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条件
最后一次更新：2016 年 5 月 30 日
欢 迎 使 用 亚 马 逊 注 册 服 务 。 亚 马 逊 注 册 服 务 公 司 （ “ ARSI” ） 通 过 ARSI 网 站 （ 包 括
www.amazonregistry.com）和位于 www.nic.WANGGOU 的 ARSI 各个顶级域名（“TLD”）网
站以及移动应用程序（统称为“站点”）提供有关 ARSI 顶级域名的信息。您访问或使用站点
即表示您接受本使用条件（“使用条件”）。请仔细阅读本使用条件。除使用条件以外，您
还将受（1）ARSI《可接受使用和反滥用政策》，该政策还支配在 ARSI TLD 中注册的域名
的使用；（2）《日出期注册政策》或《注册政策》，支配在 ARSI TLD 中的域名注册；以
及（3）在站点上发布或者通过站点提供给您的其他政策、指南、条款和协议（统称为“条
款”）。如果本使用条件与该等条款相冲突，以该等条款为准。
隐私
请阅读我们的隐私政策以了解我们的实践，该政策也支配您对站点的使用。
电子通讯
当您使用任何站点，或者通过您的台式电脑或移动设备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短信和其他通
讯时，您是在以电子方式与我们进行通讯。您同意接收我们以电子方式发送的通讯。我们将
通过多种途径与您进行通讯，例如电子邮件、短信或在该站点上发布通知和消息。您同意我
们以电子方式向您提供的所有协议、通知、披露和其他通讯满足以书面方式进行这些通讯时
的所有法律要求。
著作权
包含在任何站点中或者通过任何站点提供的所有内容，例如文本、图形、徽标、按钮图标、
图片、音频剪辑、数字下载、数据汇编和软件等，属于 ARSI 或其内容供应商的财产，受美
国和国际著作权法律的保护。包含在任何站点中或者通过任何站点提供的所有内容的汇编属
于 ARSI 的独家财产，受美国和国际著作权法律的保护。
商标权
请单击此处查看 ARSI 附属公司和 ARSI 所拥有的商标的不完全列表。此外，包含在任何站
点中或者通过任何站点提供的图形、徽标、页面标题、按钮图标、脚本和服务名称属于
ARSI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商业外观。不得以任何可能使消费者产生混淆的方式
或者以贬低 ARSI 或损害 ARSI 名誉的方式将 ARSI 的商标和商业外观用作与任何非 ARSI 运
营的 TLD 有关的用途。显示在任何站点中的非 ARSI 拥有的所有其他商标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的财产，这些所有者有可能与 ARSI 存在附属关系或关联或受 ARSI 赞助，也有可能与 ARSI
不存在附属关系或关联或不受 ARSI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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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和访问
在您遵守本使用条件的前提下，ARSI 或其内容提供商向您授予访问 ARSI 站点并用作私人和
非商业用途的有限的、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不可次级授权的许可。该许可证不包括转售
任何 ARSI 站点的内容或用作商业用途；将任何 ARSI 站点或其内容用作衍生用途；出于第
三方的利益下载、复制账户信息或用作其他用途；或者使用数据挖掘、机器人或类似的数据
收集和提取工具。本使用条件或任何条款中未明文授予给您的所有权利由 ARSI 或其授权商、
权利持有人或其他内容提供商保留。未经 ARSI 明文书面同意，不得复印、复制、拷贝、出
售、转售、访问任何站点或其任何部分或者用作任何商业用途。未经明文书面同意，不得截
取或利用截取技术捕获 ARSI 的任何商标、徽标或其他专有信息（包括图形、文本、页面版
式或窗体）。未经 ARSI 明文书面同意，不得使用采用 ARSI 名称或商标的元标签或任何其
他“隐藏文本”。不得滥用站点。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站点。如果您未遵守本使用条
件或任何条款，ARSI 将撤销许可。
评论、通讯和其他内容
访客可提交建议、意见、评论、问题或其他信息，只要提交的内容不属于非法、淫秽、恐吓、
污蔑诽谤、侵犯隐私、侵犯知识产权权利（包括公开权）或伤害第三方或引起反感的内容，
并且不含有或包含软件病毒、政治传播、商业广告、连锁信、群发邮件或任何形式的“垃圾
邮件”或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消息。不得使用错误的电子邮件地址、冒充其他个人或实体或
者混淆所提交内容的来源。ARSI 保留删除或编辑此等内容的权利（但不负有该义务），但
不会定期审查发布的内容。
除非我们另有说明，您提交材料时，即授予我们以任何媒介在世界各地使用、复制、修改、
改编、发布、执行、翻译、传播和显示所提交内容和制作衍生作品的非独家的、免版税的、
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可完全次级授权的权利。您授予 ARSI 和次级被授权商选择使用您
提交的与内容有关的名称的权利。您声明并保证您拥有或控制您所提交的内容的所有权利；
内容准确；使用您提供的内容不违反本政策，也不会对任何个人或实体造成伤害；您会对
ARSI 遭受的由于您提供的内容所引起的所有索赔进行赔偿。ARSI 有权利但没有义务监控和
编辑或删除任何活动或内容。ARSI 对由您或任何第三方发布的任何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著作权投诉
ARSI 尊重其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果您认为复制您的作品构成了著作权侵权，请遵照 我们的
著作权侵权索赔通知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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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业
我们提供其他特定企业的站点链接。我们不负责进行检查或评估，也不对这些企业或个人或
其网站内容的提供做出任何保证。ARSI 不对所有上述项和其他任何第三方的活动、产品和
内容承担任何责任。您应仔细阅读其隐私声明和其他使用条件。
免责条款和责任限制
ARSI 站点以及包含在这些站点上或通过这些站点提供给您的所有信息、内容、资料、产品
（包括软件）和其他服务均由 ARSI 在“可提供”时“照原样”提供，除非另行书面说明。ARSI
不就 ARSI 站点的运营或者包含在 ARSI 站点上或通过 ARSI 站点提供给您的信息、内容、资
料、产品（包括软件）和其他服务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或保证，除非另行书面说明。您
明示同意您将自行承担使用 ARSI 站点的风险。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上，ARSI 否认所有明示或暗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
和特定用途适合性的暗示保证。ARSI 不保证 ARSI 站点、包含在 ARSI 站点上或通过 ARSI
站点提供给您的信息、内容、资料、产品（包括软件）或其他服务、ARSI 服务器或从 ARSI
发送的电子通讯没有病毒或其他有害部件。ARSI 不对由于使用 ARSI 任何站点或者由于包含
在 ARSI 站点上或通过 ARSI 站点提供给您的信息、内容、资料、产品（包括软件）或其他
服务而引起的任何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害、间接损害、附带性损害、惩
罚性损害和后果性损害，除非另行书面说明。
某些州法律不允许限制暗示保证或者排除或限制特定损害赔偿。如果这些法律对您适用，则
上述免责条款、除外条款或限制条款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可能对您不适用，因此您可能享有额
外权利。
争议
对 ARSI 提起的与您使用任何站点或您在 ARSI TLD 中注册的域名有任何关联的任何争议
或索赔不通过法院解决，而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予以解决，但您可以在符合索赔条件
的情况下对小额索赔法院提出索赔。《联邦仲裁法案》和联邦仲裁法律适用于本协议。
仲裁中没有法官或陪审团，并且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受到限制。但是，仲裁人在个案
中可以做出与法院相同的损害赔偿和救济判决（包括禁令性救济和宣告式救济或法定损
害赔偿），并且必须如同法院一样遵守本使用条件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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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仲裁程序前，您必须向我们的注册代理“企业服务公司”（地址：300 Deschutes Way SW,
Suite 304, Tumwater, WA 98501）发送一封仲裁申请函，说明您的索赔。仲裁必须由美国仲裁
协会（AAA）依照其规则（包括 AAA 颁布的《消费者相关争议之补充程序》）进行。您可
以登录网站 www.adr.org 或致电 1-800-778-7879 获取 AAA 规则。所有备案、管理和仲裁人费
用将依照 AAA 规则进行支付。索赔总额低于 10,000 美元时，我们将赔偿这些费用，除非仲
裁人确定其为无聊索赔。同样，ARSI 不会追索仲裁中的律师费用和成本费，除非仲裁人确
定其为无聊索赔。您可以选择以电话形式、提交书面文件的形式或者在您的居住地或双方商
定的其他地点当面出席的形式进行仲裁。
双方均同意所有争议解决程序均只能以个体诉讼的形式进行，不能采用集体诉讼、合并
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形式。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而使索赔程序只能通过法院而非仲裁进行，
则双方均放弃陪审团审理权。双方还同意各方均可以向法院提起责令禁止侵犯或滥用知识
产权权利的诉讼。
适用法律
使用 ARSI 站点即表示您同意《联邦仲裁法案》、适用联邦法律和华盛顿州法律将支配本使
用条件及您与 ARSI 之间可能引起的任何争议，不考虑法律冲突的原则。
站点政策、修订和可分割性
请阅读我们发布在站点上的其他政策。这些政策还支配您对 ARSI 站点和 ARSI TLD 的使用。
我们保留随时对站点、政策、条款和本使用条件进行更改的权利。如果任何条件被视为无效、
作废或因任何原因而不可执行，该条件将被视为可以分割，不影响其余条件的有效性和可执
行性。
我们的地址
亚马逊注册服务公司
410 Terry Avenue North
Seattle, WA 98109
www.amazonregistry.com
传票如何送达
如果您要将传票送达至 ARSI，请注意 ARSI 不接受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送达的传票，也不会
对其作出回应。所有传票都必须妥善送达至 ARSI，首选方式是将传票邮寄至 ARSI 的全国注
册代理“企业服务公司”(CSC)。请见下方提供的 CSC 在华盛顿的地址（CSC 在您所在管辖地
区的办公地址可以在州务卿网站上找到）：
亚马逊注册服务公司
企业服务公司
300 Deschutes Way SW, Suite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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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water, WA 98501
收件人：法务部 - 传票
另请注意，在信件开头提供详细准确的信息将便于我们更加高效地处理您的请求。
著作权侵权索赔通知和程序
如果您认为复制您的作品构成了著作权侵权，请使用我们的网上表格提交投诉。我们将尽快
回应权利所有人所关切的涉嫌侵权的问题。
如果您希望以书面方式提交报告，请向我们提供以下信息：

•
以著作权利益所有人的代表的身份行事的经授权人士的亲笔签名；
•
对您指控遭到侵权的著作权作品进行描述；
•
说明您指控侵权的材料在站点上的位置；
•
您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
•
声明您善意地认为存在争议的使用行为没有获得著作权所有人或其代理或法律的授权；
• 您在承担伪证罪的情况下做出声明，保证您提交的通知中的以上信息准确，并且您是著
作权所有人或代表著作权所有人行事的经授权人士。
关于 站点存在著作权侵权的索赔通知可以寄送到 ARSI 著作权代理的以下地址：
著作权代理
Amazon.com 法务部
收件人：亚马逊注册服务
P.O. Box 81226
Seattle, WA 98108
电话：(206) 266-4064
传真：(206) 266-7010
电子邮件：copyright@amazon.com
邮寄地址：
著作权代理
Amazon.com 法务部
2021 7th Avenue
Seattle, WA 98121
USA
请注意，此程序仅用于通知 ARSI 您的著作权材料已经遭到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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