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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

一、 域名相关知识

1、 2009 年注册商委任协议规定之注册人权利与责任

背景：2009 年认证注册商协议 (RAA) 新增的一条规定是要求 ICANN 与注册商协商后开

发一个网页，在上面标识出注册人享有的权利和责任。这份文件是在 GNSO 理事会和一般

会员咨询委员会联合工作小组的初步建议下，与注册商商议之后发布的,该文件还以"简明语

言"列举了注册人根据现行的 2009 年认证注册商协议 (RAA) 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

详情请点 击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ponsibilities-2014-03-14-zh

查看；

2、 查看域名解析是否生效？

想知道域名解析是否已经生效，域名指向服务器是否正常，解析是否正常；

那么您可对域名执行 PING 命令：

1、 按住键盘 win+R 键，调出运行；

2、 在运行中，输入 ping+空格+您想查询的域名，格式如： ping www.meetsite.com,

输入完毕后按下 Enter 键确认即可；

3、 查看域名信息；

在 ping 域名后，显示的信息中，您能找到

a.域名解析到哪个服务器的 IP 上；

b.域名是不是正常工作；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ponsibilities-2014-03-14-zh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sponsibilities-2014-03-14-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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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域名网站访问速度；

3、 创业者抢注域名注意事项

1、首选.COM 域名，其次可选择.CN/.COM.CN/.NET 等域名后缀；

当然，根据产品品牌的不同，您也可选择.TV/.CC/.ME/.TOP/.WANG 等其他国别或新顶级

域名；

如果资金允许，建议保护品牌常规域名；

2、依据公司品牌/产品名称，首选注册英文或双拼域名，退而求其次，可注册“名称首字母

+英文”、“双拼+数字”等组合形式；

切记，域名讲究便于记忆输入，如公司品牌名称过程，请取简称，切勿用超长首字母组合注

册。

3、抢注域名需多留意域名截止时间；

4、域名注册建议以公司名义注册；

5、抢注成功后需留意域名过期时间，及时续费；

6、域名备案时建议填写创业者自己常用邮箱，如备案均有他人代理，记得向代理人员索取

将备案密码；

4、 域名注册规则

作为稀缺资源，每个域名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域名注册遵循先到先得原则，谁先注册，谁先拥有。

有不少用户会奇怪，上一秒看中的域名还可注册，为何下一秒刷新就显示已被注册了呢？难

道是服务商使了什么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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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域名注册是全球开放的。抢注域名好比春运抢票，又比刷票更难抢。好

的域名就是你回家的那张火车票，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觊觎。春运火车票跟你竞争的仅仅是中

国一个地区的群众，但你抢注域名，是跟全球米农在竞争。

所以，好的域名，你相中的域名，随时都有可能在犹豫间就被抢注，要及时注册域名！

5、 什么是域名高价赎回期？

域名注册并非一次注册终身持有，而需按年续费。

当域名过期后，将会进入 1～45 天(国内注册顶级域名保留期约为 30 天)注册商保留期，此

时 whois 状态显示为： On Hold。在这个阶段，域名虽过期，但用户仍可直接续费。

当保留期结束后，想要续费域名，就得出高价了。此时域名将进入 30-60 天内的高价赎回

期，whois 状态显示为 RGP，用户想重新获得域名，就要重金赎回。且不同域名赎回金额

有所不同，有的赎回金高达上千元。

不少用户认为，域名赎金的高低全由注册商做主，甚至觉得这是注册商黑心之作。其实不然。

早在 2003 年 1 月 1 日，国际域名注册局 VERISIGN 就对全球注册商实行新的续费规定：

“如域名并未在正常期间内续费，则将被搁置在注册局，注册局对该域名保留 30 天赎回期，

期间，任何人都可通过原注册商向注册局交纳相关费用以获取该域名所有权。”

高价赎回期后，域名将进入 5 天的删除未决期，5 天期满后域名将被彻底删除并释放出来，

任何人都可抢注。未在正常续费期内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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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区分一级域名/二级域名/三级域名

【一级域名】

一级域名又称顶级域名。每个完整域名均由 2 个或 2 个以上部分组成，部分间用“.”号隔

开。而一级域名只含一个“.”号，且在“.”号左边有内容，如“meetsite.com”。在专业

定义中，meetsite.com 属于二级域名。

【二级域名】

二级域名是一级域名之下的域名。在二级域名中，我们通常能找到两个“.”号，如“www.

meetsite.com”、“bbs.sitestar.cn”、“q. meetsite.com”等。而“meetsite.com/domain/”

这种目录形式并不是二级域名，而是子页面。

通常二级域名有自己的分支、收录、快照、PR 值、反链等。但当主域名受到惩罚时，它也

会受到连带惩罚。

【三级域名】

弄明白了一、二级域名，相信你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是三级域名了。

例如“bbs.zhaopin.cndns.com”，这就是三级域名，没错，三级域名拥有三个“.”，可

以当做二级域名的子域名。

一般情况下，三级域名都是不收费的，而部分二级域名也是免费的。

如果你在美橙互联-建站之星开通免费建站，就可以免费获得随机二级域名一个，如

“pro3c4dcdf.isitestar.cn”，其中“pro3c4dcdf”字段还可以任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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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什么是商标域名？注册常见问题及须知

商标域名

商标域名可被称为犹如网上的商标，是全球互联网上的重要地址资源，是网下商标持有人在

网上的重要标志或符号，是商标域名持有人与用户、消费者在网上的纽带。

●注册须知

1、允许个人注册

2、首次注册年限为 10 年，注册满 1 年后可申请续费，续费后域名有效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

3、资料提交时间限制为 5 个自然日，逾期未提交资料，域名注册将被系统删除。(域名注册

失败后审核费将不再退回，域名审核费 600 元）

●需要提交的资料

a.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电子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个

人身份证等；

b.有效商标注册证电子信息；

c.其他商标注册证明（如适用）电子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标的续期、转让、变更证明等；

d.签署《“.商标”域名申请承诺书》电子信息；

●域名使用限制

域名使用须符合本管理规则，若指向网站，该网站需要是一个无欺诈行为的合法经营的

网站。网站信息与“.商标”域名对应的已注册商标/申请中商标信息具有相关性。

如出现网页上信息与注册域名对应的商标/申请信息不符，或存在虚假，盗取，盗用他人商

标、误导公众、损害公众利益等情况，域名注册人除须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弥偿“.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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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管理局一切损失及费用外，“.商标”域名管理局保留警告注册人、对域名停止解

析、冻结直至删除等权利。

凭商标申请证明获得的域名，在商标获得受指定地的认可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核发的注

册证明文件，并提交到本注册管理局审核后，方可解析使用。

●争议解决办法

针对“.商标”域名注册产生的争议，如对已注册“.商标”域名注册人资格的争议等，将

交由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及／或其他授权机构根据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解决。

处于争议期内的域名，将被进行停止解析及冻结，期间将无法进行注册商间转移、过户，

续期。争议结束后，“.商标”域名注册管理局或域名服务注册机构将依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专家小组所做之决定，对域名停止解析、冻结、过户、转移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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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域名转入/转出

1、 域名转入/转出介绍

域名转入

●国际域名的转入

在域名状态正常情况下(查询域名的 whois 信息，status 为 active 为正常状态，如果域名

状态不正常，请联系原注册商)，直接进服务商网站递交域名转入申请。转移过程中由于域

名注册机构会发确认函到域名管理人邮箱。所以请保证域名管理联系人邮箱为有效邮箱。

如果是以.org/.cc/.info/.biz 为后缀的国际域名，请先向原注册商索取域名的转移密码后再

登陆服务商网站递交转入申请。否则转入申请无法受理。

● 中国域名的转入

中国域名的转入必需保证域名在无欠费和无争议情况下转入到服务商。

手续是在知道转移密码的前提下（如果不知道转移密码，请先向原注册商索取域名的转移密

码）直接登陆服务商网站上申请。转移过程中请注意:中国域名在注册后 60 天，到期前 30

天内无法转移。

如果转入的中国域名的注册机构为网络中心，转移密码可由服务商代为申请取密码。

域名转出

● 国际域名的转出

为了防止国际域名被恶意转出。所以通过服务商的域名都处于锁定状态。所以欲转出前请先

用域名注册人或管理人邮箱发邮件到服务商并附上注册人身份证明文件传真或扫描后发到

服务商，申请域名解锁。



10 / 29

在收到域名申请解锁信后服务商将在三个工作日处理并做回复。域名解除锁定后即可自由转

移。以.org/.cc/.biz/.info 为后缀的域名取密码流程也如上。

为了保证域名能顺利转移并在转移过程中能通过域名正常访问网站。请在国际域名注册 60

天后，到期 30 天前办理。

●中国域名的转出

中国域名的转移密码获取要求如下：

a、转移注册商申请表（加盖域名注册单位公章）原件，该页下方有下载转移申请表的连接

地址；

b、营业执照复印件(个人注册为身份证复印件)；

c、请邮寄资料至服务商,密码三个工作日内发回客户指定邮箱；

为了保证域名能顺利转移并在转移过程中能通过域名正常访问网站。请在国际域名注册 60

天后，到期 30 天前办理；

2、 域名转入/转出的流程

1、域名转入：

用户需联系原域名服务商对域名进行解锁操作，并向其索取域名转移密码，转入过程中，

新网互联会向域名所有者邮箱中发送一份确认转移的邮件，内含转入操作确认链接，客户收

到之后点击链接即可，转入成功之后需扣除客户一年续费费用。

2、域名转出：

（1）国际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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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提供域名所有者有效证件（个人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公司为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加单位公章及域名管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交由 客服进入

见站后台操作，期间见站后台会向域名所有者邮箱发送一份确认邮件，内含操作确认链接，

客户点击链接确认后，见站后台将转移密码发 送至域名所有者邮箱中；

（2）国内域名

用户需提供填写的《新网互联索取转移密码表》（单位盖章、个人签字）以及域名所有

者的有效证件（个人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加本人签字，公司为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

组织机构代码证加单位公章及域名管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加本人签字），邮寄到见站

技术部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绿地蓝海大厦 C 座 1716 技术部收，邮编：

230000），见站技术部会将转移密码发送到域名所有者邮箱中。

三、 域名解析

1、 DNS 修改

DNS 是指域名服务器(Domain Name Server)在 Internet 上域名与 IP 地址之间是一一对

应的，域名虽然便于人们记忆，但机器之间只能互相认识 IP 地址，它们之间的转换工作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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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域 名解析，域名解析需要由专门的域名解析服务器来完成，DNS 就是进行域名解析的服

务器。

域名 DNS 是将域名转换成 IP 地址的域名解析服务器。域名 DNS 修改即对域名解析服务器

的修改。

2、 解析生效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域名做好解析后，并不能立即访问到您的网站，因为域名解析需要一定的

时间生效，一般为 24 小时以内。解析完域名后，由于本站的 DNS 管理系统具备实时生效

功能，因此您可以通过 ping 您的域名来检验是否生效。

域名解析后一段时间没有生效的原因：

1.域名注册后都会立刻进行解析，操作都没有问题就是不生效没法访问网站。而空间也是正

常使用，是因为新注册的域名会有 24 小时左右缓冲时间。过了新注册后的 24 小时就可以

正常进行解析了；

2.域名刚过期了，也续费成功了为什么我的域名还不能访问？那是因为过期的域名成功续费

后会有 24 小时左右缓冲。导致有些地区可能会在刚续费后的 24 小时是无法访问，而有些

地区可能不需要 24 小时都能访问；

3. 为什么我都解析指向好服务器了，就是无办法访问？原因是刚做好的域名解析均会有 2

小时的缓冲时间所以不是刚做好解析就能够立刻访问的。我们知道域名是为了 方便记忆而

专门建立的一套地址转换系统，要访问一台互联网上的服务器，最终还必须通过 IP 地址来

实现，域名解析就是将域名重新转换为 IP 地址的过程。一个 域名只能对应一个 IP 地址，

而多个域名可以同时被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域名解析需要由专门的域名解析服务器(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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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完成。

注：域名解析生效时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你所在地的网络环境，二是与域名服务器所在

的网络环境。如果你所在的网络环境与域名服务器在同一网络环境，最快的是即时生效；正

常是在 2 小时-24 小时生效的。

3、 域名解析

域名解析是将域名转换成为网络可以识别的 ip 地址，需要由专门的域名解析服务器(DNS)

来完成转换。经过解析的域名能够更方便的访问互联网，而不用去记复杂的 IP 地址;

以阿里云域名解析为例：

第一步：获取域名 A 记录解析

A 记录解析值为您购买的服务器 IP

第二步：登陆域名管理后台操作解析（以万网域名为例）（非万网域名解析值获取参见第一

步）

①登陆万网/阿里云会员中心；

②左侧导航“域名”；

③找到要做解析的域名，点击“解析"，跳转到域名控制台；

④点击添加解析；

⑤添加一条 A 记录，主机记录为 www，记录值服务器 IP 地址；再添加一条 A 记录，主机

记录为空，记录值为服务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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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解析完成，系统刷新生效时间为 10 分钟~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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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服务商，域名解析刷新生效时间不同，请务必了解您的域名服务商的解析刷新时间，

避免影响您的网站投入使用。建议到达刷新时间后，访问顶级域名测试访问是否正常，确认

解析是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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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域名续费

1、 域名续费

一、域名续费准则：

1、域名注册商有责任和义务在域名到期之前一个月通知域名所有者续费。那么域名所有者

在注册域名的时候需要填写正确的联系方式，后期有变更需要及时更新，这样才能让注册商

及时通知到。另外自己也需要记住域名到期时间。

2、域名提前续费并不影响域名的到期时间，只会在原到期时间之上累积续费年限。比如，

域名是 2013 年 10 月 11 号到期，通知时间是 2013 年 9 月 11 号左右，此时续费一年，域

名的到期时间将会是 2014 年 10 月 11 号。

二、域名续费期限：

对于国际域名（.com/.net/.org 等非 cn 结尾的域名）一般续费期限的规定如下：

A.域名保留期：到期后 35 天内可以正常续费，但是到期后域名无法使用；

B.域名赎回期：到期后 36-70 天可以高价赎回；

C.域名删除期：超过 70 天进入锁定期，任何人无法对此域名进行操作，直至若干个月后重

新放出注册。

对于国内域名（.cn 结尾及中文域名）：

A.域名过期 13 天内：域名可正常使用，并可通过域名管理界面续费；

B.域名过期 14－35 天：域名被 hold，解析停止、不可以管理，不可以自动续费，需要手

工续费，价格与注册域名价格相同；

C.域名过期 36－70 天：域名处于赎回期（Redemption），在此期间域名需要手工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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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赎回期过后 5 天：域名被彻底删除，可以重新注册了。

三、域名续费方法：

1、用原注册域名时的会员账号登录域名注册商官网；

2、进行域名管理，找到需要续费的域名，并查询价格；

3、充值；

4、选择年限，点击续费即可。

四、域名最多续费多少年？

根据注册局规定，域名续费后的到期时间不能超过 10 年。

如果域名已经过期，最多可以续费 10 年。

如果域名过期时间不足 1 年，最多可以续费 9 年。其余情况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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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域名管理

1、 域名状态

域名状态的含义说明

了解各种域名状态的含义，有助于您明白域名安全情况、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等，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

·ok ：普通状态（可正常使用。没有需要立即进行的操作，也没有设置任何保护措施。当有

其他状态时，OK 状态不显示，但并不代表不正常。）

出于对域名注册信息的保护，域名在进行某些安全锁定后，会出现以下状态：

·clientDeleteProhibited ：注册商设置禁止删除（保护域名的一种状态，域名不能被删除）

·serverDeleteProhibited ：注册局设置禁止删除 （保护域名的一种状态，域名不能被删

除）

·clientUpdateProhibited ：注册商设置禁止更新 （域名信息，包括注册人/管理联系人/

技术联系人/付费联系人/DNS 等不能被修改，但可设置或修改解析记录）

·serverUpdateProhibited：注册局设置禁止更新 （域名信息，包括注册人/管理联系人/

技术联系人/付费联系人/DNS 等不能被修改，但可设置或修改解析记录）

·clientTransferProhibited ：注册商设置禁止转移 （保护域名的一种状态，域名不能转移

注册商）

·serverTransferProhibited：注册局设置禁止转移 （保护域名的一种状态，域名不能转移

注册商）

还有一些禁止解析、禁止续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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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ingVerification ：注册信息审核期（该域名注册后未进行实名审核，需尽早在域名

付费后 5 天内提交资料审核，5 天后仍未实名审核的，将进入 ServerHold 状态）

·clientHold：注册商设置暂停解析 （处于该状态域名解析暂停，需联系注册商解除该状态）

·serverHold：注册局设置暂停解析 （处于该状态域名解析暂停，.cn 国内中英文域名注册

成功后未通过实名审核时多出现该种状态，需在域名有效期内完成实名审核后解除）

·inactive：非激活状态 （注册时未填写域名 DNS，不能进行解析，需在注册商处设置域名

DNS）

·clientRenewProhibited 或 serverRenewProhibited：注册商或注册局设置禁止续费（域

名不能被续费，通常处于该状态表示该域名处于仲裁或法院争议期，需联系注册商确认原因）

·pendingTransfer：注册局设置转移过程中 （域名正在转移注册商过程中）

·redemptionPeriod：注册局设置赎回期 （域名处于赎回期，可联系注册商高价赎回）

·pendingDelete：注册局设置待删除/赎回期 （对于国际域名，该状态表示域名已过赎回

期等待被删除，删除后开放重新注册；对于国内域名，该状态表示域名处于赎回期，可联系

注册商高价赎回）

国内域名被冻结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要求，为了保

证您的域名权益和有效使用，国内中.英文域名注册成功后，必须在 5 天内提交资料并通过

审核后才能正常使用，否则将会被注册局锁定。

域名资料提交后，见站客服部会在第一时间对您提交的资料进行初审，审核通过系统会提交

到注册局进行终审。注册局审核通过后，次日您的域名锁定状态会自动解除。一般从您提交

资料到审核成功需要 3 个工作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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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域名的到期日

您的域名到期前一个月，见站客服部会发邮件通知您，您可以选择进行续费或其它操作；

2、 域名安全

域名如何防盗？

域名越来越稀少，好域名越来越贵，域名一旦被盗则令人费心费力，还不一定能够找回。做

好域名防盗工作很有必要。作为域名所有者的你完全可以事前做好多方面防盗措施。

1） 开启域名转移锁

在开启域名转移锁后，将禁止转出，可以避免您的域名被恶意转出万网后修改所有者信息。

启用转移锁后，域名将被置为禁止转移状态（clientTransferProhibited）。如需索取域名

转移密码，需要先取消转移锁。查看如何开启/解除域名转移锁。

2. 开启注册信息更新锁

开启注册信息更新锁后，可防止您的域名注册信息（域名联系人、电话、地址、传真、电子

邮箱）、域名 DNS 服务器、域名注册服务器 IP 地址被恶意篡改。目前该服务支持 com、

net、org、info、biz、mobi、asia、me、so、cc、tv、name、tel、cn、中国/公司/网

络 等后缀。

3）填写真实的所有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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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域名发生归属权纠纷问题时，域名管理机构需要根据域名注册信息中的所有者信息认定归

属权。所以，在填写域名注册信息时，需要认真填写与您本人（或本企业）的真实信息相匹

配的信息。另外，还可以在域名管理页面上传域名所有者的实名制资料加以保护。万一域名

被盗，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有利于域名找回。

（对于后缀为【.com】【.net】的域名，如果您担心因为留存真实信息而被垃圾短信、垃

圾邮件骚扰，可以开启域名注册信息隐私保护服务。其他后缀信息暂没有域名注册信息隐私

保护服务支持。

4）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要维护更新

确保留存的会员账号、域名信息中的电子邮箱、手机号码都是您的、并且可用的，当电子邮

箱、手机号码变更或注销时，记得及时更新。避免电子邮箱或手机号码一旦被他人注册后，

就可以轻易获取您的会员账号、管理域名。

5）确保邮箱安全

域名信息中留存的邮箱需要是安全的。如果密码设置过于简单，往往会被轻易破解，从而导

致丢失账号、丢失域名。所以，邮箱的密码需要设置得尽量复杂，比如大小写、标点符号、

数字混用等方式，可提高密码的安全性。

6）不要将会员账号、密码告知他人

不要将您的会员账号和密码告知任何人

如果您有专人代为管理域名，比如制作网站、设置解析等，那么您可以先开启域名转移锁，

然后启用域名密码。这样启用后，域名管理员可以使用域名和域名密码登陆域名自助管理平

台，操作解析、DNS 修改等操作，但不能够进行域名所有者变更、转移账号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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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域名证书打印/信息修改

域名证书打印：域名证书是用来证明域名所有权的文件。如果您需要对网站进行备案时，需

要提供给您的主机空间服务商。

域名信息修改：域名信息修改即对域名注册联系人、管理联系人、技术联系人、付费联系人

的信息进行修改（此处不能修改域名所有者信息，如需修改需进行域名过户）。

六、 国内域名注册

1、 国内域名注册相关问题集锦

我的域名已经注册扣款成功，为何添加解析后不能生效？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要求，为了保

证您的域名权益和有效使用，国内中、英文域名注册成功后，必须提交实名制资料进行审核。

未通过实名审核的，域名不会被删除但无法正常使用（设置解析不生效）。

国内域名提交注册扣款成功后，是否可以缓几天提交资料？

根据注册局（CNNIC）的通知，2014 年 8 月 1 日 18：00 以后，国内中英文域名系统自动

审核期为 5 天，为了不影响您域名的正常使用，建议您在域名注册成功后 5 天内，及时提

交实名制资料进行审核。

自动审核期（5 天）结束后还未进行实名审核的，域名进入 ServerHold 状态，此状态下域

名无法使用（设置解析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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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着急使用域名，在域名有效期内，您可以随时通过注册服务机构完成实名审核，次

日 ServerHold 状态会自动解除。

我是香港的公司，是否可以用香港的公司证件注册国内域名？

目前香港公司也可以注册 cn 域名，提交香港的注册执照（通常为香港登记证，需要含有有

效期限的一页）或者非商业公司提交税务登记证明即可。

由于无法验证澳门、台湾、海外公司证件的真伪性，无法注册国内域名。

补充说明：港澳台及海外客户都无法个人注册国内域名。

注册国内域名需何时提交实名认证审核？

国内域名注册成功后，会进入 5 天的注册信息审核期，实名资料审核一旦通过，解析即可

正常生效。5 天信息审核期结束后未通过实名审核的，该域名将被注册局锁定，锁定的域名

解析会暂停，待实名审核通过后，次日恢复 ok 状态。

2、 注册 CN 域名需要的资料及提交资料方式

注册 CN 域名需要的资料及提交资料方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提交真实、准

确、完整的域名注册信息。

自 2010 年 1 月起，我司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深入整治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工信部电管【2009】672 号） 中关于“严格落实域名注册申请者应提交真实、

准确、完整的域名注册信息的规定”，全面开展域名注册信息的核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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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资料的重要性：

国内域名注册成功后，会进入 5 天的注册信息审核期，强烈建议您在 5 天内提交实名资料

进行审核，,未及时提交资料或资料审核不合格的域名，解析不能正常生 效。5 天信息审核

期结束后未通过实名审核的，该域名将被注册局锁定，锁定的域名解析会暂停，待实名审核

通过后，次日恢复 ok 状态。

需要提交的资料：

A 域名持有者为公司、企业：

1) 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正副本都可以）

2) 注册联系人的身份证明扫描件(二代的要正反两面的) ；

3) 如是 .GOV.CN 政府域名除需提交上述资料外，还需提交盖有申请单位公章的《域名注

册申请表》扫描件；

B 域名持有者为个人：

1) 有效的域名持有者个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如您没有身份证，可选择以下一种身份证明材料扫描件进行提交：

1) 域名持有者姓名一致的户口薄原件扫描件

2) 加盖公安局户口专用章的户籍证明扫描件

3) 临时身份证正面扫描件

（注：为了提升审核准确率及速度，建议您提交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提交资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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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推荐）在线提交方式:登录会员中心->国内域名资料提交

b、如在线提交不成功，发送资料扫描件至 info@meetsite.cn

CN 域名状态说明：

1）查询结果是“该域名已被注册管理机构暂停解析”表示已经审核通过，需要开通解析；

2）查询结果是“您所查询的域名处于审核状态”表示还在审核中；

3）查询结果是“您所查询的域名不存在”表示该域名未被注册或注册失败；

4）查询结果是：“ok”表示该域名已注册成功；

3、 中文国内域名审核标准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为保障.中文域名命名均符合管理办

法，严格杜绝注册违反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内容，针对.中文域名的特殊性，特制定如

下审核标准以保证域名命名的规范性。

一、 涉及国家、民族、社会和公众利益词汇的审核标准

申请者不得注册违反国家、民族、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词汇，主要原则如下：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mailto:发送资料扫描件至info@meetsit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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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二、 涉及相关性民事权益词汇的审核标准

(一) 审核标准总则

1、 申请者可以注册其具有商标权、商号权的词汇。

2、 申请者可以注册获得商标权益人授权的词汇。

3、 申请者可以注册无商标权益人的词汇。

申请的词汇与申请者关系 申请的词汇是否有其他商标权益人 审核结果

申请的词汇为申请者的商标或商号 无要求 通过

申请的词汇含有申请者商标或商号的词汇 无要求 通过

申请的词汇不是申请者商标或商号、不是含

有申请者商标或商号的词汇

有其他商标权益人 不通过

无其他商标权益人 无其他商标权益人 通过

(二) 审核标准详解：

1、 申请者可以注册含有其商标的词汇。

如：北京快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注册“梦联.中国”，“北京梦联.中国”，“梦联公

司.中国”，“梦联网络.中国”， “梦联计算机.中国”（ “北京快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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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梦联”的商标持有人）。

注：商标持有人对于商标文字部分及其所对应的简繁体，其商标持有人均视为具有其民事权

益。

2、 申请者可以注册含有其商号的词汇，且不再进行是否与其他用户商标权益存在冲突的

审核。

如：北京雪豹电脑有限公司，可以注册“雪豹.中国”、“”北京雪豹.中国、“雪豹公司.

中国”、“雪豹鼠标.中国”。

3、 申请者可以注册获得商标权益人授权的词汇。

l 若商标权益人为个人，提交商标授权书及商标权益人个人的身份证明资料。

l 若商标持有人为组织，提交商标授权书及商标持有人组织的身份证明资料。

如：中山市东凤镇华茂鞋厂，获得小龙乐园的商标持有人韦华英的商标授权书及商标持有人

韦华英的身份证明资料，可以注册小龙乐园.中国

4、 申请者可以注册无明确商标权益人的词汇。

1)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查询申请者注册的词汇，如与查询结果中的商标文字部分完全一致，

且商标在有效期内，则视为有明确的商标权益人，审核拒绝。

如：河北伟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不得注册“常富.中国；（“常富”为其他商

标持有者注册的商标）

2)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查询申请者注册的词汇，如下查询结果均视为无明确商标权益人，审

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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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查询结果中的商标文字部分与词汇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视为无效商标

2 、查询结果为空的情况，视为无效商标

3 、有查询结果但商标为图形商标或符号商标的情况，视为无效商标

4 、查询结果中的商标详细信息备注项或商标流程项显示为 驳回复审、已无效、正在公示

期、已注销的情况，视为无效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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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site(见站)客服联系方式

电话：0551-62389360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400-021-9291

QQ：860290860

邮箱：info@meetsite.cn

见站官网网址：www.meetsite.com

http://www.meet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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