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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7 日世界标准时间 22:00 召开了一次特别会

议。 

主席 Steve Crocker 准时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以下理事参加了全部或部分会议：Sébastien Bachollet、Fadi Cheha

dé（主席兼首席执行官）、Cherine Chalaby、Bill Graham、Wolfgan

g Kleinwächter、Bruno Lanvin、Olga Madruga-Forti、Gonzalo Nav

arro、Ray Plzak、George Sadowsky、Mike Silber、Bruce Tonkin

（副主席）和吴国维。Chris Disspain 和 Erika Mann 因未能参加会

议而表示歉意。 

以下理事会联络员参加了全部或部分会议：Heather Dryden（GAC 联络

员）、Ram Mohan（SSAC 联络员）、Jonne Soininen（IETF 联络员）

和 Suzanne Woolf（RSSAC 联络员）。 

秘书处：John Jeffrey（总顾问兼秘书长）。 

以下 ICANN 工作人员参加了全部或部分会议：Akram Atallah（全球域

名部主席）、Duncan Burns（全球通信部副主席）、Sally Costerton

（主席高级顾问 － 全球利益主体参与）、Jamie Hedlund（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顾问）、John Jeffrey（总顾问兼秘书长）、Tarek Kamel（主席

高级顾问 － 政府参与）、David Olive（政策制定部副主席）、Karine 

Perset（理事会支持部高级主管）和 Theresa Swinehart（主席高级顾

问 － 战略）。 

3T1.3T 3T主要议程：3T .............................................. 3 

3Ta.3T 3T主席全球化咨询小组3T ...................................... 3 

3T第 2014.02.17.01 号决议的理由3T ........................... 5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minutes-2014-02-1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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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议程： 

a. 主席全球化咨询小组 

主席介绍了议程事项，理事会参与了决议提案细节的讨论，包括应采用

什么样的结构和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方可确保全球化咨询小组能够专注

于就各种全球化主题征求机构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Cherine Chalaby 提出动议，Olga Madruga-Forti 对此决议表示支

持。 

理事会采取了以下行动： 

鉴于多利益主体模式在应对互联网使用急速增长带来的诸多挑战中

已经发展成熟，因此 ICANN 必须不断发展壮大以应对这些挑战。 

鉴于 ICANN 的使命和职责涉及到全球机构群体和世界各地的利益

主体。 

 

鉴于作为一个多利益主体组织，ICANN 必须不断发展方能充分履

行其严格意义上的使命，即从总体上协调全球互联网的唯一标识

符系统，并拥有应对运营、政策、政治或技术新挑战的能力。 

 

鉴于 ICANN 若要充分履行其作为多利益主体组织的使命，拥有应

对运营、政策、政治或技术挑战的能力，就必须向全球化发展。 

 

鉴于 ICANN 的全球化包括：巩固并继续发展和完善 ICANN 作为多

利益主体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充当合作伙伴，

加强对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与合作的认识和推进，同时确保具有

持续的灵活性，可适应新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事项。 

鉴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除其他事项外，ICANN 理事会还授权

首席执行官“与其他主要组织和领导者合作建立联盟，共同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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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新行动或新举措的方向发展”（以下简称“联盟”），以解

决对“全球开放式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系统”的有效性日益加

深的担忧。 

鉴于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已经执行了 2013 年 9 月 28 日理事会决

议中提到的任务，并帮助促进了多项活动的开展，包括：(i) 扩

大和启动先前宣布的战略专家组，现名为“关于未来互联网监管

的专家组”；(ii) 制定并参与“1net 举措”；以及 (iii) 鼓励

并支持召开关于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的会议，目前来看可能于 

2014 年 4 月在巴西召开。 

鉴于理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17 日批准了第 2013.11.17.01 号

决议，指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继续支持三项新启动且正在发展的

举措，并承认 ICAN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只是为以下举措提供资

源和支持的诸多参与者中的一份子：(i) 扩大和启动先前宣布的

战略专家组，现名为“关于未来互联网监管的专家组”；(ii) 制

定并参与“1net 举措”；以及 (iii) 鼓励并支持召开关于多利

益主体互联网监管的会议，目前来看可能于 2014 年 4 月在巴西

召开。 

 

鉴于理事会在第 2013.11.17.01 号决议中指出“如果不制定一个

全球统一的互联网监管办法，就无法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妥善解

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这会无意间影响与 ICANN 使命相符的互

联网运营统一性。” 

 

鉴于 ICANN 的持续全球化进程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更广泛

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充当合作伙伴，巩固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

框架；加强 ICANN 自身的能力，包括义务确认书以及与利益主体

之间的关系；完善政策结构，满足和提升全球机构群体的需求，

并寻求形成未来法律结构和 IANA 全球化的机会。 

 

鉴于持续全球化进程所涉及到的问题的性质和广度，ICANN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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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及时成立理事会成员小组，专注于特定主题领域，然后向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以及整个理事会报告和提出建议供他们考虑。 

鉴于在持续全球化进程中，ICANN 应设立一些由理事会成员组成

的“主席全球化咨询小组”，以处理以下领域的问题：义务确认

书（“AOC”）、政策结构、法律结构、根服务器系统、IANA 多

利益主体问责制和互联网监管。 

 

兹发布第 2014.02.17.01 号决议：理事会批准成立若干主席全球

化咨询小组以支持 ICANN 的进一步全球化。这些咨询小组由理事

会成员组成，旨在为理事会全体成员提供指导，支持由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带领的 ICANN 全球化工作。这些主席全球化咨询小组将

在 ICANN 第 49 届新加坡会议、第 89 届 IETF 会议以及其他机

构群体会议上与机构群体会面，共同讨论 ICANN 全球化相关问

题。随后，主席全球化咨询小组将向理事会提供建议，并由理事

会在ICANN 第 50 届伦敦会议上报告这些建议。这些咨询小组将

负责处理如下主题：义务确认书（“AOC”）；政策结构；法律

结构；根服务器系统；IANA 多利益主体问责制和互联网监管。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将在此项决议公布后两天内在 3TUhttp://www.ica

nn.org/en/ 

groups/other/globalization-19feb14-en.pdfU3T上公布这些咨询小

组的人员构成；并且，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有权不时地变更咨询小

组及其人员构成，而无需再次通过决议。 

出席会议的所有理事会成员一致投票赞成第 2014.02.17.01号决议。M

ike Silber 投弃权票。Chris Disspain 和 Erika Mann 未能投

票。决议通过。 

 

第 2014.02.17.01 号决议的理由 

 

本决议是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8 日和 11 月 17 日决议的延

续，给 ICANN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提出了一项使命：探索 ICANN 

如何与全球各地的利益主体合作，共同解决未来互联网监管亟待

http://www.icann.org/en/groups/other/globalization-19feb14-en.pdf
http://www.icann.org/en/groups/other/globalization-19feb14-en.pdf
http://www.icann.org/en/groups/other/globalization-19feb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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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2013 年 9 月 28 日，理事会曾指示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建立联盟，以便着手依据 ICANN 的使命制定互联网合作议

程。在 9 月份的这次会议结束后，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执行了 201

3 年 9 月 28 日决议中提到的任务，并帮助促进了多项活动的开

展，包括：(i) 扩大和启动先前宣布的战略专家组，现名为“关

于未来互联网监管的专家组”；(ii) 制定并参与“1net 举

措”；以及 (iii) 鼓励并支持召开关于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的

会议，目前来看可能于 2014 年 4 月在巴西召开。 

 

2013 年 11 月 17 日，理事会批准了第 2013.11.17.01 号决

议，指示首席执行官继续支持三项新启动且正在发展的举措，并

承认 ICAN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只是为以下举措提供资源和支持

的诸多参与者中的一份子：(i) 扩大和启动先前宣布的战略专家

组，现名为“关于未来互联网监管的专家组”；(ii) 制定并参与

“1net 举措”；以及 (iii) 鼓励并支持召开关于多利益主体互

联网监管的会议，目前看来可能于 2014 年 4 月在巴西召开。此

外，理事会还在第 2013.11.17.01 号决议中指出“如果不制定一

个全球统一的互联网监管办法，就无法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妥善解

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这会无意间影响与 ICANN 使命相符的互联

网运营统一性。” 

ICANN 及其多利益主体模式已面临诸多挑战，鉴于此，ICANN 必

须不断发展以迎接这些挑战。ICANN 的使命和职责涉及到全球机

构群体和世界各地的利益主体。为了继续对 ICANN 使命和机构群

体负责，理事会认识到，作为一个多利益主体组织，ICANN 必须

不断发展方能充分履行其使命，拥有应对运营、政治或技术挑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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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的持续全球化进程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更广泛的互

联网生态系统中充当合作伙伴，巩固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框

架；加强 ICANN 自身的能力，包括义务确认书以及与利益主体之

间的关系；完善政策结构，满足和提升全球机构群体的需求，并

寻求形成未来法律结构和 IANA 全球化的机会。 

 

这属于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随后，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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