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gTLD 计划委员会 － 会议记录
2014 年 3 月 26 日
新 gTLD 计划委员会例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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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03-26-en

注：2012 年 4 月 10 日，理事会成立了新 gTLD 计划委员会 (NGPC)，
该委员会由与新 gTLD 计划不存在冲突的理事会所有投票成员组成。委
员会获得理事会的全部授权（受法律、组织条例、章程或 ICANN 利益
冲突政策中限制条件的约束），行使理事会级别的权力处理与新 gTLD
计划有关的所有问题。委员会权力的全部范围在其章程中列出，请参阅
http://www.icann.org/en/groups/board/new-gT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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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理事会的新 gTLD 计划委员会于当地时间 2014 年 3 月 26 日
13:30 在新加坡召开了一次例行会议。委员会取消会议时间更改通知，
同意召开会议。
委员会主席 Cherine Chalaby 准时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除主席外，以下理事也参加了全部或部分会议：Fadi Chehadé（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Steve Crocker（理事会主席）、Chris Disspai
n、Bill Graham、Bruno Lanvin、Olga Madruga-Forti、Erika Mann、
Gonzalo Navarro、Ray Plzak、George Sadowsky、Mike Silber 和吴
国维。
IETF 联络员 Jonne Soininen 作为无投票权的委员会联络员出席了会
议。
Heather Dryden 未能出席。
秘书处：John Jeffrey（总顾问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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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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ram A
tallah（全球域名部总裁）；Megan Bishop（理事会支持部协调员）；
Michelle Bright（理事会支持部主任）；Allen Grogan（首席合同顾
问）；Jamie Hedlund（总裁/首席执行官顾问）；David Olive（政策
制定支持部副总裁）；Cyrus Namazi（DNS 行业合作副总裁）；Erika
Randall（顾问）；以及 Amy Stathos（副总顾问）。
以下是 2014 年 3 月 26 日新 gTLD 计划委员会会议的记录。
1. 主要议程 .......................................................... 2
a. 更新针对品牌类别的申请人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3 ................. 2
第 2014.03.26.NG01 － 2014.03.26.NG02 号决议的理由................. 6
b. 其他事项 ......................................................... 10

1. 主要议程
a. 更新针对品牌类别的申请人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3
委员会继续关于《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3 的先前讨论，
如果该规范获得委员会批准，可为获得“.Brand TLD”授权的 TLD 注
册管理执行机构提供一些有限调解。主席简要介绍了委员会对该问题的
先前审议，提醒委员会了解，为回应十一个注册服务商在公众意见征询
期间提交的一条共同意见，提交委员会批准的规范 13 版本中删除了一
个特定条款。
主席向委员会介绍了注册服务商和品牌注册管理机构组在新加坡展开讨
论的最新情况，并汇报在公众意见征询期间提出共同意见的注册服务商
团体于 3 月 25 日通知主席，它们不再反对允许 .BRAND TLD 注册管
理执行机构指定独家注册服务商的条款，但要求在同一时间最多指定两
家此类注册服务商。但是主席指出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即纳入该额
外条款是否有违 GNSO 针对引入新通用顶级域名提出的政策建议 19 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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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十一个注册服务商撤回意见，主席提出向前推进的一个可能方法，
并建议委员会考虑通过一条决议，批准没有上述额外条款的规范 13 版
本，同时通过另一条决议，请求 GNSO 就该额外条款是否有违其共识性
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指出尊重 GNSO 政策流程的重要
性。
George Sadowsky 提出反映主席提议的决议提案，并得到 Mike Silber
的支持，委员会随即讨论了提出的决议。
Chris Disspain 问道，如果 GNSO 没有对委员会提出其他建议，该额
外条款是自动纳入规范 13，还是委员会必须采取后续行动才能纳入。G
eorge Sadowsky 问及在 GNSO 提供指导意见前签署的协议是否会自动
修订，总顾问兼秘书长回应该等修订会留待签约方选择。
Steve Crocker 询问如果决议通过会采用什么通讯计划，主席指出会在
新加坡会议的公众论坛期间通报最新消息。Olga Madruga-Forti 询问
是否就所提方法与机构群体进行了适当沟通，委员会是否会考虑在之后
的会议上就此事宜采取行动，以便收到更多机构群体意见。Akram Atal
lah 表示，涉及的额外条款已经成为公众意见的主题。
Jonne Soininen 要求澄清所提方法是否符合《ICANN 章程》和《GNSO
运营程序》的规定。
委员会随后采取了以下行动：
鉴于 ICANN 理事会新 gTLD 计划委员会 (NGPC) 于 2013 年 7
月 2 日批准了需由 ICANN 和成功申请新 gTLD 的申请人签订的
《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鉴于品牌注册管理机构组与 ICANN 就修改《新 gTLD 注册管理机
构协议》事宜进行了沟通，以解决其社群的担忧。
鉴于 ICANN 已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提议的 《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3 （“规范 13”）以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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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13 如果最终被采纳，将可为获得“.Brand TLD”授权的 TL
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提供有限调解。
鉴于提议的规范 13 已应公众意见进行了修订，包括根据由十一
家注册服务商形成的团体共同提出的一条意见，删除允许 .BRA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指定一家或多家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
为 TLD 独家注册服务商的条款。针对机构群体的更新通知以及规
范 13 的修订草案已 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发布在 ICANN 博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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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NGPC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收到在公众意见征询期共同提
交上述意见的注册服务商团体发出的通知，表示他们不再反对允
许 .BRA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指定独家注册服务商的条款，
但要求在同一时间最多指定两家此类注册服务商。
鉴于 NGPC 特别注意到 GNSO 在“最终报告 － 新通用顶级域名
的引入”（2007 年 8 月 8 日）的政策建议 19 中提出“注册管
理机构必须仅使用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提供域名注册服务，
并且不得歧视这些注册服务商。”
鉴于 NGPC 已考虑机构群体提出的所有意见，并已认定经修订的
规范 13 可为获得 .Brand TLD 授权的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提
供适当且有限的调解。
鉴于根据理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的授权，NGPC 正在代 IC
ANN 理事会处理所有与新 gTLD 计划相关的问题。
兹此发布第 2014.03.26.NG01 号决议：NGPC 批准《新 gTLD 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3，见本决议 附录 1 （其中未包含允许 .
Bran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为 TLD 注册指定有限数量的首选注册服
务商的条款），并授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或其指定人员根据此决
议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落实《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规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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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4.03.26.NG02 号决议：NGPC 批准将以下额外条款纳入规范
13。该条款将于发布本决议并落实以下事宜的 45 天后生效：(i)
让 GNSO 委员会有机会就该额外条款是否有违 GNSO 针对引入新通
用顶级域名提出的政策建议 19 的精神与 ICANN 进行讨论；或者
(ii) 让 GNSO 委员会有机会通知 ICANN 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对该条
款进行审核，包括解释为何需要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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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第 2.9(a) 节第二句更改为：
根据规范 11 的要求，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必须 (i) 向所有
ICANN 认可的、签订并遵守 TLD《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
商协议》的注册服务商提供注册管理机构服务非歧视性访问，
前提是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可以针对 TLD 中的域名注册资格
制定与 TLD 正常运营合理相关的非歧视性标准，或者 (ii)
在同一时间最多指定三家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作为 TL
D 独家注册服务商。”
根据要求，.BRA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可在落实此事宜时修订
其规范 13 以纳入该条款。现授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或其指定人
员根据本决议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将此条款纳入《新 gTLD 注册管
理机构协议》规范 13 中。
出席会议的所有委员会成员一致投票赞成第 2014.03.26.NG01
－ 2014.03.26.NG02 号决议。决议通过。

第 2014.03.26.NG01 － 2014.03.26.NG02 号决议的理由
ICANN 理事会新 gTLD 计划委员会 (NGPC) 于 2013 年 7 月 2
日批准了需由 ICANN 和成功申请新 gTLD 的申请人签订的《新 g
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NGPC 今天发布的决议旨在批准在《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纳入新的规范 13 之提议。品牌注册
管理机构组之前已于 2013 年 4 月在 ICANN 北京会议上与 ICAN
N 就修改《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事宜进行了沟通，以解
决其社群的担忧。规范 13 将可为获得“.Brand TLD”授权的 TL
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提供有限调解。多达三分之一的新 gTLD 申
请可视为 .Brand TLD。
《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3 是对机构群体在公众意
见论坛开放期间以及其他机构群体外展活动中所提出的许多关键
问题进行数月协商的结果。今天批准的最终版规范 13 中所述的
调解事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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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免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9。规范 9，也称为行为准则规
范，旨在保护 TLD 注册人，但对于 .Brand，则无需保护 .
Brand 运营商的附属机构和商标被许可人免遭 .Brand 运营
商侵害。
• 推迟预注册要求。只要 TLD 继续具备 .Brand TLD 资格，
执行预注册期的 .Brand TLD 要求将推迟。如果 TLD 停止
作为 .Brand TLD 运营，则 TLD 必须遵守预注册要求并保
持 60 天以内的预注册期。
• 大多数情况下，.Brand TLD 向继任注册管理执行机构重新
授权前有 2 年“冷静”期。此规定不应阻止 ICANN 任命后
方紧急注册管理执行机构 (EBERO)。
•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必须执行年度内审并证明 TLD 继续拥有 .
Brand TLD 资格。
• 修正“.Brand TLD”和“商标被许可人”的定义以解决相关
顾虑并采纳评论者的数条建议。
• 取消 .Bran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指定 TLD 独家注册服务商
的权利。
今天批准的规范 13 版本与之前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发布以征
求公众意见的规范 13 版本对比得出的红线修订版已发布在此：<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base-agreemen
t-spec-13-proposed-06dec13-en.pdf>。
此外，NGPC 正在批准将一条额外条款纳入规范 13。该条款将于
发布本决议并落实以下事宜的 45 天后方可生效：(i) 让 GNSO
委员会有机会就该额外条款是否有违 GNSO 针对引入新通用顶级
域名提出的政策建议 19 的精神与 ICANN 进行讨论；或者 (ii)
让 GNSO 委员会有机会通知 ICANN 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对该条款进
行审核，包括解释为何需要更多时间。该额外条款将允许 .BRA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在同一时间指定最多三家 ICANN 认可的注
册服务商作为 TLD 独家注册服务商。公开发布以征求公众意见的
规范 13 草案中已纳入这一条款。在公众意见征询期间，由十一
家注册服务商形成的团体共同提出了一条意见，表示他们对允许 .
BRA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指定一家或多家 ICANN 认可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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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作为 TLD 独家注册服务商之规定存在担忧。随后，NGPC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收到在公众意见征询期共同提交上述意见
的注册服务商团体发出的通知，表示他们不再反对纳入允许 .BRA
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指定独家注册服务商的条款，但要求在
同一时间最多指定两家此类注册服务商。NGPC 今天批准的条款允
许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在同一时间最多指定三家此类注册服务商
（此事宜有待 GNSO 委员会审核）。
NGPC 注意到 GNSO 在“最终报告 － 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引入”
（2007 年 8 月 8 日）的政策建议 19 中提出“注册管理机构必
须仅使用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提供域名注册服务，并且不得
歧视这些注册服务商。” NGPC 将为 GNSO 委员会提供一段时间，
以便其就该额外条款是否有违 GNSO 针对引入新通用顶级域名提
出的政策建议 19 的精神与 ICANN 进行讨论。根据《ICANN 章程》
和 GNSO PDP 手册第 14 节的规定：

ICANN 工作人员应告知 GNSO 有关新 GNSO 政策建议的实施
提案。如果该实施提案与 GNSO 委员会的建议不符，GNSO
委员会可以通知理事会并要求理事会审查该实施提案。尽管
在理事会考虑 GNSO 委员会请求的过程中，它可能继续制定
该实施提案的细节，但是在理事会完成考虑 GNSO 委员会请
求之前，ICANN 工作人员应避免实施该政策。
NGPC 要求 GNSO 委员会在此决议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就该条款是
否有违 GNSO 针对引入新通用顶级域名提出的政策建议 19 的精
神与 ICANN 理事会进行讨论，或者通知 ICANN 理事会他们需要
更多时间对该条款进行审核，同时解释为何需要更多时间。
在发布今天的决议时，NGPC 考虑了机构群体于规范 13 公众意见
论坛期间提出的公众意见：<http://www.icann.org/en/news/pub
lic-comment/report-comments-spec13-14mar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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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本决议将允许成功申请属于 .BRAND TLD 的新 gTLD 的申请
人进入新 gTLD 计划的签约阶段。这一推进将成为新 gTLD 计划
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
批准规范 13 预计不会对预算造成任何财务影响。将规范 13 纳
入《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将允许多名 .BRAND TLD 申请
人进入《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签约阶段。《新 gTLD 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的费用条款将为 ICANN 合规性和注册管理机
构参与服务争取到大量额外资源，这有助于 ICANN 持续协调互联
网，并确保互联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注册管理机构在获得授权
后缴纳的注册管理机构费有助于为落实其他新 gTLD 提供预算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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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PC 之前在采纳新 gTLD 计划的时候，便已考虑过 DNS
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问题。
NGPC 批准规范 13 这一行动系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启动的公
众意见论坛之主题。该公众意见论坛考虑的主题为是否在《新 gT
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纳入新的规范 13。该论坛特别就以下
问题征求了公众意见：
• 是否适合将特定 TLD 归类为“.Brand TLD”；
• “.Brand TLD”的定义是否足够严密，仅包含公认的公司品
牌；
• 实施规范 13 草案是否可能导致意外后果；
• 是否适合允许 .Brand 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最多指定一个
或多个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作为 TLD 的首选独家注册
服务商；以及
• .Brand 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到期或终止后，设置两年的重
新授权“冷静”期是否适当（取决于规范草案中的限制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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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众意见论坛已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结束，而提议的规范 1
3 已根据机构群体在此期间提出的意见予以修订。今天发布的决
议考虑了此期间提交的所有公众意见。
b. 其他事项
Olga Madruga-Fort 要求工作人员在之后的会议上向委员会更新如下事
宜：最初表示希望作为独家使用注册管理机构运营所申请 TLD 但后来
不再有此打算的申请人对所作承诺的合同履行情况。
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