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年度（截止 2010 年 (FY10) 6 月 30 日）社群差旅支持指南 

征询社群意见 

 发布日期 2009 年 5 月 27 日

综述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向挑选的社群成员提供差旅支持，以便

推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工作，向可能无法承担参加互联

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费用的人员提供支持，并且扩大对互联

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流程的参与。以效率和效力最高的方式向合

适的个人提供恰当级别的支持，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平衡工作。本文的目的在于阐

明差旅支持的指南。 

1. 背景综述 

这几年随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不断成熟，社群希望互联

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能够考虑各种形式的社群差旅支持。在 2009 

财政年度，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努力在全部社群团体中将差

旅支持程序阐明并标准化。为了征集社群对差旅支持的反馈意见，召开了一系列研

讨会、网上论坛讨论和社群集会。 

• 2008 年 2 月，在新德里会议上举办差旅支持研讨会 

• 从三月到五月间，网上论坛就差旅支持征集建议 

• 2008 年 5 月，针对社群反馈意见发布差旅程序草案 

• 2008 年 6 月，网上论坛就差旅程序草案征集反馈意见 

• 在巴黎会议上，收到了更多社群反馈意见 

2008 年 8 月，发布差旅支持程序的修订稿，阐明 2009 财政年度向各社群团体提

供的差旅支持级别。这些仅仅是第一步，了解这一点后，本文档要求对该程序进行

再次评审，作为 2010 财政年度预算编制的一部分。 

为了就财政年度 2010 的差旅支持征集社群反馈意见，墨西哥城会议期间举办了差

旅支持研讨会，并且从 2009 年 3 月 24 日到 4 月 24 日举办了就差旅支持征集

反馈意见的网上论坛。另外，通过 2010 财政年度运营计划和预算框架网上论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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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关于差旅支持的其他建议。   

2010 年财政年度运营计划和预算框架假定社群差旅支持不会从 2009 财政年度增

加，其在墨西哥城会议之前发布，并在墨西哥城会议期间及之后持续探讨。作为对

社群反馈意见的回应，5 月 17 日发布了 2010 财政年度预算草案，其中的财务假

定包括更多差旅支持。更多支持包括： 

•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将每次会议的支持人数增至 23 名差旅人员 

•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引入有限的差旅支持 

• 一般会员：每次会议支持 15 名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未减

少），一般会员区域结构的一些差旅支持和前几年一样（未减少） 

随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不断成熟，必须对差旅支持好好

加以考虑、成文并以透明方式施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部

分依赖于社群成员的当面交互，以完成政策制定和其他工作，并扩大尚未完全与互

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合作的人员的参与范围。尽管促进远程参

与的工具和方法十分重要，并且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有大量

的工作是通过互联网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之外的电话

会议完成的，但差旅会议仍旧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流程的

重要部分。本差旅支持指南用于阐明 2010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本草案面向社群

反馈意见，在综合反馈意见之后，会将差旅支持指南最终定稿并发布，以便在悉尼

会议之后施行。 

1.1  社群差旅支持的目的 

向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社群成员提供差旅支持有三个主要目

的，分别为： 

• 向推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政策制定和其他工作的人员

提供亲自参与的机会（远程参与的补充）； 

• 克服经济困难（特别是对身处落后或欠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员），帮助一些无法

承担费用的社群成员使其能够参加；并且 

• 实现外延，特别是让不熟悉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流程的人

员，通过出席和参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与互联网名

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共同实现双赢。 

加入到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中来，需要花费

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常常会产生与社群成员相关的直接费用。因此，使用主要

由注册商费产生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收入来抵消社群成员

的部分直接支出，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差旅支出（确保尽可能降低差旅成本，惠及尽

可能多的差旅人员）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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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一直在抵消部分参与费用。例

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及其联络员可以报销互联网

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差旅费用。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也可以

报销参加半年一次的提名委员会 (NomCom) 会议的差旅费用。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成员可以报销参加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差旅费用。通

过合作伙伴计划向其他社群成员提供支持。2009 财政年度中，差旅支持延伸到通

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和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选出的一些参与

者并提供至地址支持组织 (ASO)，但未被接受。另外，墨西哥城会议上举办了一般

会员峰会，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为此对差旅提供支持，以便

世界各地的一般会员网络结构代表能够亲自参与。 

显然，当考虑差旅支持的延伸程度时，在目的和预算之间，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平衡

点。如果向社群成员和/或任何潜在成员（需要差旅支持以便 1] 外延 2] 克服经

济困难和/或 3] 推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工作）提供支

持，则需要的费用会大大超过当前预算的允许程度。这将为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

分配机构 (ICANN) 的财务资源带来极重负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需要展现财政责任感并实现可能的最佳平衡，这很重要。特别是注册机构

和注册商已表现出对差旅费用精打细算、正确评估的强烈期望，它们代表注册人向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提供绝大部分资金。此外，它们和其他

一些机构指出，应进一步研究完成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工作

的更具成本效益的其他方法（例如，远程参与工具和其他场所）。  

1.2  当前（2009 财政年度）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差旅

支持的回顾 

2009 财政年度中，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向参与三个国际公开

会议的社群成员提供差旅支持。 

1. 在开罗举办的会议（2008 年 11 月 2 日至 7 日） 

2. 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会议（2009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 

3. 计划在悉尼举办的会议（2009 年 6 月 21 日至 26 日） 

图 1 综述了 2009 年财政年度中，向社群成员提供差旅支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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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2009 财政年度差旅支持（差旅人员人数和金额） 

* 备注 1： 在墨西哥城会议中对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的差旅支持仅反映

参与的 15 名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的支出。同时在墨西哥

城召开的一般会员峰会对一般会员网络结构的代表、地区主席和秘书处

有一个单独的预算。董事会批准的预算是 511000 美元，其中 286000 

美元表示 79 名参与者的机票费用和按日住宿费用。2009 年 5 月收到

的费用是 428000 美元，其中 210000 美元表示 66 名参与者（15 名一

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除外）的机票费用和按日住宿费用。 

** 备注 2：向参加两个提名委员会 (NomCom) 会议的 22 名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提供差旅支持，这两个会议紧随开罗会议和悉尼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之后召开。在 2009 财政年度，提名委员会 

(NomCom) 的差旅总预算是 282000 美元。向参加开罗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 14 名 NomCom 成员和参加墨西哥城互联

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 11 名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提供差旅支持。估计将向参加悉尼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 14 名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提供支持。上图仅说

明获得参加所有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定期支

持的三名提名委员会 (NomCom) 领导。 

*** 备注 3： 董事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咨询委员会 (SSAC) 和根服务器系统

咨询委员会 (RSSAC) 联络员的差旅费用从董事会差旅费用中支取。 

下文更详细说明了 2009 财政年度向各个社群团体提供的差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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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和联络员 

向参加全部三个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以及其他董事会

会议）的全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成员和联络员提供

差旅支持。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地面差旅、住宿和餐饮费用，这些费用直接支

付给供应商或由直接支付的委员会成员报销。董事会成员和联络员有资格乘坐飞机

商务舱。  

理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成员承担着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组织中一些最重要的成员
和工作责任。提供该级别的支持旨在认可这种责任感，并帮助这些经
常代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出差的人员提高工
作效率和提升舒适度。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2009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补贴每次会议提供给 13 

人，其中包括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主席、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的提名

委员会 (NomCom) 被任命人以及其余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理事会成员的一半

（四舍五入）。估计这将带来 185000 美元的 2009 财政年度预算额。通用名称支

持组织 (GNSO)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费用和因城市而异的按日补助金

额。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决定如何选择受支持的差旅人员以及哪些人员受支

持。除了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委员会成员一样有资格乘坐

飞机商务舱的主席之外，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支持的其他差旅人员均获得乘

坐飞机经济舱级别的支持。  

理由：作为三个制定政策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支持机构其中一个的参与者，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参与者承担
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重要责任并奉献了大
量时间。提供该级别的支持旨在认可这种责任感和努力，并帮助确保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为制定政策做出的努力尽可能高效率地实
现。  

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2009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补贴每次会议提

供给 12 人，其中包括主席、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的三个提名委

员会 (NomCom) 被任命人以及其余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理事会成

员的一半（四舍五入）。估计这将带来 170000 美元的 2009 财政年度预算额。国

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费用和因城市

而异的按日补助金额。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决定如何选择受支持

的差旅人员以及哪些人员受支持。除了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委员会成员一样有资格乘坐飞机商务舱的主席之外，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支持的其他差旅人员均获得乘坐飞机经济舱级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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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作为三个制定政策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支持机构中的一员，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参与者承
担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重要责任。提供该
级别的支持旨在认可这种责任感，并帮助确保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
持组织 (ccNSO) 为制定政策做出的努力尽可能高效率地实现。  

地址支持组织 (ASO) 

地址支持组织 (ASO) 2009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补贴每次会议提供给 12 人，其中

包括主席和其余地址支持组织 (ASO) 理事会成员的一半（四舍五入）。估计这将

带来 115000 美元的 2009 财政年度预算额。向地址支持组织 (ASO) 提供的差旅

支持因地址支持组织 (ASO)/名称资源组织 (NRO) 代表而惯例性地降低，这在 

2009 财政年度中已有体现。  

理由：作为三个制定政策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支持机构中的一员，地址支持组织 (ASO) 参与者承担着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重要责任。提供该级别的支持旨在
认可这种责任感，并帮助确保地址支持组织 (ASO) 为制定政策做出
的努力尽可能高效率地实现。  

一般会员 

一般会员在 2009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补贴表现为对以下人员的差旅支持：参与开

罗和悉尼会议的 15 名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8 名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RALO) 的代表以及参加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一般会员峰会的范围更广的一般会员参

与（除了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理事会成员之外，还有 66 人）。一般会员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费用和因城市而异的按日补助金额。一般会员支持

的差旅人员可获得乘坐飞机经济舱级别的支持。 

理由：一般会员组织在七年前成立伊始，就已经确定了向参加会议的
所有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提供差旅资助的重要性，以便
为其“启动”提供支持。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巴黎会议上，董事会采纳了一项决议，批准了为一次性一般会员峰
会费用提供特定差旅支持资助。该峰会与墨西哥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联合举办，各一般会员网络结构 (ALS) 
将有一名成员可以获得与会资助。同样，董事会认为该峰会是一般会
员组织成熟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并提倡今后要按照提供给互联网名
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其他组织的差旅支持级别为一般会
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提供差旅支持。  

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在 2009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补贴表现为对参加提名委员会 (NomCom) 

会议的全部 22 名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的差旅支持。提名委员会 (NomCom)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以及为委员会成员在其会议期间参与有组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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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计划报销合理费用（例如，餐饮、交通和 Visa），这些事件包括与互联网

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中领导职位的候选人会面。主席、副主席和主

席顾问同样得到参与全部三个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支

持。  

理由：提名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任务是选择互联网名称与数
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以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
构 (ICANN) 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内的其他职位的成员。因而，其
独立于政策流程而运作。提名委员会成员受到支持，可以参与一年两
次必须参加的会议。  

合作伙伴计划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自 2007 年圣胡安会议发起了一项合作

伙伴计划。此计划有一个特别目标，即提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地区中无法参加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落后或

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参与度。参加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

合作伙伴受到如下支持：经济舱机票、住宿和 300 美元津贴。另外，他们在特定

会议上参加为参与者定制的每日简报，以熟悉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结构和流程以及正在讨论的当前课题。合作伙伴计划并非自己选择受支

持的差旅人员，而是通过确定从未参加过会议的参与者并对其提供支持，明确地使

新的参与者加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流程之中。对任一个

差旅人员的支持通常仅限于三个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

独立选举委员会决定谁将接待合作伙伴，该委员会由通过申请的地区代表所组成。

根据预算额度而非受支持个人的指定数目来对差旅进行管理。合作伙伴的授予还会

按地理区域进行衡量，以提升举办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

的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参与度，从而使能够受到预算额度支持的参与人数达到最多。  

理由：该计划的直接目的是提供差旅支持，扩大参与范围。因此，重
在确定新的参与者、为他们提供支持并引导他们获得继续独立参与互
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流程的最佳机会。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在 2009 财政年度，没有将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获得差旅支持编入预算。政府

咨询委员会 (GAC) 在巴黎会议上请求考虑差旅支持之后，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成员有动力寻求合作伙伴计划的支持，并且将正式请求支持纳入 2010 财政年度运

营计划和预算的制定之中。五名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成员将获得悉尼会议的差

旅支持。 

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对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成员不提供直接差旅支持。对董事会的安全和稳

定咨询委员会 (SSAC) 联络员提供差旅支持。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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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成员不提供直接差旅支持。对董事会的根服

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联络员提供差旅支持。 

2. 社群差旅支持 – 2010 财政年度的计划支持 

本差旅支持指南草案计划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社群成员提

供以下差旅支持。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和联络员 

向参加全部三个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以及其他董事会

会议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业务）的全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成员和联络员继续提供差旅支持。差旅支持包括空

中差旅、地面交通、住宿和餐饮费用，这些费用直接支付给供应商或由直接支付的

董事会成员报销。董事会成员和联络员有资格乘坐飞机商务舱。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差旅支持的范围扩大到包括 23 位成员的补贴，其实就是 21 位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理事会成员（包括提名委员会 [NomCom] 任命的成员）加上 2 名联络员。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费用和因城市而异的按

日补助金额。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建议如何选择受支持的差旅人员以及受支

持的具体人员，结果将报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员工。通

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支持的成员乘坐飞机经济舱，但主席有资格乘坐飞机商务

舱。  

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对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的差旅支持仍是向 12 个人提供补贴。其

中包括对主席、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的三个提名委员会 (NomCom) 

被任命人以及其余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理事会成员的一半的支

持。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费用和

因城市而异的按日补助金额。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建议如何选择

受支持的差旅人员以及受支持的具体人员，结果将报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

机构 (ICANN) 的员工。国家/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支持的成员乘坐飞

机经济舱，但主席有资格乘坐飞机商务舱。  

地址支持组织 (ASO) 

对地址支持组织 (ASO)/名称资源组织 (NRO) 的差旅支持补贴仍是 8 个人的补

贴。其中包括对主席和其余地址支持组织 (ASO) 理事会成员的一半的支持。预算

额是 115,000 美元。地址支持组织 (ASO)/名称资源组织 (NRO) 成员向来拒绝对

地址支持组织 (ASO) 提供的差旅支持。  

一般会员 

对一般会员的差旅支持补贴向参与各种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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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 15 名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提供。另外，向参加互联网名称与

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 10 位地区一般会员代表（两名来自各个地区

一般会员组织 [RALO]）提供补贴。为了满足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RALO) 地区会议

的需要，分配给地区一般会员参加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

的资金可能会用于支持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RALO) 地区会议。由于会议的地区性限

制和时间跨度缩短，每个差旅人员的支持费用会减少，从而可以支持更多的地区一

般会员组织 (RALO) 参与者（例如，只有本地/短途旅行机票费用；与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较长的会议时限相比，只有一到两天的住宿。）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根据社群反馈，2010 财政年度的差旅支持补贴范围扩大到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成员。本着向落后或欠发达国家/地区提供支持的宗旨，将对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成员提供支持 6 名成员参加各种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

补贴。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的差旅支持包括空中差旅、住宿费用和因城市而异

的按日补助金额。 

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对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成员不提供直接差旅支持。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对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成员不提供直接差旅支持。 

提名委员会 (NomCom)： 

提名委员会 (NomCom) 的差旅补贴面向参加一年两度的提名委员会 (NomCom) 会议

的 22 名代表。近几年，这两次会议分别安排在紧随 11 月初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年会之后以及六月的财政年度会议结束时。近几年，主

席、副主席和主席顾问得到参与全部三

次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支持。向提名委员会 

(NomCom) 成员提供所有差旅支出的支

持，包括机票、住宿费，还可报销餐

饮、地面交通以及产生的合理支出费

用。董事会将提名委员会 (NomCom) 的

变动作为其结构审查和改进工作的因素

加以考虑，这些变动可能会引起差旅支

持的变化。 

合作伙伴计划 

对合作伙伴计划的差旅支持范围仍是参

与各次会议的选择的参与者，平均达 

2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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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顾问和承包人 

向要求参加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

机构 (ICANN) 会议的员工、顾问和承包

人提供差旅支持。差旅支持的级别是经

济舱级别。 

图 2 – 2010 财政年度差旅支持（差旅人

员人数和金额） 

图 2 综述了 2010 财政年度的社群差旅支持指南。 

2.1  社区差旅支持指南 – 支持详细信息 

• 选择流程：各个社群团体将采用选择/分配流程确定该社群团体中应接受资

助的人员，以满足该团体的政策制定需求。选择/分配流程的示例包括：  

• 由各选区组织（或地理区域）或独立选择委员会（如合作伙伴计划）的成员

组成的差旅委员会，将遵循公开发布的流程为每次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

配机构 (ICANN) 会议选择支持组织中接受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资助的参与者；社群也可以要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员工根据社群团体所确立的某些标准来执行流程。 

• 计算差旅支持资金时，将适当考虑每个理事会及其联络员的人数；鼓励社群

团体本着为每个社群的政策制定工作提供最佳服务的原则来支持参与者。 

• 例外流程：每次会议时，一些社群成员会提出与差旅指南稍有相左的例

外请求：典型的请求可能包括：  

• 我的用药条件不允许我乘坐经济舱，能换成更好的机舱吗？ 

• 我们希望在几个人之间拆分差旅支持，可以向某人提供机票而向另一人

提供酒店费用吗？ 

• 能否通过自己预定来节约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费

用？ 

• 对我而言，另一条航线或线路更加方便，可以更换航线或线路吗？ 

• 如果我能在机票上节省费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是否可以支付更多天数的住宿？ 

• 我可以用自己的里程帐户来提升机舱级别吗？ 

• 如果我们能在总差旅人员费用上有所节约，能带更多的人吗？ 

• 差旅分配可以从一个财政年度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吗？ 

为了确保及时回应此类请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建

立了一个例外回应流程。全部请求应均发送至差旅支持电子邮

箱：Constituency-travel@icann.org。另外，对于已确定类型的例外回

应，将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差旅网站上发布的常见

问题解答中列出以供所有人查

看：http://www.icann.org/en/topics/trave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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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旅后勤事务：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不久之后

和距下一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几个月之前，将

发布下一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差旅综述文档

并将其发送至全部社群团体。差旅综述解释了： 

• 如何将批准的差旅人员列表提供给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人员； 

• 如何进行差旅安排； 

• 对于社群团体和差旅人员，所有与差旅支持相关的截止日期； 

• 如何进行所有例外请求，如何返回回应（例如，健康问题、差旅路线变

化、便利请求）；及 

• 最常见问题 (FAQ) 

请参阅用作示例的用于悉尼会议的差旅总结。  

• 后续报告：将在差旅支持网页发布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议的差旅支持的报告，包括差旅支持级别和其他详细信息。例

如，合作伙伴计划就其经历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会

议一周提供了后续报告，以便自己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能认识和体会提供的支持，并共享收集的信息以供其社群、地区和

国家/地区使用。除了有责任提供受支持人员及该支持所需的资源之外，还

要求差旅人员定期帮助评估差旅支持指南以便改进。可以在差旅支持网页上

查看报告。 

3. 综述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在社群成员的差旅支持上花费了可观的

资源。  

在决定如何提供差旅支持和向哪些社群成员提供的过程中，财政责任感和以下目标

的实现是首要考虑因素：(1) 外延 (2) 克服经济困难和 (3) 推动互联网名称与数

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政策和其他工作。 

正如本文档（差旅支持指南）所述，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差

旅支持团队致力于确保对差旅人员的差旅支持能够以公平、经济且易于管理的方式

实现。  

鼓励社群通过由此开设的公共论坛、悉尼研讨会和/或通过联系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财务总监（kevin.wilson@icann.org）请求召开选区组织

或社群团体的电话会议，提供有关此差旅支持指南草案的反馈。  

在此查看网上公共论坛。 

另外，本文档将发布在新的社群差旅支持网页上，地址

是 http://www.icann.org/en/topics/trave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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