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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可议程： 

a. 通过理事会会议记录 

第 2013.02.02.01 号决议：理事会批准 2012 年 12 月 20 日的 ICANN 
理事会特别会议记录。 

b. 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章程修正案 

鉴于 ICANN 章程（第 X 条第 5.3 款）规定“每个 [GNSO] 利益主体

组织都应始终得到 ICANN 理事会的认可。”  
 
鉴于 GNSO 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 (RySG) 已就其章程修订事

宜提醒 ICANN 工作人员和理事会。这些修订包括扩大内部观察员

小组的活动，简化年费评估流程，以及将刚卸任的 RySG 主席纳入

其执行委员会。  
 
鉴于机构群体有机会对 RySG 章程修正案的内容进行审查和发表意

见，且未收到针对修订内容的异议。  
 
鉴于机构改进委员会建议理事会批准所提交的 RySG 章程修订。 
 
兹此发布第 2013.02.02.02 号决议：理事会批准注册管理机构利益

主体组织章程修正案的提案。 
 

第 2013.02.02.02 号决议的理由 

2009 年 7 月，为落实 GNSO 全面改进计划，ICANN 理事会批准了

四家新 GNSO 利益主体组织的正式章程（请参阅 ICANN 理事会第 
2009.30.07.09 号决议）。 
 
ICANN 章程（第 X 条第 5.3 款）规定“每个利益主体组织都应始终

得到 ICANN 理事会的认可。”审核利益主体组织 (SG) 章程修订内

http://www.icann.org/en/minutes/prelim-report-30jul09.htm
http://www.icann.org/en/minutes/prelim-report-30jul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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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 ICANN 始终认可 GNSO 利益主体组织和社群，以及维持 
ICANN 章程明确规定的运营原则的职责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机

构群体审核 SG 章程修订内容并发表意见将有助于理事会开展其评

估流程。该流程是 ICANN 贯彻问责制和透明度工作的关键。在对

该流程征询意见期间，没有收到针对修订提案的反对意见。收到

的意见提及修正案提案如何并入其他利益主体组织章程，而这将

在形成更正式的评估流程后予以考虑。 
 
此项行动对 ICANN 资源的影响有限。RySG 观察员小组的活动增

加，要求得到会议和秘书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该支持在现有 
ICANN 预算和工作人员资源的范围之内。此行动预计不会对 DNS 
的安全性、稳定性或灵活性造成任何影响。 
 
此行动体现了接收公众意见的组织管理职能。 

c. 南加利福尼亚办公场所租赁 
 

鉴于 ICANN 目前在洛杉矶的租赁合同将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到期。  
 
鉴于 ICANN 的主要运营地和工作人员都在大洛杉矶区域。 
 
鉴于目前和将来对主要运营地的办公场所需求至少将为 35,000 平
方英尺。 
 
鉴于理事会财务委员会已建议理事会批准该决议。 
 
根据第 2013.02.02.03 号决议修订的第 2013.02.02.04 号决议 
 
兹此发布第 2013.02.02.04 号决议：理事会批准第 2013.02.02.03 号
决议细节修正案，以及有待商榷的相应理由。 

第 2013.02.02.03 号决议的理由 

尽管 ICANN 正实施紧迫的国际化部署，但是并无有关搬迁洛杉矶

总部的计划。洛杉矶办公场所在设计上强调多功能用途。它既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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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运营的总办事处，也是理事会研讨会等中小型会议的主办地。支

持新 gTLD 计划的人员配备要求已使现有的办公场所满容。  
 
尽管未来大多数的人员配备将置于美国以外的中心办事处和其他场

所，但是长期的人员配备计划将要求在洛杉矶另外安置约 35 名工

作人员。洛杉矶的大楼还剩下一部分场所。该场所的面积约为 
5,800 平方英尺，就位于 ICANN 现有场所的正上方。鉴于该位置的

便利性，以及与当前房东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理事会已决定适于

签署租赁合同修正案。 
 
尽管这会产生财政影响，但不会在本财年生效，而将在 2014 财年

的预算流程中予以处理。此项决定对域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

或灵活性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该决议体现了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d. 聘请独立审计机构 

鉴于 ICANN 章程第 XVI 条 (http://www.icann.org/general/bylaws.htm) 
要求在财年结束后，必须由注册执业会计师审计 ICANN 账册，而

会计师应由理事会任命。 

鉴于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已讨论了 2013 年 6 月 30 日财年结束时要

聘请的独立审计机构，并建议理事会聘请 Moss Adams LLP。 

鉴于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建议理事会指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或其

指定人员与 Moss Adams 谈判并签订专业服务协议。 

兹此发布第 2013.02.02.05 号决议：理事会授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聘请 Moss Adams LLP 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结束财年的财务报表审

计机构。 

第 2013.02.02.05 号决议的理由 

聘请独立审计机构是履行 ICANN 应尽的账簿审计义务。这进一步加

强了 ICANN 对其章程和流程的问责制，而公众也将获许访问独立审

http://www.icann.org/general/byla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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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构的工作成果。聘请工作会产生财政影响，且已纳入预算。但

不会由于此任命而对 DNS 的安全性或稳定性产生影响。 

该决议体现了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e. 官员任命和相关文档修改 
 

第 2013.02.02.06 号决议：David Olive 当选为 ICANN 官员，职务为

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 
 
第 2013.02.02.07 号决议：ICANN 签约和支出政策的第 4 段应修改

如下：ICANN 官员包括：(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CEO)；(ii) 首席运

营官 (COO)；(iii) 首席财务官 (CFO)；(iv) 总顾问兼秘书长；以及 (v) 
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 

2. 主要议程： 

a. 多利益主体会议策略工作组 

鉴于 ICANN 承诺提前两年确定 ICANN 会议的会址。 
 
鉴于考虑到之前的会址合并策略提案未得到及时采纳，公众参与

委员会 (PPC) 着手成立工作组以专门落实会议地点策略。  
 
鉴于 PPC 已制定多利益主体会议策略工作组 (MSWG) 章程提案，

并建议理事会通过该章程且批准 MSWG 的成立。 
 
兹此发布第 2013.02.02.08 号决议：理事会批准 MSWG 的成立，并

通过 MSWG 章程。预计 MSWG 将在 ICANN 2013 年年度全体会议

之前向理事会提交报告。 
 
第 2013.02.02.09 号决议：来自 ICANN 理事会的 MSWG 创始成员

有：Sébastien Bachollet 主席和 Chris Dis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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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3.02.02.10 号决议：指示与 PPC 共事的 MSWG 继续根据章程

确认机构群体成员。任命机构群体成员无需理事会全员批准。 
 
第 2013.02.02.11 号决议：指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为 MSWG 提供所

需的工作人员支持，以便 MSWG 开展并完成其工作。 

第 2013.02.02.08 - 2013.02.02.11 号决议的理由 

ICANN 公开会议在所有地理区域成功运作是 ICANN 责任制和透明

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行动将允许机构群体成员从

旁服务理事会成员，助其制定与机构群体需求相一致的会议策

略，同时虑及这些会议的财政和设施要求。 
 
预计该 MSWG 的成立对 ICANN 具有极小的财政影响，而大部分影

响在于支持新工作组的资源。MSWG 的成立预计会对公众利益产

生积极影响，因为 ICANN 正致力于考虑机构群体意见的同时，实

现其长期会议规划的目标。该决议预计不会对 DNS 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造成任何影响。 
 
该决议体现了 ICANN 的运营管理职能，在决策前无需征询公众意

见。MSWG 的工作可能有待征询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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