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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已翻译为多种语言，仅供参考之用。原始官方版本（英文版）可在以下位置找

到：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minutes-new-gtld-2014-09-08-en 

 

注：2012 年 4 月 10 日，董事会成立了新 gTLD 项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与新通用顶级

域名项目不存在冲突的董事会所有投票成员组成。委员会获得董事会的全部授权（受法

律、企业设立章程、章程或 ICANN 利益冲突政策中限制条件的约束），行使董事会的权

力以处理所有可能因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而产生的问题。委员会权力的全部范围在章程

中列出，请参阅 http://www.icann.org/en/groups/board/new-gTLD 。 

ICANN 董事会新 gTLD 项目委员会于世界协调时 2014 年 9 月 8 日 14:00 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召开了一次例行会议。 

委员会主席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除主席外，以下董事也参加了全部或部分会议：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é，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克罗克（Steve Crocker，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迪斯

佩恩 (Chris Disspain)、比尔·格兰厄姆 (Bill Graham)、布鲁诺·朗万 (Bruno Lanvin)、
奥尔加·马德鲁加-福蒂 (Olga Madruga-Forti)、埃里卡·曼 (Erika Mann)、贡萨洛·纳

瓦罗 (Gonzalo Navarro)、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麦克·西尔柏 
(Mike Silber) 和吴国维。 

雷·普拉扎 (Ray Plzak) 因未能参加会议而表示歉意。苏珊·伍尔夫 (Suzanne Woolf) 
因与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存在利益冲突而从委员会辞职。 

约恩内·索恩宁（Jonne Soininen，IETF 联络人）作为委员会无表决权的联络人出席

了会议。希瑟·德莱顿 (Heather Dryden) 作为委员会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董事会成员当选人：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罕姆（Rinalia Abdul Rahim，观察中）。 

秘书长：约翰·杰弗里（John Jeffrey,总法律顾问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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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ICANN 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了全部或部分会议：阿克兰·阿特拉（Akram 
Atallah，全球域名部门总裁）、梅根·比舍朴（Megan Bishop，董事会支持协调人）、

米歇尔·布莱特（Michelle Bright，董事会支持部主任）、莎曼珊·艾斯内

（Samantha Eisner，资深法律顾问）、艾伦·葛洛根（Allen Grogan，首席合同法律

顾问）、丹·哈洛伦（Dan Halloran，副总法律顾问）、杰米·赫德伦（Jamie 
Hedlund，战略计划副总裁）、温西安·柯尼希斯费尔德（Vinciane Koenigsfeld，董

事会支持内容经理）、埃里卡·兰德尔（Erika Randall，法律顾问）、艾米·斯塔索斯

（Amy Stathos，副总法律顾问）和克里斯汀·维雷特（Christine Willett，gTLD 运营

副总裁）。 

以下是 2014 年 9 月 8 日新 gTLD 项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 

1. 主要议程： 

a. 批准会议记录  

b. 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加坡和伦敦 GAC 建议中的剩余事

项：更新和行动  

 第 2014.09.08.NG02 号决议的理由  

c. 有关重审请求 14-27 (Amazon EU S.á.r.l.) 的 BGC 建议  

 第 2014.09.08.NG03 号决议的理由  

d. 看似不一致的字符串混淆异议专家裁决  

e. 其他事务  

  

1. 主要议程： 

a. 批准会议记录 

主席宣布批准 2014 年 6 月 21 日、7 月 18 日和 7 月 30 日会议的会议

记录。乔治·萨多夫斯基指出自己并未列席 2014 年 7 月 30 日的会议。 

乔治·萨多夫斯基提出以下决议，并得到麦克·西尔柏的支持：委员

会随后采取了以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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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发布第 2014.09.08.NG01 号决议：董事会新 gTLD 项目委员

会 (NGPC) 批准 2014 年 6 月 21 日、7 月 18 日和 7 月 30 日 
NGPC 会议的会议记录。 

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所有成员投票赞成第 2014.09.08.NG01 号
决议。雷·普拉扎未能对此项决议投票。决议通过。 

b. 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加坡和伦敦 GAC 建议中的剩余事

项：更新和行动 

委员会继续讨论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向董事会提交的新通用顶级域

名项目相关建议。为回应 GAC 建议中的未决事项，克里斯·迪斯佩

恩概要介绍了提议的新版计分卡。委员会讨论了为处理相关建议而提

议采取的每项措施，包括探讨向 GAC 澄清 .SPA 申请后续步骤的最

佳方式。阿克兰·阿特拉解释说，计分卡明确地展示了对 GAC 建议

的解读，并阐明了如何处理 .SPA 的剩余两项申请。他指出，.SPA 的
剩余两项申请都会继续进入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的下一阶段，申请人

在此阶段将按照《申请人指导手册》解决字符争用集问题。 

至于 GAC 在伦敦公报中提出的 .AFRICA 相关建议，麦克·西尔柏不

满工作人员在实施委员会批准 GAC 建议的行动，即不继续 
DotConnectAfrica Trust 对 .AFRICA 的申请（编号为 1-1165-42560）
时所花费的时间。 

工作人员报告称，对 GAC 所提出问题的回复在经过修订后最初发布

于新加坡公报，并于 2014 年 9 月 2 日送交 GAC。此外，委员会建

议 .INDIANS（GAC 建议针对的申请）通用顶级域名的申请人于近期

撤销申请。 

鉴于董事会批准有关保护 IGO-INGO 的一些 GNSO 共识性政策建议

的行动，委员会收到了为处理有关保护政府间组织 (IGO) 的 GAC 建
议而持续回应的更新。克里斯向委员会汇报了最近出席 9 月初召开

的 GNSO 理事会会议的情况。主席询问了后续考量 GAC 建议

和 GNSO 政策建议的大概期限。克里斯表示尚不明确此期限，因

为 GNSO 运营程序规定，GNSO 可在董事会最终批准其政策建议前

对之进行修订，但此流程从未得到验证。 



杰米·赫德伦概述了 GAC 伦敦公报中提出的关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

会术语及域名的新建议，因为这涉及政策制定流程。委员会决定

在 ICANN 第 51 届洛杉矶会议期间讨论该建议事项，要求工作人员准

备好相关简报材料。 

乔治·萨多夫斯基提出批准新版计分卡的决议，并得到了奥尔加·马

德鲁加-福蒂的支持。委员会讨论决议提案后，采取了下列行动： 

鉴于 GAC 在 ICANN 第 46 届北京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并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了公报（下称“北京公报”）。 

鉴于 GAC 在 ICANN 第 47 届德班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并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发布了公报（下称“德班公报”）。 

鉴于 GAC 在 ICANN 第 48 届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期间举行了

会议，并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发布了公报（下称“布宜诺斯

艾利斯公报”）。 



鉴于 GAC 在 ICANN 第 49 届新加坡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并

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公报以及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对

这一公报进行了修订（下称“新加坡公报”）。 

鉴于 GAC 在 ICANN 第 50 届伦敦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并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发布了公报（下称“伦敦公报”）。 

鉴于 NGPC 制定了多张计分卡，用于回应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4 日、2013 年 9 月 10 日、2013 年 9 月 28 日和 2014 年 2 月 
5 日、2014 年 5 月 14 日通过的 GAC 建议中的某些事项。 

鉴于 NGPC 制定了另一张计分卡，用于回应北京公报、德班公

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和新加坡公报中 GAC 建议的某些剩

余事项以及伦敦公报中的新建议。 

鉴于根据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的授权，NGPC 正在代 
ICANN 董事会处理所有与新 gTLD 项目相关的问题。 

兹发布第 2014.09.08.NG02 号决议：NGPC 通过名为“GAC 
建议（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加坡和伦敦）：行动

和更新（2014 年 9 月 8 日）”（参见决议附件 附录 1 [PDF, 
429 KB]）的计分卡，以回应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

新加坡和伦敦 GAC 建议中的未决事项。 

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所有成员投票赞成第 2014.09.08.NG02 号
决议。雷·普拉扎未能对此项决议投票。决议通过。 

第 2014.09.08.NG02 号决议的理由 

根据《ICANN 章程》第 XI 条第 2.1 款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ylaws-2012-02-25-
en – XI)，GAC 可以“直接将问题提请董事会，提请方式既可

以是提出意见或事先建议，也可以是就某项行动、新政策的制

定或现有政策的修订提出具体建议。”GAC 在 2013 年 4 月 
11 日发布的北京公报、2013 年 7 月 18 日发布的德班公报、

2013 年 11 月 20 发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2014 年 3 月 
27 日发布的新加坡公报（在 2014 年 4 月 16 日经过修订）以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solutions-new-gtld-annex-1-08sep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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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14 年 6 月 25 日发布的伦敦公报中向董事会提出了有关

新 gTLD 项目的建议。《ICANN 章程》要求董事会在政策制定

和采纳中考虑 GAC 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建议。如果董事会决定

采取不符合 GAC 建议的行动，则必须通知 GAC 并解释为什么

不接受其建议。然后，董事会和 GAC 需要本着真诚合作的态

度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解

决方案，董事会必须在其最终决策中解释不采纳 GAC 建议的

原因。 

NGPC 先前已经解决了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加坡 
GAC 建议中的一些事项，但有些事项 NGPC 仍在努力解决。

此外，GAC 又在伦敦公报中提出了与新 gTLD 项目有关的新建

议。NGPC 不仅要考虑接受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

加坡 GAC 建议中的部分剩余未结事项，还要考虑接受伦敦 
GAC 建议中的新事项，如 2014 年 9 月 8 日通过的 计分

卡  [PDF, 429 KB] 中所述。 

在考虑 GAC 建议的过程中，ICANN 在其网站上公布了 GAC 
建议，并正式告知了申请人该建议，同时依据《申请人指导手

册》第 3.1 单元启动了为期 21 天的申请人回应期。其中，北

京 GAC 建议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公布在  

<http://newgtlds.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d-
media/announcement-18apr13-en>；德班 GAC 建议于 2013 
年 8 月 1 日公布在  

<http://newgtlds.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d-
media/announcement-01aug13-en>；布宜诺斯艾利斯 GAC 
建议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公布在  

<http://newgtlds.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d-
media/announcement-11dec13-en>；新加坡 GAC 建议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公布在  

http://newgtlds.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d-
media/announcement-11apr14-en；伦敦 GAC 建议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公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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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gtlds.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d-
media/announcement-14jul14-en>。要查看完整的申请人回应，

请访问：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gac-advice/>。 

另外，在 2013 年 4 月 23 日，ICANN 设立了一个公众意见论

坛，就 NGPC 应如何处理 GAC 关于保护各大类新 gTLD 字符

串的北京建议征询意见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
comment/gac-safeguard-advice-23apr13-en.htm>。除社群就 
ICANN 如何实施北京公报中 GAC 保护建议而提出的反馈以外，

NGPC 在思考如何回应 GAC 建议的剩余事项时，还对申请人

的回应进行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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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过程中，NGPC 审核了诸多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

料和文档： 

 GAC 北京公报：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
32037/Final_GAC_Communique_Durban_2013071
8.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75787122000
&api=v2 [PDF, 237 KB] 

 GAC 德班公报：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
32037/Final_GAC_Communique_Durban_2013071
7.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74215119858
&api=v2 [PDF, 103 KB] 

 GAC 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
32037/FINAL_Buenos_Aires_GAC_Communique_2
0131120.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85055
905332&api=v2 [PDF, 96.5 KB] 

 GAC 新加坡公报（经修订）：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
32037/GAC_Amended_Communique_Singapore_2
0140327%5B1%5D.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
e=1397656205000&api=v2 [PDF, 147 KB] 

 GAC 伦敦公报：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
32037/Communique%20London%20final.pdf?versio
n=1&modificationDate=1406852169128&api=v2 [PD
F, 138 KB] 

 申请人对 GAC 建议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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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指导手册》第 3 单元：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objection
-procedures-04jun12-en.pdf [PDF, 260 KB] 

在起草对北京、德班、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加坡 GAC 建议中

的剩余事项以及对伦敦新 GAC 建议的回应时，NGPC 考虑了

申请人提交的意见、公报中传达的 GAC 建议以及 AGB 和
《ICANN 章程》中制定的程序。采纳随附计分卡提供的 GAC 
建议时，将以尽量多地让新 gTLD 申请得到进一步审批的方式

帮助处理 GAC 建议。 

通过此项决议不会产生任何可预见的财务影响。批准此项决议

不会产生任何与 DNS 相关的安全性、稳定性或灵活性问题。 

作为 ICANN 组织管理职能的一部分，ICANN 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公布了伦敦公报并正式告知了申请人该建议。新加坡公报、

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德班公报以及北京公报已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2013 年 12 月 11 日、2013 年 4 月 18 日和 
2013 年 8 月 1 日公布。对于每项公报，ICANN 都依据《申请

人指导手册》第 3.1 单元启动了为期 21 天的申请人回应期。 

c. 有关重审请求 14-27 (Amazon EU S.á.r.l.) 的 BGC 建议 

主席向委员会简单介绍了重审请求 14-27 的相关背景信息，并指出请

求方 Amazon EU S.à.r.l. 要求委员会撤销对于涉及 .AMAZON（以及

相关国际化域名）的 GAC 建议的决定。请求方同时还要求拒绝涉

及 .AMAZON（以及相关国际化域名）的 GAC 建议，并希望指示工

作人员继续处理申请。主席指出，董事会治理委员会 (BGC) 以请求方

未提供正当重审依据为由，建议否决该重审请求。 

艾米·斯塔索斯提醒委员会，请求方曾在 BGC 裁决后发出信函，她

同时指出，信函中提到的两个问题已在 BGC 给委员会的行动建议中

得到解决。 

委员会讨论了重审请求中的申诉，包括请求方声称 GAC 并未根据《新 
gTLD 申请人指导手册》及时提出关于 .AMAZON（及相关国际化域名）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objection-procedures-04jun1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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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艾米简要介绍了《申请人指导手册》中关于 GAC 建议时效性

的规定。 

克里斯·迪斯佩恩提出决议，并得到比尔·格兰厄姆的支持。委员会

展开进一步讨论后，采取了下列行动： 

鉴于 Amazon EU S.à.r.l（下称“请求方”）提出重审请求 14-
27，要求新 gTLD 项目委员会 (NGPC)：(i) 推翻第 
2014.05.14.NG03 号决议；(ii) 拒绝政府咨询委员会关

于 .AMAZON 及相关国际化域名（统称为“Amazon 所申请域

名”）的建议；以及 (iii) 指示 ICANN 工作人员继续处理 
Amazon 所申请域名。 

鉴于 BGC 考虑了重审请求 14-27 中提出的问题。 

鉴于 BGC 以请求方未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为由，建议否决该

请求，并且 NGPC 同意这一建议。 

兹发布第 2014.09.08.NG03 号决议：NGPC 采纳 BGC 关于重

审请求 14-27 的建议，详情请访问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
amazon-22aug14-en.pdf[PDF, 177 KB]。 

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所有成员投票赞成第 2014.09.08.NG03 号
决议。雷·普拉扎未能对此项决议投票。决议通过。 

第 2014.09.08.NG03 号决议的理由 

I. 摘要 

Amazon EU S.à.r.l.（下称“请求方”）曾申请

了 .AMAZON 及相关日文和中文国际化域名 (IDN)（统称为

“Amazon 所申请域名”）。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在德

班公报中告知董事会其已经就 .AMAZON 及相关 IDN 达成

了共识性建议（下称“GAC 德班建议”）。经过认真、慎

重的考虑后，2014 年 5 月 14 日，NGPC 通过了第 
2014.05.14.NG03 号决议（下称“决议”），接受 GAC 德
班建议并指示工作人员驳回 Amazon 所申请域名。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amazon-22aug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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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30 日，请求方提出即时请求，希望重审 
NGPC 对 GAC 德班建议的采纳。请求方辩称，GAC 德班

建议的提出不够及时，且对 NGPC 的有力推断存在不当引

导。此外，请求方还辩称 NGPC 在接受建议的过程中考虑

了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而且未考虑其他实质性信息。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具体而言，

BGC 得出的结论如下：(i) 没有证据表明 NGPC 在通过决议

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需要进行重审；(ii) 请求方没有证明 
NGPC 在通过决议时未考虑任何实质性信息，也没有证明 
NGPC 在通过决议时所依据的实质性信息存在虚假或错误；

以及 (iii) NGPC 对 GAC 德班建议的考虑确实按照《ICANN》

章程的规定和《gTLD 申请人指导手册》中的程序进行，是

恰当无疑的。因此，BGC 建议否决重审请求 14-27（BGC 
建议的完整内容已通过引用的方式纳入，请参见本理由中的

阐述）。NGPC 表示认同。 



II. 相关背景资料 

请求方曾申请“Amazon 所申请域名”。 

2012 年 6 月 17 日，GAC 主席致函 ICANN 董事会，部分

内容如下： 

鉴于 gTLD 申请流程的推迟、即将召开的 ICANN 会议的时

间安排以及所涉及的工作量，GAC 告知董事会，GAC 在 
2012 年内将无法就 gTLD 的申请提供任何新建议。因为 
GAC 正在考虑就 gTLD 申请提供任何 GAC 建议所带来的影

响。预计这些考虑在 2013 年 4 月的亚太会议之前无法得出

定论。1 

2012 年 11 月 20 日，来自巴西政府和秘鲁政府的 GAC 代
表就 Amazon 所申请域名提交了一份早期预警。2 

2013 年 2 月 14 日，GAC 宣布其将公布一份域名申请列表，

GAC 将在 2013 年 4 月召开的 GAC 会议上把这份列表作为

一个整体加以考虑。3 2013 年 2 月 25 日，GAC 进一步表

示其“仍然在收集和处理 GAC 成员提交的意见”，将尽快

公布更多信息。4 

2013 年 3 月，请求方就 Amazon 所申请域名向董事会提交

了一份书面公益承诺，5 但 ICANN 的独立反对者 (IO) 以
“Amazon 社群”－ 即“亚马逊河周围拥有相同英文名称的

南美地区”－ 的名义对 Amazon 所申请域名表示反对（下

称“社群异议”）。6 

2013 年 4 月 11 日，GAC 在北京公报中将 Amazon 所申请

域名定位为需要 GAC 进一步审议的域名，并建议董事会在初

步评估这些申请后，不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审核（下称“GAC 
北京建议”）。7 请求方在对 GAC 北京建议的回应中辩称，

GAC 并未就这些域名申请达成共识性建议，且《新 gTLD 申
请人指导手册》（简称“指导手册”）中并未规定 ICANN 可
以推迟具体的域名申请以等待 GAC 进一步审议。8 此外，请

求方还辩称自己的申请是按照《指导手册》中关于地理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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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规定进行的（包括关于地理字符串的社群异议），而 
GAC 北京建议是“以孤立可引起地理问题的字符串为目的”

的，是“对社群主导型政策制定的强有力的否决。”9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minutes-new-gtld-2014-09-08-en%23foot9


2013 年 7 月初，美国政府声明其在 Amazon 所申请域名的

问题上意欲“保持中立”，以便“GAC 可以就这些字符串

向董事会提出共识性异议，如果其他政府不反对的话”。10 
同样是在 2013 年 7 月初，请求方致函董事会，说明其一直

以来在就 Amazon 所申请域名与巴西和秘鲁协商方面所做的

努力。请求方还提交了之前提到的公益承诺。11 

2013 年 7 月 18 日，GAC 在德班公报中告知董事会，

GAC 已经就关于 Amazon 所申请域名的 GAC 异议建议达

成了共识。12 

2013 年 8 月 23 日，请求方对 GAC 德班建议进行了回应，

其在回应中辩称该建议：“(1) 不符合国际法；(2) 将带来歧

视性影响，这与 ICANN 的制度性文档相冲突；以及 (3) 违
背了多年以来根据《指导原则》进行实施并获得国际一致认

可的政策建议。”13 

2013 年 12 月 3 日，请求方再次向董事会递交了一封信函，

详细地阐述和澄清了其一直以来与巴西及秘鲁政府就 Amazon 
所申请域名展开的协商。14 大约一个月后，请求方致函董事会，

声称 Amazon 所申请域名不属于《指导原则》中要求政府或

公共权威机构支持的五大类“地理名称”中的任何一类。15 

2014 年 5 月 30 日，请求方提出即时请求，希望重审 NGPC 
对 GAC 德班建议的采纳。请求方辩称，GAC 德班建议的提

出不够及时，且对 NGPC 的有力推断存在不当引导。此外，

请求方还辩称 NGPC 在接受建议的过程中考虑了虚假或错误

的实质性信息，而且未考虑其他实质性信息。16 

2014 年 7 月 26 日，BGC 要求请求方针对其关于 NGPC 在
通过决议时考虑虚假或错误实质性信息的指控进行澄清。

Amazon 对 BGC 让澄清所谓的虚假或错误实质性信息的要

求进行了回应，Amazon 曾声称 NGPC 在通过决议时依据

了这些信息。（下称“8 月 2 日信函”）。17 

III.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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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的问题在于，NGPC 在执行以下事项时是否未考虑实质

性信息或依据了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 

1. 接受 GAC 德班建议（尽管该建议是在异议提交期

结束后提出的）18； 

2. 单独考虑 Amazon 所申请域名（尽管 NGPC 只能

在“特殊情况下”才应该这样做）19； 

3. 对 GAC 德班建议进行“有力的推断”，这不符合

适用的 GAC 指导原则 20； 

4. 不恰当地将早期预警作为接受 GAC 德班建议的理

由和依据 21； 

5. 不恰当地：(i) 考虑巴西和秘鲁政府代表所提交信

函中的虚假或错误实质性信息；以及 (ii) 不考虑请

求方和其他方提交的实质性信函及意见 22； 

6. 未考虑美国政府在其于 2013 年 7 月发布的声明中

提供的实质性信息 23； 

7. 未考虑驳回 IO 对 Amazon 所申请域名的社群异议

的专家裁决 24； 

8. 未考虑专家分析以及请求方要求进一步审议的请求 25； 

9. 未考虑《ICANN 章程》和《企业章程》规定的接

受 GAC 德班建议时应该履行的义务 26；以及 

10. 未考虑接受 GAC 德班建议将带来的财务影响。27 

IV. 评估重审请求的适用标准 

根据《ICANN 章程》的规定，BGC 应负责评估董事会（或 
NGPC）收到的关于重审请求的建议，并在董事会（或 
NGPC）就请求采取的行动受到质疑时为其提供相关建议。

请参阅《ICANN 章程》第 IV 条第 2 款。在此案例中，

NGPC 被赋予了董事会权力，审查并全面考虑了 BGC 关于

请求 14-27 的建议，而且认定其分析合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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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分析和理由 

A. 请求方未能针对 GAC 德班建议的及时性问题提供

正当的重审依据。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针对 GAC 德班建议的及时

性问题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NGPC 同意这一看

法。请求方辩称，由于 GAC 德班建议提交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8 日，而异议提交期在 2013 年 3 
月 13 日便已结束，因此 NGPC 不应接受该建议。

不过，请求方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证据证明 NGPC 
在接受宣称不够及时的 GAC 德班建议时考虑了虚

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或未考虑实质性信息。因

此，请求方的理由不构成重审依据。 

而且，与请求方所辩称的观点相反，NGPC 必须

考虑 GAC 在任何时候提交的有关新 gTLD 的建议。

尽管《指导原则》中没有规定，但《ICANN 章程》

中明确要求董事会考虑 GAC 通过意见或建议方式

向董事会提出的任何问题。（《ICANN 章程》第 
XI 条第 2.1.i 和 2.1.j 款）在这一主题上，《指导

原则》中有关处理 GAC 建议的条款不能取代《章

程》的规定。 

B. 请求方未能针对 NGPC 单独考虑 Amazon 所申请

域名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针对 NGPC 单独考虑 
Amazon 所申请域名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NGPC 
同意这一看法。请求方辩称，NGPC 不恰当地对 
Amazon 所申请域名进行了“单独”考虑，但却没

能解释围绕这些域名的情况为何如此“特殊”、值

得单独考虑。29 同样地，请求方并未提出 NGPC 
在通过决议时考虑了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或者

未考虑实质性信息，因此视为没有提供正当的重审

依据。（《章程》第 IV 条第 2.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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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请求方的说法都与《指导手册》第 5.1 
节相矛盾，这部分内容明确规定了董事会可以单独

考虑任何新 gTLD 申请，包括因 GAC 建议而进行

的单独考虑： 

董事会有权单独考虑某一新 gTLD 的申请，以确

定批准该申请是否符合互联网社群的最佳利益。特

殊情况下，董事会也可以单独考虑某一 gTLD 的
申请。例如，在 GAC 对新 gTLD 提出建议后，董

事会可以单独考虑该 gTLD 申请，或者在使用 
ICANN 问责机制后，董事会也可以这样做。 

（《指导手册》第 5.1 节）（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指导手册》中说得很明确，GAC 建议正是那种

允许董事会单独考虑某一 gTLD 申请的“特殊情

况”。而且，正如上文所述，《ICANN 章程》中

也明确要求董事会考虑 GAC 通过意见或建议方式

向董事会提出的任何问题。（《ICANN 章程》第 
XI 条第 2.1.i 和 2.1.j 款） 

C. 请求方声称 NGPC 对 GAC 德班建议进行了有力

的推断这一点不构成重审的理由。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针对其宣称在 GAC 关于 
Amazon 所申请域名的德班建议上存在推断的问题

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NGPC 同意这一看法。 

请求方声称 GAC 德班建议不应制造一种强烈的推

断，让 ICANN 董事会认为不应继续处理 Amazon 
所申请域名。30 为支持这一论点，请求方指出，由

于 GAC 德班建议的提出时间是在异议提交期结束

之后，不符合《指导手册》的规定，因此不能应用

该手册中关于 GAC 建议的推断标准。31 同样地，

由于请求方并未提出 NGPC 在通过决议时考虑了

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或者未考虑实质性信息，

因此视为没有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章程》第 
IV 条第 2.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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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GPC 正确考虑了早期预警中给出的理由。 

BGC 认为 NGPC 正确考虑了以巴西和秘鲁政府名

义提交的 GAC 早期预警中给出的理由，NGPC 同
意这一看法。请求方辩称 NGPC 未正确考虑早期

预警中给出的理由，这是因为，根据其声称的内容，

该理由“仅仅反应了两国政府的观点，不能作为整

个 GAC 的共识性理由。”32 请求方的这些辩解不

能作为重审的依据。 

在本决议理由中，NGPC 表示，尽管自己“未得

益于 GAC 在发布 GAC 德班建议期间所依据的理

由，但 NGPC 确实考虑了以巴西和秘鲁政府名义

提交的 GAC 早期预警中提供的原因/理由…”33 可
以看出，NGPC 并未说自己考虑或依据的早期预

警中的理由是其接受 GAC 德班建议的理由，相反，

NGPC 明确表示“未得益于”该理由。因此，根

本没有证据表明 NGPC 在接受 GAC 德班建议时

依据了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另外，请求方辩

称 NGPC 未“就 GAC 达成共识性建议的依据和

理由对 GAC 展开进一步探究”,34 并进而未能考虑

实质性信息，关于这一点，《ICANN 章程》、

《指导手册》和《GAC 运营原则》中并未有任何

要求 GAC 提供建议理由的规定。 

最后，BGC 指出，NGPC 在决定是否接受 GAC 
德班建议时并未“依赖于”早期预警。准确地说，

正如决议中提到的那样，NGPC 审核了请求方和

其他社群利益相关方提交的大量文件、法律意见、

信函以及其他材料。 

E. NGPC 在审议公众意见和递交给董事会的信函时，

既没有依据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息，也没有不考

虑实质性信息。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证明 NGPC 在审议公众意见

和递交给董事会的信函时依据了虚假或错误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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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息或者没有考虑相关实质性信息，NGPC 同
意这一看法。 

请求方辩称 NGPC：(i) 在审议巴西和秘鲁政府递

交给董事会的信函时依据了虚假或错误的实质性信

息；以及 (ii) 在审议其他信函（包括请求方递交的

信函）时未考虑实质性信息。35 

其中，对于审议巴西和秘鲁政府递交的信函的问题，

请求方似乎认为“NGPC 接受两国政府的观点并

将这些观点视为所有 GAC 成员的 共识性 建

议。”36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在本决议理由中，

NGPC 只是说其对秘鲁外交部副部长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递交的信函和巴西对外关系部主任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递交的信函的审议仅“是 
NGPC 行动的一部分”。NGPC 并未说明，甚至

也没有暗示其将巴西和秘鲁政府递交的信函视为 
GAC 共识性建议。而且，请求方未引用任何规定 
NGPC 不得考虑正式提交给 ICANN 的信函的《指

导原则》和《章程》条款。 

请求方还辩称，虽然秘鲁政府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递交的信函中包含有关于 Amazon 是否拥有 
ISO 3166-2 代码的虚假信息，37 但 NGPC“未能

识别信函中的任何虚假和错误信息”。38 话虽如此，

但只有在虚假或错误信息对决定而言非常重要时，

所谓的依赖于虚假或错误信息才能构成重审的依据。

NGPC 在决议理由中并未说明其在决定接受 GAC 
德班建议时依赖于秘鲁政府关于 ISO 3166-2 代码

的陈述，而且请求方既没有解释 NGPC 是如何依

赖于该信息的，也没有解释该信息如何重要。39 此
外，NGPC 没有义务识别出自己所审议信函中包

含的所有虚假或错误信息，也没有义务解释其在做

决定时没有依赖于该特定信息，尤其是在该信息与

所做决定不相关或对决定而言无足轻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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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 8 月 2 日回应 BGC 澄清要求的信函中，

请求方辩称，巴西政府在 2014 年 4 月 14 日信函

中陈述的以下内容存在错误：“巴西和秘鲁已及时

采取《gTLD 申请人指导手册》中规定的反对 
[Amazon 所申请域名]需要的所有步骤…”40 请求

方声称这一陈述之所以错误，是因为 GAC 德班建

议并未及时提出。关于这一点，如上文所述，只有

在虚假或错误信息对决定而言非常重要时，所谓的

依赖于虚假或错误信息才能构成重审的依据。而且，

同样地，请求方并没有解释 NGPC 在决定接受 
GAC 德班建议时是如何依赖于被指控错误的巴西

政府陈述。另外，如上文所讨论的，请求方关于 
GAC 德班建议不及时的论点不能构成正当的重审

依据。41 

请求方还辩称 NGPC 未能考虑重要的公众意见和

信函。例如，请求方指出，NGPC 考虑了巴西和

秘鲁政府对专家分析的回应，但却没有考虑请求方

的回应。42 然而，在决议理由中，NGPC 明确指出

其考虑了收到的关于专家分析的所有回应，包括请

求方知识产权部副总裁斯科特·海顿 (Scott 
Hayden) 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提交的回应以及秘

鲁政府和巴西政府递交的信函。此外，NGPC 在
审议过程中还收到并考虑了 Flip Petillion 于 2014 
年 9 月 4 日以请求方名义递交的信函，该信函对 
BGC 关于重审请求 14-27 的建议进行了回应。43 
请求方并未具体列出其声称 NGPC 未考虑的其他

任何公众意见和信函，而且 NGPC 在决议理由中

明确说明其“审核了诸多重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所列出的材料。44 无论如何，请求方未引用规定 
NGPC 必须考虑（更不用说识别和讨论）收到的

每一条意见或每一封信函的任何《章程》或《指导

手册》条款。45 

F. NGPC 并非没有考虑美国政府提供的实质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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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证明 NGPC 没有考虑美国政

府声明中的实质性信息，NGPC 同意这一看法。 

请求方辩称 NGPC 没有考虑美国政府于 2013 年 
7 月就地理标识符发表的声明，从而未能考虑实质

性信息。46 在此声明中，美国政府表示其在 
Amazon 所申请域名问题上意欲“保持中立”，以

便“GAC 可以就这些字符串向董事会提出共识性

异议，如果其他政府不反对的话”。但是，请求方

却辩称“GAC 德班建议清楚地表明整个 GAC 一
致通过巴西和秘鲁在 GAC 早期预警或后续信函中

提到的观点，而美国政府的声明是对这一看法直接

的质疑”。47 

此外，美国政府的声明并没有否定 GAC 德班建议

代表整个 GAC 的共识性建议这一事实。根据 
GAC 运营原则第 47 条，“共识是指在普遍同意、

无正式异议的情况下采纳决议。”48 声明中已经很

明确地指出，美国对 GAC 德班建议没有异议。况

且，美国对 GAC 德班建议保持中立这一事实对 
NGPC 考虑该建议而言根本就无足轻重。 

G. NGPC 并非没有考虑专家裁决中的实质性信息。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证明 NGPC 没有考虑专家裁

决中的实质性信息，NGPC 同意这一看法。 

请求方辩称 NGPC 未适当考虑驳回 IO 对 
Amazon 所申请域名的社群异议的专家裁决。49 请
求方似乎认为专家裁决非常重要，其原因有以下两

点：(1) 巴西和秘鲁政府是在社群异议的背景下适

时提出异议的 － 两国政府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以

及 (2) 正如专家裁决所证明的，这些政府提出的社

群异议无法成立。50 

GAC 成员的职责不仅是提出他们收到的异议，或

是提出满足获胜标准（列举的四条正式异议依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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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异议。（《指导原则》第 3 单元第 3.2 节）

通常，GAC 对新 gTLD 申请的建议是“为了解决

国家政府认定会带来问题的申请，例如可能违反国

家法律或引起敏感问题的申请。”（《指导原则》

第 3 单元第 3.1 节）GAC 成员在出于什么理由对 
gTLD 申请提出异议的方面拥有自由裁量权，这在 
GAC 无需发布建议理由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不

管怎样，从 NGPC 2014 年 4 月 29 日会议以及 
2014 年 5 月 14 日会议的简报材料来看，NGPC 
在审议 Amazon 所申请域名的过程中确实考虑了

专家裁决。51 

H. NGPC 并非没有考虑专家分析中的实质性信息。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证明 NGPC 没有考虑专家分

析中的实质性信息，NGPC 同意这一看法。 

请求方辩称，ICANN 指示 Passa 教授进行分析的目

的“仅在于，确定国家政府是否可以依据知识产权

法要求与术语‘Amazon’有关、经法律认可的主

权或地理权力，还是说 ICANN 在授权 .AMAZON 
时有‘义务’考虑已有的商标注册”，其实“真正

的问题在于，ICANN 接受与任何现行法律不符的 
GAC 建议是否会违反国家法或国际法的规定”。52 

《指导手册》对在新 gTLD 项目下提出 GAC 建议

后的行动作了如下规定： 

ICANN 应尽快考虑 GAC 对新 gTLD 的建

议。董事会可以咨询独立专家的意见，例如，

如果 GAC 建议中提出的问题与异议程序中

的某一主题领域有关，则独立专家可以是那

些被任命在新 gTLD 争议解决程序中听取

异议的人员。 

（《指导手册》第 3.1 节）（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根据此规定，董事会可酌情决定就 GAC 建议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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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问题寻求独立专家的意见。而且，董事会还可

以自行定义向独立专家征询意见的范围。因此，请

求方对 Passa 教授分析范围的异议不构成重审依

据。 

另外，请求方并未引用《章程》和《指导手册》中

的任何条款来说明在新 gTLD 申请人的要求下，

ICANN 必须展开额外的法律分析。如果“提交请

求的当事方在董事会采取行动或拒绝采取行动时本

来能够提交但没有提交相关信息供董事会考量”，

则不适合以董事会未考虑实质性信息为由启动重审。

（《章程》第 IV 条第 2.b 款）请求方曾经有多次

机会可以提交材料供 NGPC 考量，包括请求方已

利用的回应专家分析的机会。事实上，请求方在其

针对 GAC 德班建议的回应中随附了一篇非常冗长

的材料，但其中没有关于地理名称保护的法律论

述。53如果请求方认为有必要进行额外的法律分析，

它完全可以委托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交给 NGPC。 

I. NGPC 并非没有考虑《ICANN 章程》、《企业设

立章程》和《义务确认书》中的实质性信息。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针对 NGPC 考虑《ICANN 章
程》、《企业设立章程》和《义务确认书》中规定

的义务提供正当的重审依据，NGPC 同意这一看法。 

请求方宣称，NGPC 没有考虑到与以下条款所规

定 NGPC 义务相关的实质性信息：《ICANN 章程》

第 I.2、II.3 和 III.1 条；《企业设立章程》第 4 条；

以及《义务确认书》第 4、5、7、9.3 节。54 尽管

如此，请求方对决议的异议不能证明 NGPC 未考

虑到这些义务。而且，本决议理由中也清楚地表示，

NGPC 在采取行动时依据了《ICANN 章程》第 XI 
条第 2.1 款规定的 NGPC 义务，恰当地处理了 
GAC 向其提出的建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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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GPC 并非没有考虑有关决议所带来财务影响的实

质性信息。 

BGC 认为请求方未能证明 NGPC 没有考虑有关决

议所带来财务影响的实质性信息，NGPC 同意这

一看法。请求方声称，“应该判定决议违反了多项

国家法和国际法，且辩护一项行动（无论是通过独

立审核流程还是通过美国法院）的成本将给 
ICANN 带来重大的财务影响…”，56 但请求方并

未证明 NGPC 没有考虑决议引起的诉讼可能性，

包括此类诉讼的潜在财务影响。无论怎样，请求方

并未在此说明此等推断的诉讼可能性对 NGPC 的
决定而言如何重要。鉴于此，请求方陈述的理由无

法构成正当的重审理由。 

VI. 决定 

NGPC 有机会对请求方提交或以请求方名义提交的所有材料

或者其他与请求 14-27 相关的所有材料进行考量。在考虑了

收到的所有相关信息之后，NGPC 审核并通过了 BGC 关于

请求 14-27 的建议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
n-amazon-22aug14-en.pdf[PDF, 177 KB])，这份建议附于 
NGPC 就此事项提交的材料的参考材料中，应视为决议理由

的一部分。 

关于 BGC 建议的提交时间问题，根据《ICANN 章程》第 
IV 条第 2.16 和 2.17 款规定，除非无法实现，否则 BGC 应
在收到重审请求后 30 天内向董事会[或适当时向 NGPC] 提
交关于重审请求的最后裁决或建议，之后，董事会[或适当

时 NGPC] 应在收到重审请求后 60 天内或在可行的情况下

尽快发布其对 BGC 建议的决定。（参见《章程》第 IV 条第 
2.16 和 2.17 款）由于要求请求方提供相关澄清以及最近几

个月收到的重审请求数量较多的缘故，BGC 要求给予更多

时间来提出建议。因此，BGC 首次有机会针对此请求做出

决定的时间是 2014 年 8 月 22 日；在此之前 BGC 不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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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虑此请求。相应地，NGPC 首次有机会考虑请求 14-27 
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8 日。 

采纳 BGC 的建议不会对 ICANN 产生直接财务影响，也不

会对域名系统的系统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产生负面影响。 

此项决定属于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d. 看似不一致的字符串混淆异议专家裁决 

委员会继续针对看似不一致的字符串混淆异议 (SCO) 专家裁决展开了

讨论。主席向委员会介绍了处理看似不一致的 SCO 专家裁决的可能

方案，包括批准 2014 年 2 月发布以征询公众意见的审核机制，或者

不批准此审核机制。委员会还探讨了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具体看似不

一致或其他貌似不合理 SCO 专家裁决进行潜在单独考量，或将其送

交国际争议解决中心 (ICDR) 进一步审核所存在的限制。 

用于处理看似不一致的 SCO 专家裁决的审核机制被发布以征询公众

意见，艾米·斯塔索斯对就此收到的公众意见进行了简要介绍。 

针对为处理看似不一致或其他貌似不合理的 SCO 专家裁决而提出的

各种方案，委员会对其相关优缺点展开了讨论。麦克·西尔柏赞成将

具体看似不一致或其他貌似不合理的 SCO 专家裁决送交 ICDR 以供

进一步审核，并对 ICDR 不在内部解决看似不一致问题表示不满。比

尔·格兰厄姆和乔治·萨多夫斯基表示同意。奥尔加·马德鲁加-福蒂

询问如果选择此方案，将使用什么规则和程序，委员会也展开了同样

的探讨。 

委员会还考虑了各种方案如经批准，将如何进行实施的问题。 

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根据讨论准备其他简报材料，以便下次会议采取

行动解决该问题。 

e. 其他事务 

委员会简要了解到了 DotConnectAfrica Trust 和 ICANN 之间关于  
.AFRICA 新 gTLD 独立审核流程的最新信息。 



埃里卡·曼询问到域名冲突，阿克兰·阿特拉讲解了新 gTLD 注册局

运营商实施域名冲突控制性中断期的最新情况，并介绍了委员会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批准的域名冲突框架中的措施是否有效地发挥作用。 

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发布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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