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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可议程： 

a. 批准会议记录 

第 2015.06.21.NG01 号决议：董事会新 gTLD 项目委员会 (NGPC) 批准 
2015 年 4 月 1 日会议和 2015 年 4 月 25 日会议的会议记录。 

2. 主要议程： 

a. GAC 第 2 类保护建议 － 独家通用 TLD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new-gtld-2015-06-2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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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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报”[PDF, 238 KB]）。 

鉴于 GAC 在北京公报上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了有关新 gTLD 项目的建

议：“出于符合公众利益的目的，应对表示通用语的字符串实行独家 
注册使用”。此项 GAC 建议在 GAC 建议注册中的编号为 2013-04-11-
Safeguards-Categories-2（“第 2.2 类保护建议”）。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Final_GAC_Communique_Durban_20130718.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75787122000&api=v2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ADV/2013-04-11-Safeguards-Categories-2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ADV/2013-04-11-Safeguards-Categories-2


鉴于 GNSO 理事会正在考虑请求《问题报告》，以分析在新 gTLD 项目

后续轮次中可能导致政策、原则和程序更改或调整的问题。 

鉴于 NGPC 针对如何处理第 2.2 类保护建议已得出了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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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此发布第 2015.06.21.NG02 号决议：为处理 GAC 第 2.2 类保护建议，

NGPC 请求 GNSO 特别将符合公众利益目标的通用字符串的独家注册使

用事宜纳入新 gTLD 项目后续轮次的政策工作中，并定期向董事会报

告进度。此外，NGPC 指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或其指定人员采取如下

行动： 

1. 对于在新 gTLD 项目本轮次中建议独家注册使用的其余申请

人（“独家通用申请人”），继续启动其他新 gTLD 项目流

程，包括但不限于： 
a. 安排字符串争用拍卖；以及 
b. 指示异议程序的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针对因等待 

NGPC 作出第 2.2 类保护建议决议而被延缓的未解决

程序尽快得出结论并发布专家裁决，尽管相关方已

达成任何延缓这些程序的协议。 
2. 建议未争用字符串的独家通用申请人或在争用解决中胜出的

独家通用申请人在合理有限时间内选择以下其一： 
a. 提交“不再是独家通用 TLD”的变更请求，并签署

当前的《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b. 继续作为独家通用 TLD 运营；鉴于此，他们的申请

将被推迟到下一轮次的新 gTLD 项目并遵循下一轮

次的规则，从而让 GNSO 有充足的时间制定有关独

家通用 TLD 的政策建议；或 
c. 撤销申请并按照《申请人指导手册》退款时间表领

取退款。 
3. 采取其他执行本决议的必要合理措施。 



第 2015.06.21.NG02 号决议的理由 

NGPC 目前的行动处理了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关于新 gTLD 项目建议

中的未决事项。该行动属于 ICANN 董事会处理 GAC 向董事会所提建议

的职责范围。根据《ICANN 章程》第 XI 条第 2.1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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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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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解释不采纳 GAC 建议的原因。 

GAC 在 2013 年 4 月 11 日的北京公报中就新 gTLD 项目向董事会提出了

建议。在北京公报中，GAC 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出于符合公众利益

的目的，应对表示通用语的字符串实行独家注册使用”（“第 2.2 类
保护建议”）。在当前新 gTLD 项目轮次中，GAC 确定了它认为是通用

术语而申请人正在提议独家注册使用的不完整字符串列表。 

ICANN 恳请申请 GAC 第 2.2 类保护建议中确定的 gTLD 字符串的 186 名申

请人予以回复，说明是否计划作为独家使用注册管理机构（即“注册限

制为单个人或实体以及/或者此人或实体的‘关联方’”，请参阅《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2.9c 节的规定）来运行所申请的 TLD。在这 186 名
申请人中，目前已有 5 名申请人表示有意对申请的通用字符串进行独家

注册使用。 

NGPC 目前的行动处理了 GAC 第 2.2 类保护建议，并为本新 gTLD 项目轮

次中提议独家注册使用通用字符串的其余申请人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NGPC 的行动承认通用字符串的独家注册使用可能会引发政策方面的担

忧，需要 GNSO 通过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流程给出意见。 

具体而言，NGPC 正指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适当时启动或重新开始其

他新 gTLD 项目流程，这些针对独家通用申请人的流程被搁置至今，直

到 NGPC 处理了 GAC 第 2.2 类保护建议。例如，有些申请属于异议程序

主题（根据《申请人指导手册》模块 3），被相关方或争议解决服务机

构延缓执行，以等待 NGPC 对 GAC 第 2.2 类保护建议的决议结果。由于 
NGPC 的行动，处理异议程序的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将收到指示 － 针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en/%23XI


对因等待 NGPC 作出第 2.2 类保护建议决议而被延缓的未解决程序尽快

得出结论并发布专家裁决，尽管相关方已达成任何延缓这些程序的协

议。此外，ICANN 将继续安排争用字符串（.DATA、.FOOD 和 .PHONE）
申请的争用拍卖。 

NGPC 还请求 GNSO 特别将符合公众利益目标的通用字符串的独家注册

使用事宜纳入新 gTLD 项目后续轮次的政策工作中，并定期向董事会报

告进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应向 GNSO 提供支持该请求所需的信息。 

此外，还指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建议未争用字符串的独家通用申请人，

或在争用解决中胜出的独家通用申请人在与 ICANN 执行注册管理机构 
协议方面作出选择。这类独家通用申请人必须在合理有限时间内选择以

下其一： 

d. 提交“不再是独家通用 TLD”的变更请求，并签署当前的

《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包括禁止独家通用 TLD 的
“公益承诺”(PIC)，即“通用字符串”TLD 的注册管理执行

机构不得在 TLD 中强加注册域名的资格标准，使注册仅限于

“单个人或实体以及/或者该人或实体的“关联机构”（如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 2.9(c) 节中定义）。“通用字符串”是指“由

一个定义或描述通用类商品、服务、群体、组织或事物的词

或术语组成的字符串，与其相对的是由可区分一种特定品牌

商品、服务、群体、组织或事物的词或术语组成的字符串”。 
e. 继续作为独家通用 TLD 运营。鉴于此，他们的申请将被推迟

到下一轮次的新 gTLD 项目并遵循下一轮次的规则，从而让 
GNSO 有充足的时间制定有关独家通用 TLD 的政策建议。 

f. 撤销申请并按照《申请人指导手册》退款时间表领取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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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GAC 的建议发布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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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gtlds.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d-media/announcement-18apr13-en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gac-advice/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gac-advice/
https://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gac-safeguard-advice-23apr13-en.htm
https://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gac-safeguard-advice-23apr13-en.htm
https://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gac-safeguard-advice-23apr13-en.htm


在过去两年，NGPC 召开了十几次会议，考量了 GAC 关于独家注册使

用通用字符串的建议。在作出回应时，NGPC 考虑了所有的材料以及

相关事实和信息，包括对 ICANN 应如何实施北京公报中的 GAC 保护建

议的申请人回应和社群反馈。各位 NGPC 成员在制定决策时进行了 
独立判断，并一致认为该决策符合 ICANN 的最佳利益。社群就 NGPC 
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实施 GAC 建议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采取此项行动

时，NGPC 考虑了以下来自社群评论的一些重大主题： 



 社群应采取符合公众利益的关于独家通用字符串运营的政策

制定流程。应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来解决有关“封闭式通

用”TLD 的政策问题。 
 所述的公众利益目标要求过于笼统，应明确其可执行性。

NGPC 应将 GNSO 关于促进竞争、消费者选择、市场差异，

以及地理区域和服务提供商多样化的理由作为针对此类肯 
定、客观的陈述和结果的标准，从而明确定义“公众利益”

概念。 
 如果申请人选择申请在其所从事行业内开展业务活动时封闭

控制特定行业的通用词语，则保护措施非常重要。 
 要求申请人证明其在独家注册使用通用字符串情境下的一些

其他公众利益目标，可以推翻 ICANN 社群在自下而上的流程

中蓄意作出的决策并提出新的评估标准。 
 应采用《申请人指导手册》中规定的现状，以便在这次第一

轮的申请中继续允许“开放式”和“封闭式”通用字符串注

册使用，但这两种方式在启动后应接受 ICANN 的监督，确保

权利所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保护。 

社群和申请人的评论突出了问题的复杂性，NGPC 在回应 GAC 建议时

已考虑到这点。之前关于“封闭式通用”gTLD 申请的公共评议期也体

现了这些主题，具体可查看 2013 年 7 月 8 日的公共评论摘要报告  
[PDF, 407 KB]。作为本次公共评议期的一部分，NGPC 请求 GNSO 提供

指导。鉴于时间紧张，GNSO 理事会  [PDF, 249 KB] 指出当时不便提供

正式的政策指导。GNSO 理事会指出：“虽然 GNSO 在考量新 gTLD 政
策制定流程时没有明确考虑‘封闭式通用’TLD 的问题，但我们记得

之前已经考虑和讨论过限制新 gTLD 的问题。当时，GNSO 认为 ICANN 
没有职责以任何方式限制 gTLD 的使用，而应该让新 gTLD 申请人提出

各种模型，不论是开放式或封闭式，也不论通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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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238 KB]（2013 年 4 月）；GAC 布宜诺斯

艾利斯公报  [PDF, 97 KB]（2013 年 11 月）；GAC 伦敦公报  
[PDF, 138 KB]（2014 年 6 月）。 

 申请人对 GAC 建议的回应：http://newgtlds.icann.org/en/ 
applicants/gac-advice/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port-comments-closed-generic-08jul13-en.pdf
http://gnso.icann.org/en/correspondence/robinson-to-crocker-chalaby-07mar13-en.pdf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Final_GAC_Communique_Durban_20130718.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375787122000&api=v2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gac-to-board-20nov13-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gac-to-board-20nov13-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gac-to-board-25jun14-en.pdf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gac-advice/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gac-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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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O 理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7 日发出的关于“封闭式通用”

TLD 的信函。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objection-procedures-04jun12-en.pdf
http://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objection-procedures-04jun12-en.pdf
http://gnso.icann.org/en/correspondence/robinson-to-crocker-chalaby-07mar13-en.pdf


GAC 建议的采用有助于解决 GAC 关于新 gTLD 项目的建议，将对社群产

生积极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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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18 日公布了

北京公报并正式告知了申请人该建议。同时依据《申请人指导手册》 
模块 3.1 启动了为期 21 天的申请人回应期。 

b. 董事会治理委员会关于 .doctor 的建议 

未达成任何决议。 

c. 逐步淘汰新 gTLD 项目委员会 

未达成任何决议。 

d. 二级双字符和国家/地区域名的简报 

该议项已从议程中删除。 

e. 销售事宜的最新动态 

未达成任何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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