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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议程： 

a. 为异议提供资金 

鉴于 ICANN 承诺为独立反对方、政府和 ALAC 呈报的某些异议提

供资金。 
 
鉴于独立反对方、政府和 ALAC 总共呈报了 27 个异议，并且 
ICANN 承诺为这些异议提供资金。 
 
鉴于国际商会的国际专业技术中心 (ICC) 接受了这些异议、估算了

预付费并向 ICANN 开具了发票。 
 
鉴于 ICANN 已将处理这些异议所需的资金纳入预算。 
 
鉴于理事会财务理事会建议通过此项决议。 
 
第 2013.07.13.NG01 号决议：新 gTLD 计划委员会授权通用域名部

门总经理拨付 ICC 所需的所有费用，用于支持 ICANN 承诺提供资

金的异议处理程序，这些异议均由独立反对方、政府和 ALAC 呈报。 

第 2013.07.13.NG01 号决议的理由 

在新 gTLD 计划中，ICANN 依照《申请人指南》的规定承诺代表独

立反对方、政府（每个政府一个）和 ALAC 为异议提供资金。

ICANN 承诺为呈报的二十七个异议提供资金。由于所有这些异议

均呈报给相同的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即国际商会的国际专业技

术中心（下称“ICC”），因此 ICC 索取了预付费，以便管理处理

程序并给专家组成员在异议判决工作上所花的时间支付报酬。 
 
ICANN 现在必须兑现承诺，向 ICC 拨款，以便为全部 27 个异议提

供资金。由于金额超过 50 万美元，因此依照 ICANN 签约和支出政

策，此次拨款必须获得理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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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决定将会对 ICANN 造成财政影响，但该影响是预料之中且已

被纳入预算的。此项决定将不会对域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或

灵活性产生任何影响。 
 
此项决定体现了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即便大家注

意到，已在多个场合就 ICANN 对为上述这些异议提供资金的承诺

征询了公众意见。 

b. 调查专员给理事会的信函 

鉴于调查专员就新 gTLD 争议解决程序规定的截止期限向 ICANN 理
事会提交了两份报告，阐述了调查事实并在每份报告中提出了具

体建议。 
 
鉴于报告的主题，新 gTLD 计划委员会 (NGPC) 审查了这些报告。 
 
鉴于调查专员在提交给理事会的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关于截止期限

的问题并不只是询问在所有情况下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 (DRSP) 是
否都必须严格遵循新 gTLD 计划争议解决程序规定的截止期限。 
 
第 2013.07.13.NG02 号决议：新 gTLD 计划委员会指示通用域名部

门总经理或其指定人将调查专员提交的报告（关于申请人对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 [WIPO] 负责处理的有关 .AXIS 的异

议的回应）转交给 WIPO，并请求 WIPO 根据事实和调查专员报告

中的分析重新考虑其对拒绝申请人回应的立场。 
 
第 2013.07.13.NG03 号决议：新 gTLD 计划委员会指示通用域名部

门总经理或其指定人将调查专员提交的报告（关于  GOProud 
对 .GAY 申请的异议）转交给国际商会的国际专业技术中心 (ICC)，
并请求 ICC 根据事实和调查专员报告中的分析重新审视其决定。 
 
第 2013.07.13.NG04 号决议：为了满足公平合理的要求，尽管《申

请人指南》规定了截止期限，但将来还是允许和鼓励 DRSP 根据事

实和具体情况且在受影响方诚实遵守截止期限的情况下，自行决

定是批准延长期限，还是偏离《申请人指南》规定的截止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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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3.07.13.NG02 － 2013.07.13.NG04 号决议的理由  

ICANN 调查专员直接向 ICANN 理事会报告。调查专员的目的是确

保 ICANN 机构群体成员受到公平对待。调查专员作为正义的化身，

试图通过 ADR 手段解决有关 ICANN 造成的不公平待遇的投诉。在

调查投诉的过程中，调查专员注意到存在严重违背管理公正性或

管理不当的情况，并且会将这种情况告知理事会。 
 
调查专员就新  gTLD 计划中两个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下称

“DRSP”）做出的决定（通过 NGPC）向理事会提交了两份报告。

一方面，调查专员请求 NGPC 让相应的 DRSP 重新考虑其严格要求

遵守《申请人指南》规定的截止期限的立场。另一方面，尽管调

查专员没有要求理事会采取具体措施，但仍然希望该问题得到重

新审视。两份报告和其中的各项请求都是基于希望受影响方受到

公平合理的对待而提出的。除了调查专员提交的这两份报告，

ICANN 还收到了反对方、申请人 和 DRSP 对有关延迟提交的问题

以及 DRSP 是否可自行决定偏离《申请人指南》规定的具体截止期

限的一些其他质询。 
 
为了满足公平合理的要求，在审查了调查专员的报告后，NGPC 决
定应该让 DRSP 根据调查专员提出的情况重新考虑其严格要求遵守

《申请人指南》规定的截止期限的立场，并在此类问题上做出合

理的判断。采取这种措施将有利于确保 ICANN 对机构群体负责，

因为在做出对 ICANN 内部参与者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有必要审查

所有适用情况。 
 
此项决定不会直接对 ICANN 造成财政影响。可能会在让各方参与

异议处理程序时产生财政影响，但 ICANN 无法推断出此类影响程

度，它取决于 DRSP 对 NGPC 指示的回应。此项决定将不会对域名

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或灵活性产生任何影响。 
 
这体现了组织管理职能，无需征询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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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GO 保护和第 1 类保护建议  

 
未达成任何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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