b)条所规定的恶意。 

 
  
6. 裁决 
 

专家组在仔细审阅投诉人所提出的所有论点及证据（包括于上述专家组意见中所特

别指出的证据及其它未有特别指出的证据），基于以上分析，专家组裁定投诉人的

投诉成立，被投诉人应将争议域名<essilorluxottica.co>转移给投诉人 ESSILOR 
INTERNATIONAL (COMPAGNIE GENERALE D'OPTIQUE) (依视路国际有限公司（

法国）)。 

 

 

 
专家组：陈韵云 
日期: 2017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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