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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议程 

a. 选举 ICANN 董事会主席 

第 2014.10.16.21 号决议：史蒂夫·克罗格 (Steve Crocker) 

当选为董事会主席。 

b. 选举 ICANN 董事会副主席 

第 2014.10.16.22 号决议：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当选

为董事会副主席。 

c. 任命董事会委员会成员 

第 2014.10.16.23 号决议：任命以下人员为各董事会委员会的成

员： 

 

审计委员会 

埃里卡·曼（Erika Mann，主席） 

史蒂夫·克罗格 (Steve Crocker) 

雷蒙德·普拉扎 (Raymond Plzak)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薪酬委员会 

乔治·萨多夫斯基（George Sadowsky，主席） 

史蒂夫·克罗格 (Steve Crocker) 

埃里卡·曼 (Erika Mann)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拉姆·莫汉（Ram Mohan，联络员） 

 

执行委员会 

史蒂夫·克罗格（Steve Crocker，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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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财务委员会 

谢林·查拉比（Cherine Chalaby，主席） 

克里斯·迪斯佩恩 (Chris Disspain)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布鲁诺·朗万 (Bruno Lanvin) 

贡萨洛·纳瓦罗 (Gonzalo Navarro) 

 

治理委员会 

克里斯·迪斯佩恩（Chris Disspain，主席）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埃里卡·曼 (Erika Mann) 

贡萨洛·纳瓦罗 (Gonzalo Navarro) 

麦克·西尔柏 (Mike Silber)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苏珊娜·伍尔夫（Suzanne Woolf，联络员） 

 

新 gTLD 项目委员会 

谢林·查拉比（Cherine Chalaby，主席） 

纳利亚·阿卜杜尔·拉罕姆 (Rinalia Abdul Rahim) 

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史蒂夫·克罗格 (Steve Crocker) 

克里斯·迪斯佩恩 (Chris Disspain)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马库斯·库默尔 (Markus Kummer) 

布鲁诺·朗万 (Bruno Lanvin) 

埃里卡·曼 (Erika 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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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萨洛·纳瓦罗 (Gonzalo Navarro) 

雷蒙德·普拉扎 (Raymond Plzak)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麦克·西尔柏 (Mike Silber) 

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联络员） 

吴国维 

 

风险委员会 

拉姆·莫汉（Ram Mohan，联络员、联合主席） 

麦克·西尔柏（Mike Silber，联合主席） 

纳利亚·阿卜杜尔·拉罕姆 (Rinalia Abdul Rahim) 

吴国维 

约恩内·索恩宁（Jonne Soininen，联络员） 

苏珊娜·伍尔夫（Suzanne Woolf，联络员） 

 

结构改进委员会 

雷蒙德·普拉扎（Raymond Plzak，主席） 

纳利亚·阿卜杜尔·拉罕姆 (Rinalia Abdul Rahim) 

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Wolfgang Kleinwächter) 

马库斯·库默尔 (Markus Kummer) 

布鲁诺·朗万 (Bruno Lanvin) 

吴国维 

 

d. 董事会任命董事会-GAC 建议实施工作组成员： 

第 2014.10.16.24 号决议：任命以下人员为董事会工作组的成员： 

 

贡萨洛·纳瓦罗（Gonzalo Navarro，联合主席） 

克里斯·迪斯佩恩 (Chris Disspain) 

马库斯·库默尔 (Markus K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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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卡·曼 (Erika Mann) 

麦克·西尔柏 (Mike Silber) 

拉姆·莫汉（Ram Mohan，联络员） 

 

董事会 IDN 变体工作组 

拉姆·莫汉（Ram Mohan，联络员、主席） 

纳利亚·阿卜杜尔·拉罕姆 (Rinalia Abdul Rahim) 

吴国维 

约恩内·索恩宁（Jonne Soininen，联络员） 

苏珊娜·伍尔夫（Suzanne Woolf，联络员） 

 

e. 确认 ICANN 高级职员 

第 2014.10.16.25 号决议：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当选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第 2014.10.16.26 号决议：约翰·杰弗里 (John Jeffrey) 当选

总法律顾问兼秘书。 

 

第 2014.10.16.27 号决议：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 

当选首席财务官。 

 

第 2014.10.16.28 号决议：阿克兰·阿特拉 (Akram Atallah) 

当选全球域名部门总裁。 

 

第 2014.10.16.29 号决议：苏珊娜·贝内特 (Susanna Bennett) 

当选首席运营官。 

 

第 2014.10.16.30 号决议：大卫·奥利弗 (David Olive) 当选

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 



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组织会议 

2014 年 10 月 16 日 

第 6 页，共 6 页 

 

 

 

 

 

 


	1. 主要议程
	a. 选举 ICANN 董事会主席
	b. 选举 ICANN 董事会副主席
	c. 任命董事会委员会成员
	d. 董事会任命董事会-GAC 建议实施工作组成员：
	e. 确认 ICANN 高级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