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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议程： 
a. 对重审请求 15-18 的考量 

鉴于 ICANN 章程要求董事会任命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 

鉴于董事会已授权董事会治理委员会 (BGC) 负责推荐提名委员会主席和

侯任主席以供董事会批准。 

鉴于 2015 年 9 月 27 日，BGC 召开会议并批准向董事会推荐分别任命

斯蒂芬·凡·吉尔德先生 (Stéphane Van Gelder) 和汉斯·彼得·赫伦

先生 (Hans Petter Holen) 为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 

鉴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根据第 2015.09.28.25 号决议，董事会任

命斯蒂芬·凡·吉尔德先生为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并任命汉

斯·彼得·赫伦先生为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侯任主席。 

鉴于重审请求 15-18 对 BGC 推荐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候选

主席，以及董事会任命斯蒂芬·凡·吉尔德先生为 2016 年度提名委

员会主席提出质疑。 

鉴于 BGC 考量了请求 15-18 中提出的问题，并以安德拉夫先生 (Mr. 
Andruff) 未提供足够的重审依据为由建议否决请求 15-18，董事会对

此建议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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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作为董事会对请求 15-18 的考量之一，安德拉夫先生有机会向董

事会陈述自己的意见。 

鉴于董事会认为安德拉夫先生未能证明 BGC 或董事会的行为没有考量

相关重要信息或依据了虚假或错误信息。 

兹此发布第 2015.10.21.01 号决议：董事会采纳 BGC 关于重审请求 
15-18 的建议，详情请参见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15-18-
andruff-18oct15-en.pdf [PDF，153 KB]。 

第 2015.10.21.01 号决议的理由 

1. 摘要。 

安德拉夫先生是 2015 年度提名委员会侯任主席。（请参见

第 2014.10.11.01 号决议，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4-10-11-en#1.a。）根据 ICANN 章
程，由 BGC 推荐并由董事会批准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

席。（请参见章程第  VII 条第  2.1 和  2.2 款，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
-en/#VII；BGC 章程第 I 条第 I 款，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harter-06-2012-
02-25-en。）经过审慎的评估流程，包括审核候选人的意向

书陈述、两轮面谈以及对 2015 年度提名委员会领导层 360 
度审核（以下称为 360 度审核）的考量，BGC 向董事会推

荐分别任命斯蒂芬·凡·吉尔德先生和汉斯·彼得·赫伦先

生为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2015 年 9 月 
28 日，董事会任命斯蒂芬·凡·吉尔德先生为 2016 年度提

名委员会主席，并任命汉斯·彼得·赫伦先生为 2016 年度

提名委员会侯任主席。（请参见第 2015.09.28.25 号决议，

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5-09-28-en#2.g。） 

安德拉夫先生表示，BGC 没有让董事会了解以下重要事实，

导致董事会在任命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前

未能考量这些事实：(1) 安德拉夫先生的面谈没有足够数量的 
BGC 成员在场；(2) 安德拉夫先生的 360 度审核评价为“不

符合作为 2015 年度侯任主席接任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

的要求”；(3)“缺乏文化敏感性”这一评价十分主观，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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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支持安德拉夫先生缺乏此类“文化敏感性”的说法；

(4) 360 度审核无法充分展示个体在担任侯任主席时的真实和

完整能力；且 (5) 安德拉夫先生的 360 度审核中的“负面评

价”出自具有“可疑背景”的人士之手。（请求第 8 款，第

4-5 页。）安德拉夫先生进一步表示，因为 BGC 在董事会会

议当天才告知他其推荐人选，所以董事会未能考量上述重要

事实，从而剥夺了他准备详尽回应的任何合理机会。 

BGC 认为安德拉夫先生的主张不能为重审提供支持，董事

会对此表示同意。如第 2015.09.28.25 号决议的理由中所述，

“[BGC] 收到并审核了多份意向书，查看了 2015 年度提名

委员会领导层的 360 度评估，并在提出建议前与候选人进

行了面谈。董事会随后考量并同意 BGC 推荐的 2016 年度

提名委员会主席和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侯任主席。”（第 
2015.09.28.25 号决议，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5-09-28-en#2.g。）安德拉夫先生

没有在他的意向书中以及在与 BGC 的两轮电话面谈中向 
BGC 提供有关其资历的信息。在与 BGC 的第二轮面谈期间，

安德拉夫先生同样有机会回应其 360 度审核中提及的任何

问题。对于安德拉夫先生关于其面谈时在场 BGC 成员数量

以及被剥夺就 BGC 推荐对董事会做出回应的机会的意见，

BGC 认为安德拉夫先生没有为重审提供依据。有鉴于此，

BGC 建议否决请求 15-18。董事会同意此建议。 

此外，作为董事会对请求 15-18 的考量之一，安德拉夫先生

有机会向董事会发言。董事会认为安德拉夫先生未能证明 
BGC 或董事会的行为没有考量相关重要信息或依据了虚假

或错误信息。 

2. 资料 

BGC 关于重审请求 15-18 的建议详述了与此事务相关的事

实，现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决议理由，并应视为本决议理

由的一部分。BGC 关于重审请求 15-18 的建议可从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
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PDF，153 KB] 获取，并

作为附录 B 附加到参考资料。 

3.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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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请求 15-18 中陈述的主张，重审的问题似乎在于，重审

是否会因为 BGC 没有让董事会了解以下重要事实，进而导

致董事会在任命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前未

能考量这些事实而得到批准：(1) 安德拉夫先生的面谈没有

足够数量的 BGC 成员在场；(2) 安德拉夫先生的 360 度审

核评价为“不符合作为 2015 年度侯任主席接任 2016 年度

提名委员会主席的要求”；(3)“缺乏文化敏感性”这一评价

十分主观，且没有证据支持安德拉夫先生缺乏此类“文化敏

感性”的说法；(4) 360 度审核无法充分展示个体在担任侯

任主席时的真实和完整能力；且 (5) 安德拉夫先生的 360 度
审核中的“负面评价”出自具有“可疑背景”的人士之手。

（请求第 8 款，第 4-5 页。） 

4. 评估重审请求的相关标准以及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遴

选流程。 

鉴于安德拉夫先生质疑董事会的行动，他必须证明董事会的

行为没有考量相关重要信息或依据了虚假或错误信息。（请

参见章程第 IV 条第 2.2 款。）   根据 ICANN 章程的规定，

BGC 负责评估重审请求并为董事会提供建议。（同上，第 2 
款。）董事会审核并充分考量了 BGC 关于请求 15-18 的建

议，认定分析是合理的。1 其中，提名委员会由无表决权的主

席和无表决权的侯任主席组成。两者均由 ICANN 董事会任命。

（请参见章程第 VII 条第 2.1 和 2.2 款。）章程规定。 

[预]计现任侯任主席任期结束后，现任侯任主席将被董事会任

命为下任主席。但是，董事会保留任命其他人担任主席一职

的决定权。 

（同上，第 3.4 款。）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任主席意向书征求公告规定

了必需技能和经验。（请参见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席和

侯任主席意向书征求公告，网址：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2015-06-04-
en。）此外， 

[尽]管预计 2015 年度提名委员会候任主席将接任 2016 年度

提名委员会主席一职。但为了继续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提

名委员会将评估现任提名委员会领导层的工作表现，并将评

估结果提交给董事会治理委员会，供其在向全体董事会呈交

有关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领导层的举荐报告前进行考量。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5-10-21-en%23fo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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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将负责这些 360 度审核工作，审核内

容包括：采访其他提名委员会领导层、提名委员会成员和指

定提名委员会员工。BGC 将在其流程中利用这类审核结果，

进而制定由董事会进行正式任命的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

席和候任主席推荐名单。 

（同上。） 

5. 分析和理由 

BGC 认为安德拉夫先生没有提出重审依据，董事会对此表

示同意。董事会首先指出，安德拉夫先生表示 BGC 在“干

预本应保持独立的提名委员会的事务”。（请求第 7 款，第 
4 页。）ICANN 的规章要求董事会任命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

任主席，董事会已授权 BGC 负责推荐这些职位的候选人供

董事会批准。（请参见 BGC 章程，第 I 条第 I 款，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harter-06-2012-
02-25-en。）因此，重审请求 15-18 中所质疑的 BGC 的行

为正是 BGC 章程中规定的 BGC 使命的一部分，该章程由

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13 日批准。（同上。）如果安德拉

夫先生质疑的是董事会授权 BGC 推荐提名委员会主席和侯

任主席供董事会批准的做法，现在已经不适合这么做。 

对于安德拉夫先生关于 BGC“故意忽略[其]为 ICANN 服务

的十六年中所展示的模范表现和良好领导能力，及[其] 360 
度审核中整体正面的评价”，而重点关注“少量由少数人针

对[安德拉夫先生的]声誉展开的卑鄙且有针对性的攻击（请

求，第 3 款，第 1 页）的意见，BGC 认为且董事会表示同

意，安德拉夫先生没能证明 BGC 或董事会忽略了他这些年

的表现或其 360 度审核中的积极评价。更确切地说，安德

拉夫先生的意向书陈述详细介绍了他的技能、经验以及对 
ICANN 社群所做的贡献，这也是 BGC 和董事会考量的信息。

（请参见第 2015.09.28.25 号决议，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5-09-28-en#2.g。）此外，安德拉

夫先生有机会在与 BGC 的两轮电话面谈中向 BGC 提供有

关其资历的信息（并且他也这么做了），他还有机会在与 
BGC 的第二轮电话面谈期间，提出他对自己的 360 度审核

有疑问的地方，并指出其 360 度审核的积极评价。 

BGC 进一步认为，作为安德拉夫先生质疑 BGC 建议的依据，

其面谈时没有足够数量的 BGC 成员在场这一点不能构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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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重审依据。（请参见请求第 3 款，第 2 页。）董事会同

意此建议。没有规定面谈时必须在场的最少 BGC 成员数量

的要求，也没有规定 BGC 必须与候选人面谈的要求。此外，

没有回避的四位有表决权的 BGC 成员中的三位（回避的成

员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有资格参与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的

遴选）参与了第一轮面谈，全部四位成员都参与了第二轮面

谈。此外，没有回避的全部四位有表决权的 BGC 成员都出

席了 BGC 会议，在此次会议中，BGC 确定了 2016 年度提

名委员会领导层推荐名单，并且，除三位回避的成员外，所

有有表决权的董事会成员都就此事务参与了董事会决策。2 
此外，面谈其他候选人时，在场的 BGC 成员数量相同或相

似。还应进一步指出，前几年针对提名委员会领导层职位展

开面谈时，在场的 BGC 成员数量并不一致。在所有情况下，

参与与安德拉夫先生的面谈的 BGC 成员数量都不能证明董

事会的行为没有考量相关重要信息或依据了虚假或错误信息，

因此这不构成恰当的重审依据。 

对于安德拉夫先生关于缺少正当流程以及程序不公正的意见，

并不存在规定 BGC 在董事会考量 BGC 建议前向其提供回应

建议的机会的要求。此外，即使存在此类流程，也不构成对

董事会行为进行重审的正当依据。具体而言，安德拉夫先生

没有证明董事会在批准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领导层时未能

考量相关重要信息或考量了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然而，BGC 
建议，且董事会为安德拉夫先生提供了在其就此事务做出最

终决策前，对此事务发表意见的机会。 

关于安德拉夫先生认为董事会任命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主

席时没有考量相关重要信息的主张，BGC 认为且董事会表示

同意，安德拉夫先生没能证明：(1) 所述信息会对董事会的决

策产生重要影响；(2) 董事会没有考量这些信息；或 (iii) 董事

会的行动依据了虚假或错误信息。相反，即便不是全部，这

些重审依据中也有大部分（如上述内容中指出的）似乎是安

德拉夫先生的意见，而意见不能构成重审依据，因为它们不

是没有被考量的重要事实，也不是被考量的虚假或错误事实。 

事实上，正如第 2015.09.28.12 号决议的理由中所指出的，

“BGC 收到并审核了多份意向书，查看了 2015 年度提名

委员会领导层的 360 度评估，并在提出建议前与候选人进

行了面谈。董事会随后考量并同意 BGC 推荐的 2016 年度

提名委员会主席和 2016 年度提名委员会侯任主席。”（第 
2015.09.28.25 号决议，网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5-10-21-en%23foot2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5-09-28-en#2.g。）因此，安德拉

夫先生有机会通过其意向书陈述以及在与 BGC 电话面谈期

间，向 BGC 提供对其候选资格而言可能十分重要的信息

（例如其资历），以及提出他对自己的 360 度审核有疑问

的地方。 

BGC 关于重审请求 15-18 的完整建议详述了分析和理由

（并且董事会对此表示同意），现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决

议理由，并应视为本决议理由的一部分。BGC 关于重审请

求 15-18 的建议可从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
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PDF，153 KB] 获取，并

作为附录 B 附加到参考资料。 

6. 决定 

董事会有机会对安德拉夫先生或以安德拉夫先生的名义提交

的所有材料（请参见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consideration-15-
18-ra-2015-10-12-en）或者其他与请求 15-18 相关的所有

材料进行考量。董事会还有机会直接倾听安德拉夫先生进行

陈述。在考量了收到的所有相关信息之后，董事会审核并采

纳了 BGC 关于请求 15-18 的建议，这份建议应视为本决议

理由的一部分，建议全文请参见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
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PDF，153 KB]。 

采纳 BGC 的建议对 ICANN 不会产生财务影响，并且不会

对域名系统的系统安全、稳定与弹性产生负面影响。 

该决议体现了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1 制定重审流程，供 BGC 审核重审请求并在董事会需要时向其提供建议供审批，这一做

法可有效改善 ICANN 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它为社群提供了一个途径，确保工作人员和董

事会的行为符合 ICANN 政策、章程以及企业设立章程。 

2 请参见 2015 年 9 月 27 日 BGC 会议的议程， 
网址：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agenda-bgc-2015-09-27-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5-09-28-en%232.g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5-09-28-en%232.g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consideration-15-18-ra-2015-10-12-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consideration-15-18-ra-2015-10-12-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commendation-15-18-andruff-18oct15-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5-10-21-en%23note1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5-10-21-en%23note2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agenda-bgc-2015-09-27-en


还可参见 2015 年 9 月 27 日的会议记录， 
网址：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minutes-bgc-2015-09-27-en 。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minutes-bgc-2015-09-2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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