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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2017 年通用修

订案 

关于生效日期的常见问题解答 

版本：2017 年 6 月 7 日 

背景 

本文档就人们针对《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2017 年通用修订案（简称“通用修订案”）

的生效日期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2017 年 6 月 1 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向受影响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适用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发出了法律通知函，从当天起距离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生效日期还有 60 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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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通用修订案是什么？ 

2017 年通用修订案是一些已批准的《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简称“注册管理机构协

议”）修订意见，这些修订意见源自 ICANN 组织与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 (RySG) 工作组之间

的双边协商，以及后续的公共评议程序。《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a) 款提供了一个机制，通过此机

制，ICANN 组织或 RySG 可以定期启动协商，讨论对《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修订意见。“通用修订

案”中的修订意见重点纠正了技术方面的错误，对不明确之处进行了说明，做出了若干实质性变更。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修订流程始于 2014 年 7 月。当时，RySG 通知 ICANN 组织，表示希望针对

合同修订案启动协商程序。经过工作组与 ICANN 组织展开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以通用修订案的形式

提交了合同修订提案，以征询公众意见。ICANN 组织和工作组审核了公众意见，并依此对“通用修订

案”进行了修改。 

2. 2017 年通用修订案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2017 年通用修订案已经通过了《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c) 款中所要求的审批。适用注册管理运行

机构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投票期截止时批准了通用修订案；如批准的董事会决议中所述，ICANN 董事

会也已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批准了此通用修订案。  

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c) 款的规定，批准的通用修订案将于自 ICANN 向适用注册管理运行

机构发出通知之日（即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六十 (60) 天后生效，届时该通用修订案将成为《注册管理

机构协议》的正式修订案。2017 年通用修订案的生效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 

3. 2017 年通用修订案会影响到哪些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根据《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第 7.6(j)(i) 款的规定，2017 年通用修订案将影响到“适用

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或者“概括为符合以下情况的顶级域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签约方：其签署的《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中包含与第 7.6 节相似的条款”。 

如果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不包含第 7.6 节的修订和豁免条款以及第 7.7 节的协

商流程，则不具备投票权，也不会受此通用修订案中相应修订条款的影响。  

4. 要求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何时实施变更？ 

2017 年通用修订案中的相应变更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生效。 

5. 如何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通知生效日期？ 

2017 年 6 月 1 日，ICANN 按照《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c) 款的规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注册管

理机构的主要联系人和各个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法定联系人发送了法律通知函。 

6.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实施这些变更的期限是多长？ 

自收到 ICANN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来的法律通知函之日起，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须在 60 个自然日内实

施 2017 年通用修订案中的相应变更。法律通知函的发送日期是 2017 年 6 月 1 日，变更的生效日期是 
2017 年 7 月 31 日。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proposed-registry-agreement-global-amendment-22dec16-en.pdf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proposed-amend-new-gtld-agreement-2016-05-31-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registry-agreement-global-amendment-redline-03feb17-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lobal-amendment-base-new-gtld-registry-agreement-2017-01-23-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7-05-18-en#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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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谁将代表各个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接收法律通知函？ 

ICANN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将法律通知函发送给注册管理机构的主要联系人和各个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

构的法定联系人。  

8. 2017 年通用修订案如何通过审批？  

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c) 款的规定，要使 2017 年通用修订案通过审批，需要将其提交到适

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和 ICANN 董事会并获得这两方的批准。  

要通过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审批，需要至少满足以下两项要求： 

1. “在上一自然年中向 ICANN 支付的款项在 ICANN 同期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所收入的全

部费用中占三分之二的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在审批中予以批准。”  
2. “在修订案获得上述批准后，大部分适用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也在审批中予以批准。” 

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投票期截止时批准了通用修订案；如批准的董事会决议中

所述，ICANN 董事会也已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批准了此通用修订案。 

9. 2017 年通用修订案包含哪些变更？ 

“通用修订案”中的修订意见重点纠正了技术方面的错误，对不明确之处进行了说明，做出了若干实质性

变更，具体如下： 

• 对第 2.9 节（注册服务机构）和第 2.10 节（注册管理机构服务的定价）进行了修订，允许注册

管理运行机构在不请求 ICANN 组织批准的情况下，对《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协议》中的

定价条款进行变更，因为《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未指定域名注册的具体价格；但是，注册管

理运行机构必须将此类变更通知给执行《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协议》的通用顶级域注册

服务机构。无论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是否向 ICANN 组织报备价格上调，注册管理运行机构都必须

遵守这项条款的实质性要求。 

• 对第 6.7 节（费用减免）进行了修订，允许 ICANN 组织自行决定是否减免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根

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需支付的费用。根据这项条款，ICANN 组织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合减

免费用，以及此类费用减免的条件。 

• 对第 7.5 节（控制权变更；转让和分包）进行了修订，定义了新术语“附属受让人”，相当于允

许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在无需获得 ICANN 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重组。 

• 对规范 13 的第 11 节（.BRAND 通用顶级域条款）进行了修订，此项修订是应 .BRAND 通用顶

级域运营商的要求而进行的变更。修订中规定通用修订案（即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6 
或 7.7 节批准的修订内容）对规范 13 中的条款进行修订，要求影响 .BRAND 通用顶级域注册管

理运行机构的修订内容必须得到 .BRAND 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批准。 

有关 2017 年通用修订案中所含全部变更的完整详细信息，包括技术方面的纠正和不明确之处的说明，

请参阅已发布的变更摘要表和《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历史修订记录。  

10. 为了实施 2017 年通用修订案，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必须完成哪些工作？ 

由于 2017 年通用修订案中的修订主要是纠正技术方面的错误和对不明确之处进行说明，只有少数几处

实质性变更，因此在实施措施方面对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没有多少要求。ICANN 建议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查看变更摘要表来了解要求的变更，同时参阅 ICANN 的通用修订案网页上提供的参考材料。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lobal-amendment-base-new-gtld-registry-agreement-2017-01-23-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7-05-18-en#2.a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registry-agreement-global-amendment-redline-03feb17-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registry-agreement-amended-redline-22dec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registry-agreement-global-amendment-redline-03feb17-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lobal-amendment-base-new-gtld-registry-agreement-2017-01-2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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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应何时实施这些变更？ 

这些变更应于生效日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之前完成。 

重要信息：关于规范 3 第 2 节中 02 和 03 领域的变更：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应从 2017 年 7 月的注册管

理机构职能工作报告开始使用新格式。   

12.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是否需要签署通用修订案？ 

不需要。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c) 款的规定，不需要单独执行通用修订案。ICANN 会将 2017 
年的《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已根据通用修订案更新）和经过批准的 2017 年通用修订案发布到注

册管理机构协议网页上。在生效日期之前，ICANN 还会在 ICANN.org 上将 2017 年通用修订案的链接

发布到各个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网页上。  

在生效日期后签署《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申请人将执行更新的 2017 年版《注册管

理机构基本协议》。 

13. 与哪些利益相关方或其他相关方进行了协商？ 

在制定通用修订案的整个过程中，ICANN 组织和相关工作组经常相互合作，就提议的修订内容展开协

商和讨论，考虑公共评议期收到的意见，同时就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投票流程达成了共识。 

本次通用修订案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期间征询了公众意见。公共评议期结束后，

ICANN 组织收到了个人、组织和团体提出的 22 条意见，随后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发布了初步摘要报

告。 

ICANN 组织和相关工作组共同考虑了收到的意见，在通用修订案中采纳了其中一些修订意见。2016 年  
12 月 22 日，ICANN 组织发布了公众意见补充报告，该报告对公众意见展开了进一步分析；还发布了

更新修订的通用修订案，以充分反映所收到的公众意见。 

14. ICANN 为这些变更做了哪些准备？ 

ICANN 已确定要对流程、运营和技术方面进行的内部变更，将在生效日期之前完成这项工作。 

15. 《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多久修订一次？ 

这取决于 ICANN 或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 (RySG) 何时发起协商，以及《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中规定的限制。《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a) 款提供了一个机制，通过此机制，ICANN 组织或注册

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 (RySG) 可以定期启动协商和《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修订程序。ICANN 和 
RySG 都可以启动上述协商，但每 12 个月内只能启动一次。在 2014 年 7 月 1 日前，任何一方不得提

交启动协商机制的第一次通知。 

16.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在哪里可以了解到更多相关信息？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应参考 ICANN 的通用修订案网页上提供的参考材料，了解对《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做出了哪些变更，确定必要的实施措施，并关注 ICANN 方面的最新资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新通

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的第 7.6 和第 7.7 节。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gistries/registries-agreements-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egistries/registries-agreements-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proposed-amend-new-gtld-agreement-2016-05-31-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port-comments-proposed-amend-new-gtld-agreement-17aug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port-comments-proposed-amend-new-gtld-agreement-17aug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issued-report-comments-proposed-amend-new-gtld-agreement-22dec16-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proposed-registry-agreement-global-amendment-22dec16-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lobal-amendment-base-new-gtld-registry-agreement-2017-01-23-en
https://newgtlds.icann.org/sites/default/files/agreements/agreement-approved-09jan14-en.pdf
https://newgtlds.icann.org/sites/default/files/agreements/agreement-approved-09jan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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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通用修订案中所含全部变更的完整详细信息，包括技术方面的纠正和不明确之处的说明，请参阅已

发布的变更摘要表和《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历史修订记录。  

17.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应在哪里提出问题？ 

请通过 GDD 端口创建一个案例，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lobalsupport@icann.org，邮件主题应为“问题 -
《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通用修订案”。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registry-agreement-global-amendment-redline-03feb17-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registry-agreement-amended-redline-22dec16-en.pdf
mailto:globalsupport@icann.org?subject=%E9%97%AE%E9%A2%98%20-%E3%80%8A%E6%96%B0%E9%80%9A%E7%94%A8%E9%A1%B6%E7%BA%A7%E5%9F%9F%E6%B3%A8%E5%86%8C%E7%AE%A1%E7%90%86%E6%9C%BA%E6%9E%84%E5%9F%BA%E6%9C%AC%E5%8D%8F%E8%AE%AE%E3%80%8B%E9%80%9A%E7%94%A8%E4%BF%AE%E8%AE%A2%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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