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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附以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名义提交的 终建议草案。这些建议是在纽约

大学监管实验室的支持下完成的，大致框架如蓝图所述，该蓝图提出建立新的国际参与渠

道和共识型决策渠道，以便通过有意义的方式来测试 ICANN 新的制度安排。建议摘要可参

见本报告第 7-11 页。 

在拟定建议时，我们没有任何“经批准的”教材可以参考，也没有任何适合 21 世纪现实

情况的教材可以参考。因此，我们只能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开始。对 ICANN 这样的组织而言，

要做到有效，除了履行自己的公众利益使命以外，其行为还必须合理，不仅要行为本身合

理，而且要在他人看来也合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与 初资助并建立网络的机构签订合

同已无法继续提供这种合理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什么可以提供？更进一步而言，

任何单一组织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合理性，即使其拥有管理 DNS 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也

不值得考虑。此外，任何实体也都不具备这种类型或水平的合理性。正如 Bill Joy 那句

著名的趣言：“无论你是谁，大多数 聪明的人总是在为别人打工。” 

从 ICANN 机构群体和一般大众提出的有益见解中，我们发现，要使 ICANN 的行为合理，

对 DNS 的管理必须至少要求人们以分散但相互协调的方式工作，且参与者必须既有来自

私人部门的，又有来自公共部门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才能知道这是 佳的解决方式。除非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允许全球群体参与决策的流程、工具和平台是什么，否则我们将很难确

定谁拥有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权利。 

为了探寻该问题的答案，互联网监管群体首先要开始在整个网络中尝试不同的做事方式

和决策方式。其中，我们提出的两种新兴做法似乎较为成熟，值得 ICANN 在履行其使命

时进一步考虑，这两种做法是：通过专家网络实施众包；发布和使用开放数据。 

十年前，在意识到可以将研发难题外包给顶尖人才解决之后，美国制药企业礼来公司  

(Eli Lilly) 推出了求解社区 Innocentive 网站，希望克服一开始并不知道谁能提出

佳方案的挑战，迄今为止，该社区的 25 万人已经针对发布的 1,400 多个难题提交了超

过 30,000 个解决方案，赚取了 900 多万美元的奖金。无独有偶，2010 年，哈佛医学院

也实施了类似的方案，旨在提高其研究的影响力。通常，一个学术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由其

自己的学者决定。但哈佛此次决定在投入科研经费前，向众多不太可能会提出研究课题的

人们发起关于征集治疗 I 型糖尿病新想法的活动，哈佛为此次活动提供了 3 万美元的奖

金支持，希望 终能产生有前景的研究课题。六个星期后，哈佛收到了 150 个可靠的研

究假设。随后，利昂娜哈利荷姆斯莉信托基金会 (Leona Helmsley Trust) 为哈佛提供了 

100 万美元的资金资助，鼓励其对这些新产生的 佳思路进行实施。除了使用惯常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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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宣传这个受资助的研究机会，“哈佛催化剂”还通过专家网络找到了一些研究人员

（其履历显示他们可能尤其适合来投递研究计划），并告知了他们这一难得的机会。通过

匹配算法的计算， 终产生了 1,000 多名可能拥有为这些新假设制定研究计划所需的

知识的科学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资源的分配方式，从而使研究获得 大影响力。 

通常情况下，纵使我们能找到 适合解决某一特定难题的人，他/她也未必能了解到相关

的参与机会。因此，我们建议 ICANN 开始试用专家网络，将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人与相

关的参与机会进行匹配。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要真正明白哪些方案起作用，哪些方案不起作用，我们必须要更深

入地剖析问题，仔细评估各种方案在解决该问题上的表现如何。这一点，在采用开放数据

后定会大大改进。例如，世界银行正在帮助各国收集其各自的教育政策数据，并公开共享

这些数据，这样，各国便能将自己的政策与其他国家的进行对比，更好地按优先顺序安排

好诸多确保儿童有学上的改革领域。对于失学儿童多达 1100 万的尼日利亚，这一工具

已帮助反映出其缺乏教育标准的事实，以及师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在探寻以一种更具参与性（从而更合理）的方式监管互联网的各种可能性方面，我们专家

组还处于 初阶段。众包、专家网络以及开放数据等技术仅仅是一个开端。除它们以外，

我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类似的方法。此处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公众的实际参与和努力，

ICANN 将永远不会也无法得知哪一种方案才是 好的。 

要正确高效地处理数量庞大和日益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及用户，同时推动社会、经济和政

治上的创新，我们需要先了解许多新的做事方法和决策方法。网络的未来与我们所有人都

利益攸关。因此，制定和测试合理的互联网监管流程是我们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而言之，包括上述几条关键的在内，我们共提出了 16 条建议。我们认为，只要充分考

虑了每条建议各自的优缺点，ICANN 便能从中找到促使自己向更有效、合理和不断进化的 

21 世纪新型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协调者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仅仅依靠其

中某一条建议是不能取得预期结果的，必须要全盘考虑所有建议。 

后，感谢所有参与专家组各个工作阶段的人们，尤其感谢许多通过 GovLab 博客和 ICANN 

正式公众意见征询渠道向我们提供深刻见解的个人和群体。在收到的这些意见中，大多数

都是针对建议提出的详细阐述、质疑和澄清，如果这些建议能进入实施阶段，则需要考虑

这些有用的阐述、质疑和澄清。完整的意见请参阅本报告附录。在关键的地方我们还对意

见进行了修改。总之，我们想要强调的是，ICANN 工作人员和机构群体的协议和进一步建

议对确保这些建议于 ICANN 而言切实可行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您、ICANN 工作人员和机

构群体能紧密合作，共同决定如何实施和测试建议中的部分工具及方法才能符合 ICAN

N 全球群体的利益。 

在期待您审阅这些建议的同时，我们希望有机会与您、ICANN 工作人员以及机构群体密切

合作，为设计试行计划和试点项目以测试建议（如适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您为我们提供如此宝贵的机会，让我们有幸投入到这一重要的举措中来，我们期待着未

来的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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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已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首次发布： 

http://thegovlab.org/the-quest-for-a-21st-century-icann-a-blueprint/ 

一个以协调全球性公益事业，例如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及安全性的域名系

统 (DNS) 为己任的 21 世纪组织，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为我们所追求

的监管机构，而信息和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让这些机构成为可能。 

我们希望投身其中的 21 世纪组织以三项基本原则为特征：有效、合理和不断进化。 

有效的机构能妥善、及时地解决问题，能在确定和实施应对挑战方法的同时将成本和未知

风险降到 低。这样的机构必须是智能的。智能并不仅仅是获取更多的信息，确切地说，

智能的机构必须能够从其内外资源中获得在形式和格式上清晰、有用且与要做的决策有关

的 佳可能想法。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制定相关的策略以便从具有相关专业技能的人员那里

征求和吸纳意见，“具有相关专业技能的人员”在这里可广泛理解为拥有经验、技能、爱

好和相关证书资格的人员。他们必须不断将机构内外的各种人才与相应的领域进行匹配，

以便培养和发展能实现机构群体有效参与的智囊库。第二，有效的机构必须是透明的，因

为要获取 佳解决方案就得毫不隐瞒问题的所在，包括通过易于理解的方式和格式共享他

们拥有的与手头问题相关的一切数据。此外，有效的机构还必须是灵活和创新的，也就是

说，能及时找到和部署新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后，有效的机构在解决问题时能

采取 具战略性和经济上 合理的方式分配资金和资源（也就是说，具有成本效益）。 

除了有效，我们还意识到确保机构合理的重要性。符合公众利益的合理机构是包容的，他

们允许那些将受自己决策影响的人们参与决策流程。就互联网和 ICANN 的合理性而言，包

容性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互联网影响到全球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即使是那些还不能联网

的人们。因此，任何人都应该享有简单公平的参与机会，可以参与到 ICANN 协助促进的互

联网政策与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来。在这一方面，相关方不应仅仅局限于涉及直接经济利益

的利益主体，例如因合约、许可或者授权而被涉及的利益主体。他们应该允许受影响群体

中更广泛成员的参与。因此，参与机会不应仅限于那些可能提供可行解决方案的专业技术

持有者，而应该是所有成员，不管是个人还是其他群体和机构。参与方式须包括非定向的

商议机会和旨在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互动。合理的机构应该对其成员负责，这是事前的程

序公正性和事后的裁决程序使然，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符合公众利益这一更广泛的原则。合

理的监管机构还应该采取辅助性原则；他们的职权范围仅包括那些自己因中心或权威地位

而 有资格、 能胜任的职责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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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历史和科学都告诉我们，组织过坚易摧，过刚易折。成功和持久的机构往往是那些

足够灵活而能抵挡意外变化的机构。一个 21 世纪的机构必须在如何决策以及为何决策这

两方面不断进化。为了逐步改进自身的职能，它必须具备明确的试验性，采用诸如随机和

对照试验、试点项目以及新举措等方法。组织在学习中进化，通过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

做出严格的评估，以找出可行的方法并改变那些行不通的方法。 后，一个充满活力的组

织会举行各种竞赛活动并将意外的惊喜和乐趣视为其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机构值得人们信

任的前提是它首先要信任他们。尽管一个 21 世纪的全球性组织必须认真对待其群体的能

力，但这并不代表它所采用的监管方式就得一本正经。相反，人类正是通过游戏、竞赛和

探索来学习提高的。在未来，我们需要避开那种阻碍变化的自视甚高的浮夸，用谦逊和宽

容作为进步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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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的实践 

设计 21 世纪的机构 － 我们定能重新设计它们 － 不仅需要关注原则，还要密切关注

机构的实践。牢记一个组织的职责、从事的主要活动以及其发现问题、考虑解决方案和

落实政策的方式是相当重要的。ICANN 在互联网监管中的作用是通过协调互联网唯一标

识符系统来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并随着互联网的演变用创新

的方式平衡这些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意味着 ICANN 必须对 DNS 进行协调。当互

联网用户连接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服务器时，他们是通过输入一个域名来实现的。域名

是 一 

个唯一的、易记忆的标识符，比如 www.icann.org。然而，联网的设备并非通过域名进

行通信，而是依靠互联网协议 (IP) 和 IP 地址（例如，www.icann.org 的 I

P 地址是 192.0.34.163）进行通信。这种域名“转换”（映射到与它们相关联的 IP 

地址）的方式称为域名解析。这些解析通过域名系统来执行。域名系统是一个分层的分

布式数据库，由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不同实体运行。ICANN 需要同时协调域名解析的名称

和号码。 

互联网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确保互联网正常

运作，域名系统必须为所有人服务，这就意味着 ICANN 也必须能为所有人提供服务。但是

让人们聚在一起，就如何重新设计 ICANN 的运行方式进行有意义和有成效的对话是很困难

的，因为这会让对话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泛泛而谈、受地缘政治影响、无法考虑 ICANN 日

常工作细节，要么充满乏味的技术细节。确实，ICANN 的职权范围属于技术范围，但是主

题的明确性加之未来网络上人类创造力和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性，应该会使得从大原则发

展为具体实践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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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与挑战 

在我们提出的建议中，很多都涉及到利用新颖和创新的技术让更多人参与到 ICANN 的决策

中来。然而，各个群体和区域对技术的获取能力存在差异，高速带宽也还没成为全球标 

准。在认识到这一限制后，我们建议，在确保所有受 ICANN 影响和对其感兴趣的个人都能

方便、公平地参与决策流程时，应该考虑到全球各地存在的不同和不平等的网络连通性。

我们认为，在进入建议试行的实施阶段时，ICANN 必须考虑并推广低带宽解决方案。 

此外，ICANN 目前面临的许多监管和制度上的挑战无法单靠技术来解决。因此，在 ICANN 

试行这些建议需要重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我们认识到，要取得真正的进展，必须在 I

CANN 内部制定所需的支持机制以实验这些新构想。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承认，执行任何

实施步骤时都需要共同恪守转变文化规范的承诺，以建立实现这些建议结果所必不可少的

相互信任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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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

 

以下是关于 ICANN 在接下来 5 年如何转变自我监管方式的 16 条具体建议的蓝本。这些

建议源自于在专家组“构想”阶段通过在线交流平台 (http://thegovlab.ideascale.com

/) 分享和审核的投稿、我们专家组的集体意见、与 ICANN 内部人员访谈和对话时分享的

想法以及通过独立研究获得的意见。感谢那些付出时间、提供想法以指导我们工作的人们。
1 

尽管这些提议的措施在获得批准后一年内就可以全部推出，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它们运行

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收集关于哪些措施有效的数据。同样重要的一点是，ICANN 在测试这

些试验性措施时，应该允许人们在无需知道具体管辖范围的情况下参与其中。正如世界各地

的公民不一定非得知道是哪个政府机构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那样（比如，在英国，公众

可能并不清楚哪个机构负责监管食品 －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或食品标准局或两者同时

监管；在美国，16 个负责金融事务的联邦机构之间的差异并不广为人知；另外，在肯尼亚，

国家环境管理局、肯尼亚森林管理局和国家土地委员会之间的差异和重叠职能可能同样令国

民感到迷惑），全球互联网用户可能并不知道各个互联网监管机构具体的职权范围。 

因此，ICANN 应考虑设立一个互联网监管实验室 (iGovLab)，就像监管试验共同体（亦

称“臭鼬工厂”）那样，在包括国家级和国际级在内的所有互联网监管机构内发挥职能，

尝试各种试验措施。这样一来就意味着 ICANN 可以在比目前活跃成员更广泛的受众中测

试哪些措施是可行的。此外，无论是作为政策制定推动者还是作为缔约机构，ICANN 都必

须制作和准备旨在阐述其决策类型的、内容清晰、通俗易懂的视觉材料，这些材料要能够

为活跃参与者和新人所理解（这是许多参与者在交流平台上一致认同的问题）。脱离了对

这些细节的理解，我们将只能停滞在理论层面，永远无法付诸实践。 

 

 

 

 

 

 

 

 

                         
1其中一些与我们分享的想法已传达给其他战略专家组主席，他们的工作与这些建议更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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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采用的建议编号方案与在网上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的建议草案的顺序一样。 

关于有效 

智能 

1. 使用专家网络 － ICANN 和其他互联网监管机构应该采用专家互联技术，发现世界各

地的技术专家并使其可通过搜索找到。在衡量专家时，不仅需要看其证书情况，诸如正式

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位等证书，还应考虑其技术经验、技能（例如，通过在 GitHub 上

提交的代码或在问答网站上的回复来证明）和兴趣爱好（例如，通过在 Quizz.us 上的

回答来衡量）。ICANN 应尝试使用可发现具备相关专业技术的人才的各种不同技术，并评

估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 

 

透明 

7. 尝试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 ICANN 应将各种来源的所有数据，包括其注册管理机

构合同和注册服务商合同，以机器可读、便于使用的结构化格式免费提供，供公众在线查

看和下载。Owen Ambur 在交流平台上着重强调了这条建议。2  

基于自近几年开放数据运动兴起以来所获得的关于开放数据重要性的经验，ICANN 应为开放

数据建立一个用户生态系统，系统成员包括有兴趣通过利用开放数据为 ICANN 和互联网群

体开发应用程序、模型和其他产品，来帮助发现和解决与 ICANN 工作相关的问题的独立、

学术和企业开发人员。例如，其中一位参与者建议，ICANN 可以开发一款“缩略词助手应用

程序”，在程序内集成允许公众查询 ICANN 缩略词的所有三个数据集，便于公众搜索，同

时为公众提供“一种适合开会或...使用平板电脑或手机情况的快速查询方法。”此外，ICA

NN 也可以将新 gTLD 申请人数据与开放的企业所有权数据分层放置（帮助公众了解申请趋势

和新 gTLD 计划申请人的多样化程度），这也是利用开放数据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的一条思

路。 

至于开放合同数据，它不仅能增加合同合规性监督的参与机会并让机会更多样化，还能让

公众逐渐对 ICANN 和合同签约方各自扮演的角色、ICANN 招标流程中可加以改进的问题或

领域以及改善合同的机会和/或需求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关于这方面，一位参与者建议，

ICANN 还可以尝试采用开放的采购平台，允许公众对 ICANN 内部的采购方案提供建议，并

进行排名、投票和评估。 

 

                         
2 Ambur 先生在其提交的意见中强调，结构化数据（例如，通过 StratML 格式）可“让潜在的合作伙伴更容易发现对方，

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更有效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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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与创新 

4. 实现协同起草 － 正如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在 ICANN 第 48 届会议上建议的那

样，ICANN 应测试有无可能使用众多在线工具，这些工具允许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不同时间协

同工作（例如，用维客起草工作组报告），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例如，提供编辑、研究、

数据和评论）贡献有用的内容，而其他人则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查看和讨论。除了规范化文

档管理程序（“Chris”在线提出的一个需求），ICANN 还可以尝试许多新技术，适时简化工

作流程。 

关于合理 

包容 

2. 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 ICANN 应通过各种基于网络、短信以及现场参与的工具，测

试诸多替代机制在以下阶段能否广泛吸纳意见和建议：发现和框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收集将解决方案转化为可执行政策的相关信息、事后提供意见以及参与监督和评估。例如，

ICANN 工作人员或工作组可以使用类似“谷歌汇问”的开放式头脑风暴工具，来确定问题

对群体的重要性、获取对建议的意见以及鼓励群体在政策制定前和制定过程中对具体的话

题领域进行讨论，这不仅能够扩大参与机会，同时还能方便忙碌的全球受众参与 ICANN 

工作。 

此外，ICANN 还应该利用 IGF 等其他多利益主体监管论坛实行众包，让公众就 ICANN 问

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扩大公众在传统内部渠道之外对 ICANN 工作的参与度。一名参与者

就这方面提出建议称，可以开发一款按主题对 ICANN 开放性参与机会进行分类的应用程

序，帮助公众根据专业领域发现参与机会。 

 

10. 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 － Elliot Noss 曾指出：“ICANN 在实现广泛

参与方面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这是 ICANN 本身结构所决定的，错不在参与者。”因此，

ICANN 应花一年时间尝试在除现有利益主体群体以外同时执行多个并行流程，为现有群

体在某些情况下的逐步退出做准备。例如，ICANN 可以试行按讨论主题组织参与者，而

不是按目前现有的社群群体（根据利益界定）来组织。在这样的尝试中，可将上述众包

做法作为现有利益主体群体做法的替代或补充。然后，ICANN 便可以凭经验确定哪些组

织原则更加合理、包容、高效，以及哪些可以减少对把关者或决策者的需求而增加促进

者或协调者的需求。 

 

9. 实施轮值制度 － 作为提高对现有 ICANN 投票组织的参与并使之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ICANN 应尝试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对 ICANN 内部所有可选举职位实施轮值制度。这将需要推

选新的代表，ICANN 可以使用诸如偏好投票制或优先投票制等选择投票方案来完成。Craig 

Simon 建议可以将排序复选制当作“适用于任何参与规模的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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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运用得当”，此方法具备“为在线讨论和优先选择提供高度可伸缩场所的潜力”。

有公众在意见征询期间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此建议是否适用于基于共识的工作组，我们

会将这一问题发布以进一步征询意见。 

 

6. 尝试新的投票方式 － ICANN 应在决策时尝试使用不同的投票方式，例如 Elliot N

o s s  

建议的流动式民主（如，代理投票或委任投票）、偏好投票或优先选择投票。这可以让 I

CANN 了解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围绕具体问题（而不是围绕具体社群）组织的投票

所取得的效果。 

 

5. 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 － ICANN 可以尝试在实际论坛（在 ICANN 会议期间举行）

之外，设立一个虚拟的公众论坛。正如 Mikey O’Connor 建议的那样，ICANN 可以利用虚

拟现实技术让公众在网上面对面地交流，以此鼓励那些“没有机会出席面对面会议的公众”

参与论坛。 

 

负责与裁决 

13. 建立“大众”评审团 － 为了加强对 ICANN 官员的监督，ICANN 应随机指定多个

由个人组成的小型大众群体，并要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官员在指定时期内向评审团汇报。 

 

3. 众包监督和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 － ICANN 应该抓住机会让更广泛的受众参与监督

和衡量由 ICANN 决策所引起的群体合规性的影响、作用及程度。例如，美国就有一些可

供 ICANN 借鉴的旨在测量宽带连接吞吐量的众包项目，以及一些让分散人群参与监督联

邦政府的刺激性支出的众包项目。 

 

14. 分散责任 － ICANN 应该推动针对国家互联网监管机构（如，巴西互联网指导委员

会）的标准的制定，使其成为 21 世纪的“开放型”组织（例如那些透明、提供轻松平等

访问、支持创新和公民参与的组织）。 

 

8. 实行参与式预算 － ICANN 应尝试不同的方法，让全球公众直接参与某些预算决策

（例如，决定如何使用从新 gTLD 计划的“ 终手段拍卖”中获得的资金）。在借鉴全球

参与式预算运动 佳实践的同时，ICANN 可以对众多不同的方法进行测试， 终找到合适

的方法，让群体就自身的需求及这些需求的优先性提供意见，以及对 ICANN 的支出决策

进行投票。这也是一种责任下放和在 ICANN 工作中更直接地考虑公众利益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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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化 

试验性 

15. 以试验为依据 － 本文中所讨论的建议都应该明确地设计成试点项目，并在整个项

目过程中运用分析学和各种工具，收集关于发生了什么、哪些方案起作用、哪些方案不起

作用以及成功和失败原因的可靠数据。此外，关于探究何种鼓励措施 行之有效的试验也

可以设计和糅合成模式（包括多个国家实体联合参与的概念，这些实体必须遵守允许其参

与议程设定的一系列原则和实践。其中，国家可以通过自己与本国互联网监管机构之间的

关系在国家级实体中发挥作用，但国家政府无法直接管理这些实体。）。 

 

学习 

16. 产生新的见解和证据 － 如今，各种拼凑的互联网监管机制在众多不同的公共和私人

机构的监督下运行。似乎只有整合改善众多零碎机制的分布式监管结构才是避免互联网分崩

离析的唯一可持续且可行的途径。然而，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联网的信任和互操作性以及

制定关于如何实施全球协调的蓝图，就必须要对分布式监管结构认真研究，找出可在国际层

面上进行监管的领域和职能。而且，需要提出新的见解和证据来说明如何实施必要的鼓励措

施与责任分配，才能在不损害调整机制以适应新发现和新进展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

监管目标。这样的鼓励措施可能包括诸如技术要求、消费者期望等等。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知

道如何确定那些需要国家干预或引导的问题及领域，以及知道如何利用通用框架制定方案、

明确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实施这类全球引导或干预可以为全球信息交换提供支持，进而为下

放执行和调整权利提供支持。这里的全球责任可能涉及到协调、要求合规以及报告指标等等。

另外，明白所有可实现有效且灵活监管的利用点、鼓励措施和职责分配是另一个非常有用的

研究成果。 

 

11. 凡事讲求证据 － ICANN 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化的评估网络，为现有实践制定 新的

评估标准。此外，若对 ICANN 内部的研发职能进行规范化，将有益于对 ICANN 工作和程

序进行前瞻性评估和事后评估，以及为向一个更可行和可持续的目标进行调整而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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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 

12. 鼓励竞赛 － 用奖励、竞赛和挑战来解决问题。例如，开放数据举措应该伴随着奖

励，这样才能激励公众开发出有用的工具。也可以通过设置竞赛来吸引公众针对 ICANN 

面对的棘手技术问题提出 佳解决方案，就像 X-Prize 或 Challenge.gov 在解决人类基

因 组 测 

序、保护宇航员不受太空辐射照射这类棘手问题时所采用的做法。此外，还可以考虑采用

“大挑战”（高度引人注目、易于衡量、非常有针对性的比赛）结合大奖的方式来解决一

些极其困难的问题，如减少对 DNS 基础设施的滥用、找到减少域名冲突或应对 IPv4 耗尽

的 佳办法。关于大挑战，一个现行的例子就是“进步保险 X-汽车大奖”(Progressiv

e Auto X-Prize)，此次挑战的目的在于设计出每加仑可跑 100 英里且有可行生产方案的

汽车。 

ICANN 应该充分利用针对年轻人的各种竞赛和活动，让互联网监管和 ICANN 工作的复

杂 

性对人们而言更开放、更容易理解以及更有趣。例如，通过将 ICANN 网页的“翻译”工 

作（翻译成通俗英语和其他语言）众包，我们可以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正如 Mikey O’

Connor 所言，在 ICANN“设定目标并为起到帮助作用的人们提供奖励”这一做法可能会

激励更多人参与。我们相信挑战和竞赛是有效提高参与度的方法之一。 

O’Connor 先生还补充说：“随着越来越有效地参与 [ICANN] 流程，人们需要更清晰地

了解自己在这一流程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为了帮助人们加深这一理解以及为人们的能

力建设创建资源和流程，ICANN 可以通过开展竞赛来设计可使参与者更多样化的短片、图

片和其他策略， 终让所有人（从新手到活跃的技术人员）都能更容易地了解 ICANN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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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范式转变 

所有这些建议都具有明确的试验性，应该加以尝试、评估并对照当前的做法加以改善。因

此，ICANN 必须先设定一个基准，然后再比较试验前后决策及解决问题的效率、合理性和

改善情况。 

尽管 ICANN 有时被指责为极度不负责任、难以接近、效率低下、过于复杂、不透明以

及充斥着既得利益，但我们相信，通过尝试各种试验性方案并 终采取可行的方法，ICAN

N 定能顺利地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基于专业技术的、开放的、及时响应的、精简的、纯粹的、

清晰的、全球性的、多元化的、对全球公众负责的协作性组织。ICANN 定能为其他互联

网监管机构树立一个可供效法的榜样，让他们知道，一个为全球共享公共资源负责的 2

1 世纪新型监管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和不断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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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I 专家组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由 7 名成员组成，是一个国际性的外部咨询小组，旨在为 ICAN

N 目前的发展规划流程提供新见解和外部视角。 

根据 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Fadi Chehadé 的指示，专家组专门负责以下事项： 

• 为国际参与、共识型决策和制度结构提供新的模型以支持这些增强的职能；以及 

• 设计可让全球 ICANN 群体参与这些新型参与式决策过程的流程、工具和平台。 

 

专家组由纽约大学监管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前美国副首席技术官（2009-201

1 年）Beth Simone Noveck 博士担任主席，成员包括： 

• Alison Gillwald － 非洲信息通信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Joi Ito －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 

• Karim Lakhani － 哈佛大学 Lumry Family 工商管理副教授 

• 郭良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 Geoff Mulgan － 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会长 

• Bitange Ndemo － 肯尼亚前信息和通信部常任秘书 

 

专家组由纽约大学监管实验室提供研究支持，支持团队成员包括： 

• Stefaan G. Verhulst － GovLab 研究主任 

• Jillian Raines － GovLab 法律和政策研究员 

• Antony Declercq － GovLab ICANN 研究员 



 

 18 

专家组参考资料 
介绍 ICANN 的资料： 

• “认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Governance Lab @ NYU，2013 年 10 月 

13 日。 

• “理解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的技术和业务职能”，Governanc

e Lab @ NYU，2013 年 10 月。 

 

GovLab SCAN － 互联网监管文章精选分析：第 1-25 期。 

 

专家组在 GovLab 博客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 “ICANN 战略专家组启动”，2013 年 7 月 15 日。 

• “GovLab 的应用创新实验室：实现更智能的互联网监管”，2013 年 10 月 7 日。 

• “ 新发表：认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2013 年 10 月 21 

日。 

• “设想 21 世纪的新型互联网地址分配系统协调组织：一个为全球共享公共资源负

责的组织”，2013 年 10 月 21 日。 

• “浅谈专家组主席在 ICANN 第 48 届会议上采用的战略”，2013 年 11 月 18 日。 

• “行动号召 － 让我们一起设计 21 世纪的 ICANN”，2013 年 11 月 19 日。 

• “头脑风暴开始”，2013 年 12 月 9 日。 

 

视频： 

• 设计 21 世纪的 ICANN。 

 

GovLab 的开放监管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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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建议 

致 ICANN 的建议 1： 
使用专家网络，实现智能化 

首次发布：2014 年 1 月 31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1-for-icann-get-smart-with-expert-networks/ 

从理论到实践 

要成为 21 世纪的有效监管机构，ICANN 必须智能。也就是说，ICANN 必须能够从机构内外

资源中获得在形式和格式上均有用且与要做的决策有关的 佳可能想法。鉴于此，ICANN 应

该和其他互联网监管机构一起，采用专家互联技术来发现世界各地的专业知识并使其可通

过搜索找到，这里的专业知识定义标准较为广泛，不仅涉及证书（如，正式的工程和计算

机科学学位证书），还包括技术经验和技能（如，用在 GitHub 上提交的代码或在问答网

站上的回复来证明）以及兴趣爱好（如，通过在 Quizz.us 上的回答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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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www.ekaterinawa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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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专家网络？ 

专家网络是一种平台或社区，用于个人向他人展示与自己专业知识相关的信息（如，“学

术著作、研究兴趣和组织关系”3）以及便于搜索此类专家信息。与从不确定人群中寻求

答案（即“盲目众包”）不同的是，专家网络旨在“让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从事特定问

题和领域的专家参与”4（即“针对性众包”）。例如，由各领域研究科学家组成的跨学

科网络 VIVO5 －“在输入了研究者的兴趣爱好、活动和研究成果之后 … 便可以搜索到

该机构及其他机构的跨学科研究和学术。”6 

如今，许多领域和环境都部署了这类网络，从类似 VIVO 网的学术研究网络到行业专用

网络（例如，用于数据科学家或宣传和推广创意）再到基于技能的协作社区（如，为计算

机开发人员打造的 TopCoder）。 

为什么 ICANN 和其他互联网监管机构要使用专家网络？ 

ICANN 作为公共机构的基本性质在于其开放性，允许广大公众提意见和建议；ICANN 自己

也呼吁全球群体加入工作组或参加 ICANN 每年三次的全球会议。不过，确保 DNS 的稳定

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涉及许多方面，并且通常会有一些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性很

强的工作。一些人评估说，要就如何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达成共识，ICANN 当前的工作组 

(WG) 模型“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在处理涉及到许多不同观点和/或在某些特

定结果中拥有经济利益的复杂问题上。”7 而且，目前处于互联网监管争论 前沿的许多

问题都是此前从未解决过或不存在的“新”问题，因此，缺乏可供寻找解决方案（如，隐

私）的已知监管机制。加之许多问题非常棘手或涉及非常微妙的政策和技术问题。 后，

在全面解决互联网监管问题上，目前尚没有任何机构或跨机构框架可供参考。 

                         
3 Börner、Katy、Michael Conlon、Jon Corson-Rikert 和丁颖：《VIVO：学术互联与发现的语义学方法》(VIVO: A Semant

ic Approach to Scholarly Networking and Discovery)，Synthesis Lectures on the Semantic Web: Theory and Techno

logy 2，no. 1，（2012 年 10 月 17 日）第 1-178 页。 

 
4 Dutton、William H.：《分散式公众专业知识的互联：致政府的众包建议战略》(Networking Distributed Public Exp

ertise: Strategies for Citizen Sourcing Advice to Government)，关于科学技术政策的系列不定期报告之一，国防

分析研究所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11 年 2 月 23 日。 

 
5 “About（关于）”，VIVO.org。 

 
6 同上。 

 
7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二：《面向公众征询意见的建议草案报告》，ICANN.org，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 61 

页。 

 



 

 22 

在这种情况下，ICANN 要实现智能化，成为有效的机构，就应该通过一种分散但相互协

调的方式来利用专业知识，解决这些复杂的新问题。具体而言，利用专家网络可以：
 

• 提高多样性、减少不必要的参与以及消除 ICANN 利益主体群体和工作组中的既

得利益。8 

• 使 ICANN 从基于代表的组织变成基于专家的组织。事实上，通过利用专家互联技术，

ICANN 可以按讨论主题来组织参与者，而无需按基于利益的社群来组织。这可以简化

和去政治化方案制定流程，同时避免重复工作。 

• 鼓励和刺激各 ICANN 组织内部和之间进行协作。 

• 将技术问题进行针对性众包而非盲目众包可以节省时间和资源。鉴于 ICANN 工

作的复杂性和偶尔不透明性，加之因其政策制定流程通常进展缓慢而使得全球参

与的意义不大，针对性众包尤其重要。 

• 为 ICANN 提供一种定位方式，帮助 ICANN 找到之前处于隐匿状态、但需要

其帮助解决 DNS 相关问题的专家。 

• 促使网民专家自愿参与 ICANN 决策流程。尝试各种鼓励措施（如，荣誉点、奖

金或徽章）可以确保 ICANN 找到 佳的鼓励方式，从而找到那些愿意为 ICANN 

付出专业知识的专家。 

• 帮助将那些拥有相关技能和知识的专家与特定问题及需求匹配，这里的问题可以是

任何问题，从如何缓解域名冲突到如何为 DNS 内的国际化域名变体提供支持，再

到如何实现下一代 Whois 系统配置中数据隐私与数据安全性的 佳平衡。 

利用专家发现及互联工具，ICANN 可以更好地制定所有决策阶段的参与要求。这类工具

尤其适合于工作人员工作组9（方案制定阶段）和审核小组（评估和审核阶段）。另外，

实时翻译技术的使用还可以鼓励北美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参与。10 

在 ICANN 内部实施 

虽然我们相信专家互联技术定会帮助 ICANN 变成一个真正智能、有效的机构，但目前，

我们觉得有必要先测试这一假说的可靠性。将此建议付诸实践是关键。关于实施方面，我

们在下面提出了一些初步步骤，ICANN 可以采取这些步骤来试行该建议： 

                         
8 同上，第 62 页（强调公众就政策制定流程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呼吁“扩大参与和跨机构群体互动。. . . [以

及]参与者必须是那些不存在商业动机的群体。”）。 

 
9 要查看目前 ICANN 工作组的完整参与情况（定性和定量），请参见同上，第 31-48 页。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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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制定并完善研究和评估事项 
以下是一些要研究和测试的初步问题，ICANN 应根据组织和机构群体的特定需求，对这些

问题进行评估和扩展： 

• 哪类专业知识对组织和机构群体而言 有帮助？ 

• ICANN 可以从哪里找到具备上述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人？ 

• 呈现和收集所需专业知识的方式有哪些？ICANN 可以从以下系统中学到什么： 

o 基于声望的系统（如，Linkedin 推荐）；基于认证的系统 

（如，ResearchGate）；基于经验的系统（如，StackOverflow）； 

自报告系统（如，Catchfire）。 

• 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可让 ICANN 在目标群体参与一次的情况下便发现所需的专家？ 

• 什么样的参与激励措施能行之有效？其中，哪一种对目前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效果 好？ 

• 例如，专家们对有机会获得奖金的反响是否 热烈？对有机会获得声望或认可 

（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的反响呢？或者，自主、社区、学习（如，维基百

科）或利他主义等因素是否对专家们参与 ICANN 所起的鼓励作用更大？ 

• 专业知识的水平高低会如何影响人们相互合作的意愿呢？ 

第 2 阶段：创建或构建本体 

• ICANN 应创建一个标准化的本体，用于描述 ICANN 和整个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所

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类别。ICANN 可以从构建一个类似 VIVO 的本体11（将在下面

简要描述）开始着手。 

• 为了获取这一信息，ICANN 可以先编制多份不同版本的问卷调查，确定准确获取

专业知识数据的 佳方式。ICANN 应将这些问卷调查分发给所有当前处于活跃状

态的 ICANN 机构群体成员以及其他互联网监管机构、社群和邮件列表，实行自

报告机制。除了 ICANN 实验室同业咨询网络以外，处于初级阶段的 1Net 社区是

另一个潜在的数据来源。 

第 3 阶段：创建专家意见吸收框架 

• 明确专家互联技术 好由哪些 ICANN 组织或群体试行。联系这些群体，讨论如

何在其工作中利用专家网络才比较有益，且不会让当前的测试实践与其他并行流程

产生冲突。 

• 确定 ICANN 在已知问题属于跨机构或跨学科问题时征求专家意见的方式以及条件。 

                         
11 参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图书馆管理员和信息专业人员提出的文献计量学。《FDA 的专家网络分析与专业

知识挖掘》(Professional Network Analysis and Expertise Mining at FDA)，第 9 张幻灯片，2013 年 1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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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阶段：运行/试行 

• 同时开始多个试点，由多个不同的内部群体相互协调，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

和鼓励参与，测试哪种方式有效，以及对不同方式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 

• 随着试点项目的推进，ICANN 应探索并创建一个关联数据基础设施，使个人的技能

和专业知识能在所有互联网监管机构内互联和可搜索。 

可能相关的专家网络/社区 － 隐藏中的 ICANN 专家？ 

ICANN 应采用类似的方法，尝试整合其他面向大众的国际、区域和地方相关专业知识来源

以及关于出版物和资助项目的开放数据集。这将有助于 ICANN 测试利用现有数据库是否对

补充和审核自报告数据有效。而且还可能对定位当前不活跃的个人有帮助，这些人可能具

备可为 ICANN 所用的必要技能和兴趣爱好。 

部分可能相关的网络和社区如下所述。这些例子的某些功能是 ICANN 在打造独立网络时

应该加以研究甚至效仿的。 

• Epernicus － 针对科研人员的专家网络和知识分享平台。Epernicus 可以摄取

近新添加的专业知识，为不同学科提供相互连接的社区，同时还拥有允许科研机构

建立内部专家网络的相关软件。 

• Kaggle － 针对数据科学家的专家网络和竞赛平台。Kaggle 通过纳入用户等级的

概念来突出用户的参与程度（而不是更细化的积分和排行榜功能）。ICANN 也可

以采用类似的制度，或许可以采用新来者、探险家、研究者和领导者这样的等级。
12 此外，Kaggle 还为用户提供基于目标的激励措施。 

• Stack Exchange － 旨在获取专家关于各种主题的建议的问答论坛。Stack Exchan

g e  

允许用户对问题和回答进行推荐 (upvote)，同时还在大型的 Stack Exchange 框

架内提供多个基于主题的不同问答站点，包括 Stack Overflow 计算机编程社区（请

注意，在 Stack Exchange 上简单搜索“ICANN”，将显示数千条与 ICANN 和 ICAN

N 工作相关的问答线程结果）。 

• Technical Expert Network (TEN) － 寻找和签约国际技术专家顾问的平台。TEN 

允许用户在不同的技能方面对网络专家加以利用：采访、调查、主持讨论、咨询、

建议与合作以及招募。用户还可以阐明首选的项目类型。 

• TopCoder － 编程专家网络、协作引擎和竞赛平台。该网络会在用户个人资料页面

上列出用户的“声望值”，以及关于用户参与 TopCoder 挑战赛的各种统计数据。

此外，为了吸引和鼓励用户参与，网络还会举行常规比赛和锦标赛。 

                         
12 这些示例所属的类别均根据从评论到专家组交流平台收集到的意见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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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O － 由各领域研究科学家组成的跨学科网络。VIVO 允许用户列出自己的研究

领域、出版物和研究团体，用户可以按人、组织、出版物或具体研究来浏览专业知 

识。该网站还以图形和链接的方式列出了共同作者和合作网络，目前，其创建者正

在开发一种可通过语义网方法13和开放本体链接组成就的 VIVO 中央界面。 

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以下是一些利用专家互联技术帮助解决涉及各种公共利益的实际、复杂挑战的案例分析，

ICANN 可以从中学习相关经验。 

• Kaggle & 311 － 该数据科学家网络被用于“量化和预测人们对某一特定 311 问

题的反应”（考虑因素包括：紧迫性、市民优先考虑的事以及地点），并且取得了 

成功。 

• NASA － NASA 利用 Innocentive 成功找到了“无创颅内压监测”解决方案（颅内

压增高是太空飞行造成的一种生理状态），该网站是一个向专家和研究人员发布确

切问题以寻求解决方案的在线平台。 

• Peer to Patent（专利审查开放式公众评议）－ 是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发起

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项目，旨在利用公众的专业知识，帮助检查和审查专利申请。

Peer to Patent 是一个在线系统，连接着开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网络，目的在于

提高 USPTO 所授权专利的质量。在 2009 年首次试行这一项目时，众多大众专家

根据自己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和研究，专利审查员则保留

终决策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授权或否决专利申请。除美国以外，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和英国也启动了 Peer to Patent 试点项目。 

• 美国联邦药物管理局 (FDA)14
 
－ FDA 目前正在尝试利用 VIVO 帮助管理局更迅

速地发现那些具备相关技术知识和经验、能帮助确定某一新型医疗设备是否安全

的专家。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和文化障碍（如，已确立的流程）会给实施带来挑战？ 

• 我们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衡量专家互联技术相对于 ICANN 现有决策模型的影响

力？ 

                         
13 W3C：《语义网研究项目》(Semantic Web Activity)，2013 年 6 月 19 日。 

 
14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图书馆管理员和信息专业人员提出的文献计量学。《FDA 的专家网络分析与专业知识

挖掘》(Professional Network Analysis and Expertise Mining at FDA)，第 9 张幻灯片，201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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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策或政策制定流程中的哪个阶段使用专家网络对 ICANN 而言 有利？对建

议的起草而言呢？对实施策略的制定而言呢？ 

• 如果当前 ICANN 内部存在专业知识的匮乏，那么匮乏的是哪些专业知识？ 

• ICANN 目前拥有哪些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个人组成的物理群体或组织群体？如，

ISOC、WSIS、IGF 等。 

• ICANN 内哪些问题或组织 适合使用专家互联？ 

• 我们如何确定来自任何地区或以任何语言表达的专家意见能为 ICANN 决策流程

所吸收？ 

• ICANN 当前的机构群体成员认为哪些鼓励或激励措施 能促使他们参与 ICANN 决

策流程？ 

• 互联网监管机构如何才能构建出包含并不明显需求的外围专业知识的专家网络？例

如，如果一个系统生物学家就如何建立分布式 DNS 提出的想法比一个系统工程

师提出的更好会怎么样？ 

• 由专家制定的决策问责制框架会是什么样子？ 

 

致 ICANN 的建议 2: 

众包所有决策阶段，广泛吸纳公众意见 
首次发布：2014 年 1 月 31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2-for-icann-get-broad-based-input-by-crowdsourcing-each-

stage-of-decisionmaking/ 

从理论到实践 

对于一个为公众谋福利的 21 世纪国际性机构而言，其合理性取决于是否让那些受机构

决定影响的公众参与其决策过程。尤其是针对互联网和 ICANN 的情况，要让 ICAN

N 成为一个合理的机构，必须先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轻松、公平地参与由 ICANN 引导的

互联网政策与标准的制定过程。 

ICANN 应通过各种基于网络、短信以及现场参与工具，测试诸多替代机制在以下阶段能

否广泛吸纳意见和建议：发现和框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收集将解决方案转化为可执

行政策的相关信息、事后提供意见以及参与监督和评估。ICANN 应在 ICANN 会议期间

的公众论坛上使用某些这类工具，因为在论坛上，人们可以“在其他机构群体面前直接就

每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向理事会发表意见和提问。”15  

                         
15 “ICANN 公众论坛”，ICANN.org，2013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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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吸纳意见和众包是指什么？ 

传统的众包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将过去由员工或志愿者执行的任务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

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16 众包的目的在于利用互联群体来扩大解决问题的智囊

团，既可以在现场也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是扩大参与的重要手段。 

众包可用于各种情况和领域。例如，任务众包（有时也称为协作生产）是将工作分成很多

小段或“小块”交由一群人完成（如 Zooniverse）；创意众包（有时也称为构思）本质

上是指分布式头脑风暴；资金众包（或众筹）是鼓励公众每人为某一集体项目或为完成某

一目标而贡献少量的资金。 

在决策流程中的所有阶段，从发现问题到议程设定到决策，再到实施和审核，ICANN 都可

以采用众包来鼓励更广泛的公众提供有意义、全球性的意见和建议。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为了维护全球公众的利益，ICANN 必须为全球公众提供参与渠道，同时引导他们参与。促

使全球公众参与 ICANN 决策流程的方式必须既简单（即，提供可理解、清晰、多语言和低

带宽的参与选项）又公平（即，提供公平的参与机会，任何参与者、群体或利益主体均不

能单独主导决策流程）。同时，ICANN 必须确保所有国家和利益群体的人们都能容易且有

效地参与 ICANN 讨论。17 这就意味着，ICANN 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全球群体中谁会受

到 ICANN 决策的影响，以及哪些人具备可帮助 ICANN 解决特定挑战的专业知识。 后，

要做到真正的包容，ICANN 必须“启动在线协作，支持分布式工作，在无需参与者亲自出

席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参与。”18 然而如今，要实现这些目标，ICANN 还有许多挑战需要

解决，包括： 

• 全球对工作组的真正参与不足，ICANN 政策制定流程中缺乏积极的参与者； 

• 缺乏资源分配指标，针对理解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 (SO/AC) 问题框定流程较

基于主题的问题框定更有效还是不如后者有效的数据有限19； 

• 工作部门“各自为政”，各 SO 和 AC 内部及之间缺乏有效沟通20； 

                                                                         
 
16 Jeff Howe：《众包的崛起》(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Wired 杂志，第 14. 期第 6 刊（2006 年 6 月），

第 1-4 页。 

 
17 “国际化与区域发展”，ICANN.org。 

 
18 “ICANN 机构群体”，ICANN.org。 

 
19 《GNSO 改进 － 流程简化和改进机遇》，2014 年 1 月 16 日，提议 9: 7。 

 
20 同上，提议 4: 4（其中指出，现行的 GNSO 工作组指南并不要求任何“强制参与”，只是建议“工作组应能反映

多样性，参与者即使不是来自所有、也应该是来自大多数 GNSO 利益主体群体和/或社群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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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有意义的“早期参与”。由于 ICANN 并未正式要求 SO/AC 在编制“问题报告”

时即参与对话，有时候 SO/AC 会在很后期的时候才参与重要对话，不仅造成了时

间的浪费，还损害了结果的合理性；21  

• 没有针对工作人员跨机构群体工作组的正规机制22； 

• 缺乏可供任何人了解 ICANN 工作和参与各工作阶段的易于使用的机制。例如，I

CANN 目前没有有用的在线工具可供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工作的人们错开工作时

间。23 

尝试新方法、广泛吸纳公众意见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挑战。具体而言，通过利用开放、创新

和协作工具调动现有机构群体（及群体以外的其他公众）参与问题框定、议程设定、解决

方案的制定、实施和审核，ICANN 将能够： 

• 开发新的互联渠道，为 ICANN 带来新的全球参与者； 

• 与公众建立关系，允许参与者在进入决策“起草”阶段时对议程进行设定和就某些

问题进行合作； 

• 使用排名和反馈工具，更好地把握问题的轻重缓急，确定问题对各个不同利益主体

的重要性。这一点对 ICANN 而言尤为重要，因为许多涉及其中的利益主体均存在未

完全界定的需求，或者其在不同问题上的需求往往不同； 

• 在之前主要靠固定参与者参与或精英参与的 ICANN 决策阶段中引入新的参与渠道； 

• 就某一特定问题收集而后汇总多种观点，减轻某些个人偏见（例如，倾向于想要证

实之前的假设、看到根本不存在的模式或受到框架的影响）24； 

• 在 ICANN 工作中的重要领域或问题（如，网络安全）上更好地利用分散但不直接受 

ICANN 管控的专业知识库； 

• 更好地推进流程，让相关利益主体能够齐心协力、互相沟通，共同解决关键问题。 

                         
21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二：《面向公众征询意见的建议草案报告》，ICANN.org，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 40 

页（“目前 GAC 在各项 ICANN 政策流程中仍然缺乏早期参与。”）。 

 
22 《GNSO 改进 － 流程简化和改进机遇》，2014 年 1 月 16 日，提议 3: 3。 

 
23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二：《面向公众征询意见的建议草案报告》，ICANN.org，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 A-46 页。 

 
24 Eric Bonabeau：《决定 2.0：集体智慧的力量》(Decisions 2.0: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管理学评论》50 卷第 2 期，2009 年，第 4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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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CANN 内部实施 

以下是关于众包试点的一些初步构想，ICANN 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加以尝试： 

通过使用开放式头脑风暴工具发现问题并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

实现前期问题框定流程的规范化 

• 在意识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均可发现问题之后，ICANN 可以利用基于网络的工具

（如，“谷歌汇问”或 IdeaScale）来构建结构化的意见征询渠道，并在实施现有 

ICANN 流程（即，SO/AC 提交“问题报告”以强调 ICANN 需要关注的可能问题）

的同时使用这类渠道。 

• 这类网络工具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可访问、低带宽、易于使用和提供多语言参与。 

• 此外，它还应该具有交互性。不仅可让参与者看到其他人提交的问题，还允许参与

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投票和评论，从而确定问题的排名和优先级。 

• 出于效率考虑，开放式头脑风暴会议应该设时间限制，且会议结束后应该对其进行

分析和总结。 

• 某些情况下，ICANN 应考虑采用激励措施（如，现金奖、专业晋级或专业认可），

以扩大参与。例如，ICANN 可以邀请“头脑风暴”式问题框定阶段的参与者参与解

决方案建议的“起草”阶段。 

利用基于短信的工具来征询意见 

• ICANN 应尝试使用基于短信的民意测验/调查工具，并将其作为现有意见征询渠道的

补充。 

• 若要兼收并蓄全球所有群体，ICANN 必须提供低带宽的参与方案。对许多地方而言，

低带宽即意味着移动、不使用宽带。例如，ICANN 可以邀请公众发送短信到网站，

同时让在线和现场参与公众论坛的人们也使用该网站，这样便可了解到公众在某一

特定主题上持有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排名。 

利用现有的多利益主体论坛 

• 目前，ICANN 要在全球范围内按部门设立与现有组织职能不重复的代表性组织是不

太可能、甚至是不可行的。为了促使多利益主体论坛的参与者参与和共同解决互联

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大量的资源已经调至全球各地。在为消除偏见（即，支持某

一群体或将某一群体排斥在其他 ICT 监管论坛之外）而做了很多努力的同时，大

多数这类论坛均承认，不同部门在出席或参与或者在不同部门主导作用下的出席或

参与情况存在差距，这里的部门是指政府、私人部门或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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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ICANN 可以通过为这类会议分配适当的资源来帮助它们履行其多利益主体使

命，同时可利用集中的多元化利益、群体、个人和国家/地区，制定旨在提高 ICANN 

代表性、透明度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流程。具体而言，ICANN 可以： 

o 更正式和持续地参与其他面对面的多利益主体互联网监管论坛，如互联网

监管论坛 (IGF) 或互联网协会 (ISOC)。 

o 将议程设定和讨论流程透明化，就如何在 ICANN 各组织内部的全球和区域

会议上实施讨论结果建立明确的问责制，以此来与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 

o ICANN 可以为历史上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参与已经建立多利益主体论坛的组

织的会议提供支持，鉴于 ICANN 相关利益群体也参与了这类论坛，因此

这一做法可以提高公众对参与 ICANN 工作的机会的认识。 

o 利用这种方式，ICANN 可以支持和改善多利益主体的参与，从而可以通过专

家组讨论和更多技术方面的会议，要求在计划内的指定时间就 ICANN 问题

征询意见、讨论和汇报。 

o 鉴于 IGF 区域多利益主体会议即将召开，ICANN 可以通过试行上述流程立

即开始这类试验。 

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不同决策阶段中的众包 

• 戴尔创意风暴 (Dell IdeaStorm) － 戴尔在 2007 年推出的一个项目，通过邀请公

众提交创意和文章，“判断哪些创意”对公众而言“ 重要和 相关”。该平台允

许感兴趣的客户对众多创意进行评分和评论，迄今为止，该平台已收到了 16,000 

多个创意，其中有近 500 个已被戴尔采纳。25  

• 印度的新卢比设计 － 2009 年，印度财政部为征集卢比符号的设计新方案举办了

一场公开赛。比赛面向所有印度居民开放， 终获胜者将获得 25 万卢比的奖金。 

• 开放部（Open Ministry，芬兰语 Avoin ministeriö）－ 2012 年，芬兰政府修订

了国家宪法，规定任何立法提议只要获得 5 万以上的签名支持，议会就必须对其

进行投票表决。“开放部”项目属于立法众包项目，其中涉及的内容包括： 

o  提议的产生和完善：感兴趣的各方需通过讨论将所提出的立法议题完善/

修订成一份清晰的提案。 

o 拉票：要获得 5 万票的支持，就必须积极主动地鼓励公众支持这一提议。 

o 游说：一旦提案提交议会，必须得经过微小修改以及与决策者之间的深入

讨论。
 

                         
25 “About Ideastorm（关于创意风暴）”，Ideast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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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该平台不仅用于公众对提案进行投票，还允许公众在通过身份验证后提交评

论，所使用软件与芬兰银行的一样。26 

• 患者反馈挑战赛 (Patient Feedback Challenge) －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创新与改进中心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推出“患者反馈

挑战赛”的目的在于，在 NHS 机构内产生可以改善患者体验的好的想法并加以实

施。所有想法均通过网络渠道予以公布，并由专家组从中选出了 9 个想法。之后，

这些想法由 9 家参与 NHS 的医疗机构试行，并在 2012 年 8 月到 2013 年 3 月

期 间 获 有 资 金 

支持。 

通过短信征询意见的众包 

• Textizen － Textizen 由 Code for America（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创立，是一

种利用文本短信主动联系、结构化意见输入和鼓励持续参与的快捷工具。在无需

公众出席公众论坛的情况下，ICANN 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工具来： 

o 创建自定义字段，收集关于多种问题类型、内在逻辑和自定义区域代码等

的数据。 

o 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和可视化以便快速总览分析，例如，通过导出至 CSV 或

使用 Textizen 的开发者 API。 

o 发送跟进短信，促使公众给某一网站带来流量对某一网站或实时会议感兴

趣。除此之外，ICANN 还可以通过跟进短信向公众发送项目更新、补充调

查和活动提醒。
 

• Ushahidi － 一种开源软件，用户可以将危机事件报道的工作众包，使普通民众也

能利用移动方式对这类事件进行报道。软件收集到的数据将用于危机事件的信息收 

集、可视化和交互式地图绘制。该项目始于 2007 年肯尼亚具有争议性的总统选举，

旨在为群众提供一条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即可对暴力事件进行报道的途径，并且能

在谷歌地图上显示发生这些事件的地点。27 

• U-报告 (U-report) － U-报告是一种免费的短信通讯系统，让乌干达人能够成为 

“U-报告员”，“在发展规划和服务方面建立和执行新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标准”28。
 

                         
26 Dawson Ross：《芬兰“开放部”如何实施立法众包》(How Finland’s Open Ministry Is Crowdsourcing Legisl

ation)，Getting Results From Crowds 网站，2013 年 6 月 5 日。 

 
27 Jeffery Simon：《Ushahidi：揭露肯尼亚选举暴力事件的群体追踪平台》(Ushahidi: crowdmapping collective that 

exposed Kenyan election killings)，《卫报》，2011 年 4 月 7 日。 

 
28 UNICEF，《U-报告应用变革了社会动员的方式，赋予乌干达青年更多权利》，20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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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U-报告员可以就一系列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分享途径包括  

U-报告员每周发送短信和对 U-报告员进行的民意测验（U-报告员群体的

人数正在日益增加）；定期广播通过 U-报告收集到的观点的广播节目；

以及用以发布从 U-报告社区收集到的观点的报纸。29 

o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2012 年，已经有超过 200,000 人加入该系统，由此

带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垃圾信息蜂拥而至。不过，得益于文本分类算

法的创建，UNICEF 能够按类别和 UNICEF“分支”（如教育、医疗、就

业）对短信进行分类和排序。此外，这类短信还可以按严重程度进行排名，

使得 UNICEF 团队能够优先考虑列表顶部的短信。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和文化障碍会给实施带来挑战？ 

• 哪些工具和设计对 ICANN 而言效果 好？ 

• ICANN 将如何宣传推广以确保全球公众了解这些新的参与机会？ 

• 如何策划和评估意见征询？ICANN 如何实施“质量保证”？ 

• 在效率与广泛参与之间，ICANN 要如何平衡？ 

• 将通过哪些指标来衡量是否具有“足够的包容性”？ 

• 参与者如何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学习曲线中有多少是真正存在的呢？ 

• ICANN 如何将当前实践作为基准来与并行的众包流程进行有意义地对比？ 

• 哪些 ICANN 组织或群体 适合实施这类试点项目？ 

• 如何在 ICANN 当前实践中纳入公众关于“问题框定”的意见？ 

 

                         
29 参见 U-report.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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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3： 

众包监督和制定成功衡量标准，加强问 
责制 

首次发布：2014 年 1 月 31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3-for-icann-get-accountable-by-crowdsourcing-oversight-d

eveloping-metrics-for-success/ 

从理论到实践 

对 ICANN 而言，要成为一个为公众谋福利的合法的全球性组织，首先必须对公众负责。

换言之，ICANN 需要寻求机会，让更广泛的受众参与监督 ICANN 决策带来的影响、作用

以及群体合规水平。为此，ICANN 应该对监督工作实施众包，并制定相应的成功衡量

标准。 

众包监督和制定成功衡量标准是指什么？ 

所谓众包，是指“机构将过去由员工或志愿者执行的任务以公开征集的方式外包给非特

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30 在利用分散人群进行监督的情况下，

众包是指利用群众的力量对 ICANN 决策是否获得成功进行评估和衡量，衡量依据不仅

包括 ICANN 的公众利益核心价值观，31还包括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带来的影响、作用和

合规水平。 

制定成功衡量标准是指，ICANN 机构群体应该共同确定一些衡量指标，供 ICANN 内部或分

散群众评估 ICANN 内部解决问题的新旧做法。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ICANN 经常被指责为不负责任32或者在 ICANN 应该对谁或对什么负责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

                         
30 Jeff Howe：《众包的崛起》(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Wired 杂志，第 14. 期第 6 刊（2006 年 6 月），

第 1-4 页。 

 
31 参见《认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Primer on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

b e r s ) ， 

第 6 页，纽约大学监管实验室，2013 年 10 月 13 日。 

 
32 Milton Mueller：《ICANN 的问责制危机：四部曲》(ICANN’s Accountability Meltdown: A Four-Part Series), 

互联网监管项目，2013 年 8 月 31 日；Chuck Gomez：《ICANN 应加强问责制的几个地方》(Examples of Where 

ICANN Can Be More Accountable)，CircleID，2013 年 9 月 4 日。 

 Emily Wilsdon：《根的监管：ICANN 作为监管机构的职责及其问责制》(Regulating the Root: The Role of ICA

NN as Regulator, and Accountability)，2010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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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尽管根据 ICANN 有义务加以维护的《义务确认书》(Aoc) 中的规定，ICANN 必

须 

 

 

确保自己以负责、透明同时符合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益的方式运营，但到目前为止，ICANN 

尚未制定出用以衡量 ICANN 是否运营良好33和是否符合全球公众利益的明确机制或指标。 

鉴于此，ICANN 可以通过实施监督众包和制定成功衡量标准来加强问责制，进而提高 ICAN

N 作为 21 世纪全球性组织的合理性。具体而言，这些建议将帮助 ICANN： 

• 将 ICANN 工作的评估责任交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群众去执行，实现责任下放； 

• 为政策制定的评估和审核阶段创造新的参与途径，扩大公众参与； 

• 卸下负担过重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肩负的监督责任，减轻压力和减少人为错误； 

• 让公众对 ICANN 的做法是否符合其核心价值观和使命进行评估，促使 ICANN 更直

接地为公众利益服务； 

• 让评价和评估工作不间断的同时更灵活，有助于 ICANN 更好地分配资源和逐渐改变

无效的做法； 

• 将试验作为衡量成功的指标之一。 

在 ICANN 内部实施 

众包监督 

以下是关于众包监督试点的一些初步构想，ICANN 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加以尝试： 

打造开放式同行评审平台 

• 通过效仿成功的开放式同行评审项目（如，LIBRE），ICANN 可以明确测试平台

上哪些群体、组织或主题的工作成果（如，问题报告草案、 终建议草案等）可

在开放式平台上发布，允许用户对其进行编辑、评论、审查和修改。然后，ICAN

N 可以邀请公众直接予以完善和提供反馈，而不是在特定阶段期间或事后再提

交正式的公众意见。 

• 在这样的开放式平台中，相关工作成果的负责人可以在工作进行的同时或在已将

结果提交给理事会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审视，这将有助于制定出更容易或更快实

施的政策建议。如在整个政策制定流程中加大对潜在影响和合规问题的监督力度，

势必会减少机会时间、人员精力和资源的浪费。 

尝试使用在线排名和反馈工具 

                         
33 需要注意的是，ICANN 确实开展了年度 IANA 职能客户满意度调查，可参见《2013 年度 IANA 职能客户服务调查

结果》(2013 IANA Functions Customer Service Survey Results)，然而，在 2013 年发送的 1491 份调查邀请

中，仅有 112 份得到了回复。而且，此调查仅涉及 ICANN 在执行特定 IANA 职能上的职责，并未要求就客户或用

户对 ICANN 职权范围内的其他责任的满意度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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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可以利用类似 ReadrBoard（或适时地使用 Hypothes.is）的自动化工

具来实现以下目的：实时评估文本；对机构群体关于具体政策制定提案的意见

进行测验；或帮助发现在问题界定期间尚未解决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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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合同合规性监督
 

• 近，ICANN 作为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签约的机构，在相关问责制方面

饱受质疑。34 为了确保在签约流程中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ICANN 首先可

以利用开放式签约原则，在线公开发布所有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同（随

同其他开放数据集，例如财务数据和现有合规性数据），让公众帮助监督所有签

约方是否遵守规定。同时，ICANN 可以尝试将供公众使用的“合同合规”指南的

编制工作众包。35 

制定成功衡量标准 

为了继续推进当前旨在制定成功衡量标准的众多举措，ICANN 不应该仅仅着眼于 ICANN 

公共责任框架战略专家组的工作成果，还应该关注有关制定衡量指标的跨学科研究，了解

协作式的新迭代决策模型带来的影响。36  

“如果我们要加快监管试验的速度，建立更多能够试行新方法和规避无效项目的更灵活的

制度，我们就需要探索将‘基于信念’的参与举措转变为‘基于证据’的参与举措。”37  

特别地，ICANN 在制定衡量指标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实时数据和增强的分析能力（通常称为大数据）对评估结果和影响以及预测哪

些策略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可用性和潜在用途38； 

• 由于对结果和影响的研究需要持续进行，特别是在 DNS 和互联网日新月异

的今天，这类研究更需要如此。因此，ICANN 在制定指标时应着眼于使评估

更灵活和不间断39； 

                         
34 Chuck Gomez：《ICANN 应加强问责制的几个地方》(Examples of Where ICANN Can Be More Accountable)，CircleI

D，2013 年 9 月 4 日（Gomez 认为：“这些协议从一开始便偏向 ICANN，而对申请人、注册服务商和注册管理机构

则有失公允。按照协议的规定，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必须保护 ICANN 不受到任何损失，这样所有的风险都落

在了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身上，同时，签约方还不得采取任何反对 ICANN 的行动（如有必要）。此外，2013 

年，ICANN 工作人员意外地决定实施单边修改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条款的权利，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公平现

象。”）。 

 
35 更多关于 ICANN 当前如何处理合同合规性问题的信息，请参见《ICANN 的合同合规性》，ICANN.org，2011 年 10 

月 23 日。 

 
36 参见（例如）Barnett, Aleise、Dembo, David 和 Verhulst, Stefaan G.：《（难以想象的）监管指标的制定：

管理创新评估的承诺与挑战》(Toward Metrics for Re(imagining) Governa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Evaluating Innovations in How We Govern)，GovLab 研究报告第 1 版，2013 年 4 月 18 日。 

 
37 同上，第 1 页。 

 
38 同上，第 8 页（“经过精心设计后，大数据可以让从业者跟踪进度以及明确现有干预措施在哪些地方需要加快 

调整。”）。 

 
39 请注意，在将成功衡量指标概念化时，“年度 IANA 职能满意度调查”可能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参见《IANA 职

能满意度调查收获非常积极的结果》(IANA Functions Satisfaction Survey Yields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R

esults)，AG-IP News，2014 年 1 月 16 日（考虑因素包括文档质量、过程质量、准确性、亲切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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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一个概念框架或逻辑模型可能有助于定义衡量成功的指标。“逻辑模型有

助于明确可用于实施干预、执行已计划活动和获得受欢迎结果的各种资源之间

的关系。而且，针对举措所达到的结果或输出成果如何能既带来短期、有益效

果又带来长期、根本性的影响，逻辑模型还可以建立相关理论”40； 

• 成功衡量指标应同时基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鉴于试验可为衡量和评估成功

提供媒介，因此，ICANN 应该定量试验和定性试验两手抓。 

• 对成功的衡量本质上是基于衡量者的价值观而定，鉴于机构群体的价值观总是

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通过使用在线排名和反馈工具鼓励全球互联网公众

参与将有助于为成功衡量标准的变更或发展提供帮助支持。 

• ICANN 在制定成功衡量指标时，应该利用与具体实施挑战相关的经验技术。这

有助于更加确定所制定的成功衡量指标能够应用于实际，而不会造成额外的负

担或成本。 

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全世界利用众包项目来改善监督和衡量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其中不乏 ICANN 可以从

中学习和借鉴的。例如： 

• 有用证据联盟 (the Alliance for Useful Evidence) － 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

网络，由来自英国和国际政府、大学、慈善机构、企业和地方权威机构的 1,400 

多名个人组成。联盟的宗旨是成为英国的证据举措中心，为成员提供分享 佳实

践和避免重复工作的论坛。 

• Asign － 2011 年，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亚洲防灾中心使用了一款叫做 Asign 的

应用程序，它可以“对志愿者拍摄并通过互联网上传的照片进行准确地理定位”，

从而帮助监测曼谷洪水的危机级别。 

• FCC Speed Test －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 2013 年 11 月推出的一款免费手机测

速应用，旨在测量移动宽带网络性能。该应用可帮助收集相关性能数据，并且 FCC 

打算发布交互式可视产品，让消费者能够了解全国移动宽带网络的性能。 

• Libre － 一个免费在线平台，用户可以即时访问所有研究成果，并通过作者们组

织和操作的正式开放式同行评审流程对成果进行动态、透明地评价。该平台实现

了对全球知识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和交叉引用。 

• Liquid Feedback（流动反馈）－ 由德国柏林公共软件团体和互动式民主协会共同

创建的、旨在协助决策的开源平台。该平台不仅允许公众就某一动议进行投票和

表达意见（不仅仅是回答“是”或“否”的问题），甚至还允许他们改述和提交

其他动议。 

                         
40 同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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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iana Bucket Brigade － 一个环保行动组织，在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

事故发生后，曾使用众包方法，“通过衍生自 Ushahidi 的一个地图平台，收集那

些曾目睹石油扩散和损害环境的公众提供的数据”。41 该组织通过这种信息收集方

法来记录“石油泄漏的影响范围”。 

• Stimulus Watch － 在美国政府出台《复苏法案》和推出 Recovery.gov 网站之后

创立的，旨在帮助追踪联邦刺激资金的去向。42 

o Stimulus Watch 的运作方式是，让各地公众通过调查、讨论和评价当地的

经济刺激项目来分享他们对这些项目的了解和看法，从而达到利用群众力

量监督联邦政府刺激支出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旨在测试成功衡量新指标的举措可供 ICANN 参考。欲了解这些举措

的大致情况，请参阅 GovLab 研究报告：《（难以想象的）监管指标的制定：管理创新评估

的承诺与挑战》(Toward Metrics for Re(imagining) Governa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

enge of Evaluating Innovations in How We Govern)。43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和文化障碍（例如，当前缺乏可访问、开放式和机器可读格式的数据）会

给实施带来挑战？ 

• ICANN 此前一直（并且目前也正在）致力于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我们如何能利

用该工作帮助试行此建议？ 

• 在 ICANN 目前面临的具体合规挑战中，哪些可以利用众包项目来帮助解决？ 

• 哪些监督工作存在 低专业知识要求或 低微妙知识要求（即，更适合众包给全球

普通公众执行）？ 

• 哪些 ICANN 组织或群体（例如，那些从事合同合规项目的组织或群体）是试行此建

议的 佳试验平台？ 

 

                         
41 《Louisiana Bucket Brigade 将监督权交到群众的手中》(Louisiana Bucket Brigade puts monitoring in the 

hands of citizens)，Daily Crowdsource。 

 
42 Sanchez, Julian：“行动主义：刺激资金需要群众的监督 (Stimulus stimulates crowdsourced oversight, act

ivism)”，Ars Technica，2009 年 2 月 2 日。 

 
43 Barnett, Aleise、David Dembo 和 Stefaan G. Verhulst：《（难以想象的）监管指标的制定：管理创新评估的

承诺与挑战》(Toward Metrics for Re(imagining) Governa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Evaluating In

novations in How We Govern)，GovLab 研究报告第 1 版，2013 年 4 月 18 日，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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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4： 

实现协同起草，提高灵活性和创新性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4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4-for-icann-get-agile-innovative-by-enabling-collaborati

ve-drafting/ 

从理论到实践 

每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就连不上网的人也不例外。鉴于全球互联

网的稳定性取决于基础技术资源的稳定性，而后者正是 ICANN 负责的领域；鉴于 ICA

NN 的利益主体具有全球性和多样性，他们位于不同的时区、使用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

的背景；因此，ICANN 必须为全球利益主体提供基于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唾手可得

的参与机会。这类多样化的参与方式须包括非定向的讨论机会和旨在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

互动。 

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允许全球广泛参与的开放式机构，ICANN 可以利用协同起草工

具（如维客），让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方对同一文档进行起草，同时保留记有

文档修改历史的追踪记录。这类协同起草工具允许分散群体在不同时间里协作，可以促进

责任共担，实现有意义的参与。 

特别地，在 ICANN 部署协同起草工具将对我们在其他建议中提倡的试验起到补充作用，

如专家互联。 

何为协同起草？ 

协同起草是指多人共同（协作）创作某一写作项目，如故事、项目提案、选择备忘录、战

略文档、百科全书式的文章等等。协同起草工具往往是允许人们远距离协作和协议的“基

于云”的网络软件44，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包括“Google 文件”和维基百科。通过协同

起草工具，位于不同地方、自愿选择参加45、基本无偿的无组织群体可以在没有价格或市

场体系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4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协议”和“协作”都是通过协同起草来实现的，但两者是两个不同

                         
44 McGaugh, Tracy L.：《教学技巧：使用协同写作技术教授合同起草》(Pedagogic Techniques: Using Collaborat

ive Writing Technology to Teach Contract Drafting)，10 Tenn. J. Bus. L. 189. (2009)，第 189 页。 

 
45 Benkler, Yochai：《实用无政府主义：对等互惠、市场力量和难免犯错的政府》(Practical Anarchism: Peer Mutu

alism, Market Power, and the Fallible State)，Politics & Society 第 41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 

 
46 Bauwens, Michel：《对等互联与人类进化》(P2P and Human Evolution)，Foundation for P2P Alternatives（P

2P 基金会），2005 年 7 月 3 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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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拥有不同的目的。“协议”重在收集和倾听参与者的意见，然后确定群体的普遍 

 

 

意见以进一步达成共识，即协议本身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协作”只是达到结果的一种手

段，其重点不在于参与本身，而在于让希望协同工作的各种人共同制定可实施的具体解决

方案。47 

当问题涉及到依赖性知识时，即这些知识只有在相互结合和聚合时才能创造价值，协同起

草尤为有用。这种情况下，便可以让“创新社区”通过互助流程运行。48 此外，协同起草

还可以为后续工作创建基础，对以下情况非常有用：在过去的举措和进展基础上解决问题；

创造性和独特性至关重要；以及问题具有持续性，无法一次性解决。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增强包容性 － 当前，许多 ICANN 工作都是全球各地的人们在不同时间以异步方式完

成的，或者在 ICANN 短暂的会议期间集中完成的。不仅 ICANN 的利益主体群体具有

全球性，ICANN 工作人员也分布在世界各地（从 ICANN 近在伊斯坦布尔、新加

坡、北京和蒙得维的亚设立区域“中心”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协同起草工具就变得非常有用，因为它们允许许多互联的多样化参与者“给系统注入

他们的价值观和观点”。49 

灵活的工作流 － ICANN 的起草工作往往由不同地方的人们同时执行。正如“Chris”在 

MSI 专家组交流平台 Ideascale 上提出的那样，这会导致众人都从现有文档开始工作，

并且 终需要对多份草稿进行合并。50 这样，工作流程将变得冗余，尤其是在多个支

持组织 (SO) 或咨询委员会 (AC) 同时解决涉及重叠事项的相同或相似问题时，例如，

在 ICANN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内，就至少有两个相互独立的群体负责 WHOIS（供用户查

询域名或 IP 地址负责机构的系统）51 的审核工作：gTLD 目录服务专家工作组 (EWG) 

和“详细”Whois 政策制定流程 (PDP) 工作组52。在线互动平台可以让所有这些人

                         
47 Noveck, Beth：《维基政府：运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管理能力》(Wiki Government: How Technology Can Make 

Government Better, Democracy Stronger, and Citizens More Powerful)，（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

09 年）。 

 
48 Pisano, G.P. 和 R. Verganti：《哪种协作适合你？》(Which kind of collaboration is right for you?)，《哈佛

商业评论》，（2008 年 12 月）。 

 
49 Johnson, Steven：《未来世界中的完美：互联网时代》(Future Perfect: The Case for Progress in a Network

ed Age)，（纽约：Riverhead 出版社，2012 年），第 25 页。 

 
50 “Chris.”：Ideascale 意见提交系统：“文档管理”，GovLab MSI 专家组 Ideascale，2014 年 1 月。 

 
51 “关于 Whois”，ICANN.org。 

 
52 注意，EWG 的职责是“帮助解决 ICANN 机构群体内部关于如何将当前 WHOIS 系统替换为更能满足当今及未来互联

网需求的下一代 gTLD 目录服务的僵局”（参见 gTLD 目录服务专家工作组 (EWG) 常见问题解答 (FAQ)，ICANN.o

rg），而 PDP WG 的职责是审核“详细 Whois”的潜在要求是否适用于所有 gTLD（参见 PDP“详细”Whois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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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人）通过在线协议和起草报告及文档进行合作，在充分利用每个人的输入

的 同 

时，尊重他们的时间和避免重复工作。 

 

发现全新工作的参与者和技术新秀 － 后，在参与协同起草的过程中，许多工具都

可以捕获和追踪贡献值，使 ICANN 可以从中受益。监视工作流程有助于 ICANN 为组

织发现新的人才以及对全心工作的志愿者给予群体认可。 

在 ICANN 内部实施 

下面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ICANN 在未来一年中试用协同起草工具时应该谨记： 

将协同起草工具部署在解决方案制定阶段 

鉴于协同起草工具 好不要用作开放式头脑风暴工具，而是作为一个知识创造工具（例

如，参与者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建议将协同起草放在决策流程的“问题

框定”或“提议的产生”阶段之后。在广泛征询公众关于定义、框定问题和确定问题优

先顺序的意见时，我们建议 ICANN 使用开放式头脑风暴工具。另外，在需要特定、有

针对性的专业知识来解决问题时，我们建议 ICANN 使用专家互联工具。对于协同起草

工 

具，ICANN 可以通过它们对在问题框定阶段已认定为专家的参与者加以利用，或对在 I

CANN 推广专家网络时认定为专家的公众加以利用 － 作为讨论区的“版主”或项目的

“所有者”。 

提前确定所需功能 

我们建议 ICANN 提前确定一点，那就是哪些功能和资源对实现 SO 和 AC 内以及与更广

泛公众之间的协作而言 佳。目前，在协同起草工具支持的功能中，有许多功能可以供 I

CANN 用于解决当前挑战和需求。ICANN 在选择任何协同起草软件或工具以及在正式部署

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确保广泛、容易和公平的参与 

• 用户界面和语言支持。ICANN 使用的所有协同起草工具都应该具有易于浏览

和易于理解的特点。这尤其包括语言支持；这类系统应该承认和尊重 ICAN

N 利益主体使用多种不同语言这一事实。 

• “软”规则和社会规范。所有已部署好的协同起草系统应受到“软”规则和

社会规范的约束，在技术范式和技术术语上遵守一定的规则。53 系统应鼓励公

                                                                         
制定流程，GNSO.ICANN.org）。 

 
53 O’Mahony, S. 和 Ferraro, F.：《管理在开源社区内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an Open Sourc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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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获取信息，并强调透明度和共享， 终实现有意义的广泛参与。54 

                                                                         
munity)，《美国管理学会学报》第 50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第 1079-1106 页。 

 
54 Baldwin, C.Y. 和 Clark, K.B.：《参与式架构：代码结构体系是否有助于减少开源开发模型中的坐享其成？》(T

he 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 Does Code Architecture Mitigate Free Riding in the Open Source Dev

elopment Model?)，《管理科学》第 52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第 1116-1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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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性。所有已在 ICANN 内正式实施的协同起草系统都应该包含一个反思

或自我分析组件，即这些系统应具备对已用流程进行反思并从中学习的能力。

ICANN 应提前告知公众将使用这类系统以及使用的原因，并鼓励公众报告问题

或提出建议。 

• 工作流程设计。任何协同起草系统都应该考虑设计多个工作流程模型。例如，

对新人而言，可能需要“参与的阶梯”，借助一系列资料、资源和导师方能更

好地参与 ICANN。55 在某些情况下，起草工作可能是一系列“串行”流程（例

如，一个工作阶段的“输出”构成下一个阶段的必要元素），或者“并行”流

程（例如，以异步的方式完成某项工作）。56  

 

图片灵感来自 Mikey O’Connor 

• 移动和离线支持。在许多 ICANN 利益主体的居住地，互联网接入无法提供

满足某些应用需求的带宽，因此，对于所有 ICANN 提供的面向群体的参与渠

道，ICANN 在设计时应考虑提供移动和离线支持。 

 

                         
55 O’Connor, Mikey：关于“Supercharged Outreach: Improve Accessibility of ICANN Issues”（加强外展：提

高 ICANN 问题的可参与性）的评论，thegovlab.ideascale.com，2014 年 1 月。 

 
56 Kittur, Aniket 等：《众包工作的未来》（2012 年 12 月 18 日），2013 年第 16 届 ACM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

作会议（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operative Work，简称 CSCW），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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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相互孤立群体所做的重复工作进行精简 

• 编辑和版本控制。要让许多位于不同地方的不同人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协同工 

作，相应的协同起草系统应该具备捕获参与历史记录的功能。57 具体而言，这

意味着，系统应具备编辑和版本控制功能，即允许文档所有者创建和维护一个

“主控文档”，协作者可以对该文档进行“检查”并提交自己的编辑内容，随

后所有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些编辑内容并将其合并到“主控文档”中。 

• 实时编辑。此功能可精简起草流程，尤其适合拟纳入一个草稿的多个项目可

分开编辑的情况。 

• 具有聊天功能。聊天功能对协作者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使他们可以

对分歧意见进行讨论，以及“断开”与主控文档之间的联系而讨论外围话题或

者在无需暂停主控文档工作流的情况下达成一致意见。 

• 文件导入导出和命名标准。由于 ICANN 的许多工作都很容易细分，并且目前

正分给各个 SO 和 AC 执行，这就要求 ICANN 必须解决文档管理的挑战。关于

如何利用标记语言更智能地简化文档管理，专家组将在以后提出较为成熟的观

点；不过，此时此刻，专家组有一个更简单的建议，那就是让协同起草系统提

供文件的导入导出和命名标准，以便让公众能够轻松找到这些文件。 

希望发现能进一步为 ICANN 及其使命做贡献的专家个体 

• 激励与刺激。ICANN 可能希望采取某些能让协作者凭借自己的贡献获得认可

的方式。通过激励措施，ICANN 有可能从意料之外的地方收获有助于解决某

一问题的专业知识，58并且这些专业知识还将帮助 ICANN 拓展任何拟建的

“专家网络”。 

o 通常情况下，旨在解决问题的协作应该强调开放交流多于私人占有，即

“一旦产生任何新的点子或想法，这些想法应该通过网络自由流动”。59 

为了确保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ICANN 可以采取智力激发、提供展示

专业知识的机会以及游戏（尤其是在游戏化的情况下）等非金钱激励措

施来鼓动参与者通过协同起草工具进行开放式参与。60 此外，向公众强

调发展技能和建立声望的机会也可以帮助激发参与，同时为 ICANN 带

来后续参与。 

                         
57 Erol, Selim：《关于组织流程协同起草的实用建议》(Practical Insights into Collaborative Drafting of Organ

izational Processes)，奥地利维也纳经济管理大学信息系统与新媒体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yste

ms and New Media)，CollabViz 2011，第 48 页。 

 
58 Unrau, Jack J.：《外围专家》(The Experts at the Periphery)，Wired 杂志，2007 年 7 月 10 日。 

 
59 Johnson, Steve：《未来世界中的完美：互联网时代》(Future Perfect: The Case for Progress in a Networke

d Age)，（纽约：Riverhead 出版社，2012 年），第 25 页。 

 
60 Breda, Nick 和 Spruijt, Jan.：《协同创造和众包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creation and Crowdsourcing)，

Edcom 2013 年年会，2013 年 6 月 27 日。 

 



 

 45 

工具与案例研究 

有哪些工具可供使用以及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工具 

• Hackpad － 一款基于云的协作笔记工具，支持的功能包括：数据和文件共享；

实时评论；实时编辑；识别贡献者；设置隐私权限；将项目细分为子任务并对

子任务进行分配；以及图片、声音和视频嵌入。除此以外，Hackpad 还允许使

用话题标签来帮助搜索和实现内容排序。61 

• Draft － 一款在线协同起草工具，支持的功能包括：版本控制和评论；Evernote、

Dropbox 和 Google 云端硬盘 (Google Drive) 等云服务；浏览器内扩展；音

频/视频转录工具；markdown 待办事项；参与分析（利用若干数据字段，包括

针对文字的 Fleisch reading level（弗莱士易读度）以及数据和文件共享。
62  

• 印象笔记 (Evernote) － 一款基于云的流行笔记和存档系统，支持跨设备同

步和更新、浏览器内扩展（用于保存网页或网页中的内容部分）、文件共享和

建立内容标签。 

• Google 云端硬盘 (Google Drive) － Google 推出的一款基于云的文件存储、

文件共享和文档协作服务。它包含“Google 文件”，其中后者是一套办公软

件，允许多人对文档、电子表格、演示文稿、调查和图纸进行协同编辑。用户

既可以通过隐私设置来设定各种级别的访问权限，也可以将“Google 文件”

发布到网络中。 

• Mediawiki － 一款免费、开源的维客程序，允许用户在没有明显所有者或编者

（尽管管理员可对各用户的贡献进行追踪）以及没有任何“隐结构”的情况下

对内容进行协同编辑。 

案例研究 

• 维基百科 (Wikipedia) － 维基百科是一本通过协同编辑产生的在线百科全书。该

项目的宗旨是成为一个包含所有知识分支相关信息的书面综合汇编，让读者受益。
63 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任何页面进行编辑，而无需先

创建帐户。为这种协同编辑提供支持的是免费的开源软件 MediaWiki（见上文）。 

 

                         
61 “About Hackpad（关于 Hackpad）”，Hackpad.com。 

 
62 “About Draft（关于 Draft）”，Draft.in。 

 
63  Wikipedia:Purpose（维基百科：宗旨），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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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 1 月份，维基百科共拥有 1,792,501 名贡献者64（包括所有语言）。

如今，维基百科上的文章已超过 3050 万。65 

• 创新者专利协议 (Innovator’s Patent Agreement)，Twitter － “创新者专利

协议”(IPA) 是 Twitter 推出的适用于发明者和公司之间签订的专利协议，其中

规定，发明者可以将专利权转让给公司，但公司必须保证仅将这些权利“用于防御

目的”，不会用于起诉他人。66 Twitter 在 GitHub67 上根据创作共用授权协

议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发布了此法律文本，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 

GitHub 的“拉拽请求 (pull request)”在其专利协议中纳入 IPA 条款。
 

• MixedInk － MixedInk 是一个协同写作平台，Slate 杂志曾用它邀请读者协同完

成奥巴马总统 2009 年就职演说的文字实录68，当时共有 457 名 Slate 社区成员

参与了这一活动。69 该平台依据“创作共用 － 相同方式署名共享”(Creative C

ommons Share-Alike Attribution License) 3.0 版发布，支持多种功能，例如

作者追踪、贡献排名和关键词匹配等，其中，关键词匹配是指“MixedInk 技术会

搜索相似的词语和措辞…，然后告知用户是否其他人也有过类似的想法。”70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和文化障碍（例如，某些工作具有敏感性或被视为机密）会给实施带来

挑战？ 

• 我们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衡量协同起草工具相对于 ICANN 现有起草模式的影响？ 

• 针对协同起草流程的问责制框架会是什么样子？ 

• 促进起草责任共担的激励措施有哪些？ 

                         
64 Wikipedia Statistics (Contributors)（维基百科统计[贡献者]），Wikipedia.org。 

 
65 Wikipedia Statistics (Articles)（维基百科统计[文章]），Wikipedia.org。 

 
66 Lee, Ben：《Twitter 解决专利问题的非常手段：把专利控制权留给发明者》(Twitter’s Surprising Solution to 

the Patent Problem: Let Employees Control Them)，Wired 杂志，2013 年 2 月 21 日。 

 
67 “Innovators Patent Agreement（创新者专利协议）”，Github.com。 

 
68 Lee, Ben：“帮奥巴马写下他的就职演说 (Help Obama Write His Inauguration Speech)”，Slate，2009 年 1 

月 16 日。 

 
69 同上。 

 
70 “林肯、肯尼迪和您：总统的就职演说实录 (Lincoln, Kennedy & YOU: The People’s Inaugural)”，MixedInk.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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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种现有协同起草工具支持的功能中，哪一组功能对 ICANN 开展工作而言 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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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哪些方面（例如，哪些主题或问题，或哪些平台 － 如 SO 或 AC） 适合

试验协同起草工具？ 

• 如果要使用协同起草系统，ICANN 需要增加什么样的角色和职责呢？ 

• ICANN 之前在应用协同起草工具时遇到什么局限，我们在将来的试验中如何减少

这些局限？ 

 

致 ICANN 的建议 5： 

变革公众论坛，提高包容性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5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5-for-icann-become-more-inclusive-by-innovating-the-publ

ic-forum/ 

从理论到实践 

一个为全球公众谋福利的合理机构必须具有包容性，并且应该设法让那些受其决策影响的

公众参与这些决策的制定流程。对 ICANN 而言，这就意味着，应该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轻松、

公平地参与由 ICANN 引导的互联网政策与标准的制定过程。鉴于此，ICANN 可以尝试在

实际论坛（在 ICANN 会议期间举行）之外，设立一个更动态的虚拟公众论坛，以及

尝试使用一些创新的工具和技术，鼓励多元化的公众参与论坛。 

何为“变革公众论坛”？ 

目前，ICANN 拥有多个可供任何人参与 ICANN 工作的渠道，例如：开放式工作组、ICANN 

政策制定流程和战略流程中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以及公众论坛。其中，公众论坛在 ICANN 会

议期间举行，是“[ICANN] 机构群体针对每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在其他机构群体面前直接

向理事会发表意见和进行提问的大好时机”。71 虽然理论上，每个人在 ICANN 公众论坛上

发声的机会均等 － 公众论坛对所有自愿参与者开放 － 但实际上，公众论坛尚不足以提

供这种平等的机会。 

不过，ICANN 可以借助于众多新的协作会议工具和技术，例如远程参与、提问和意见整合

以及向更广泛全球受众提供参与机会所使用的工具和技术，来使自己成为协作、有效和包

容性全球公开会议的“黄金标准”。 

                         
71 “ICANN 公众论坛”，ICANN.org，2013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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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ICANN 公众论坛的宗旨是，为群体提供一个可公开、直接向 ICANN 理事会提出具体问

题的开放性、包容性平台。然而事与愿违，目前，ICANN 公众论坛有面临许多挑战的倾向： 

• ICANN 公众论坛为那些有时间和资源去参加 ICANN 会议（前三次会议分别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德班和北京举行）的参与者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在公众论坛期

间，有条件参与会议的公众可以轻轻松松地出席、排队，然后向理事会表达自

己的意见。 

• 很多 ICANN 利益主体群体都只能通过虚拟的方式参与公众论坛，但 ICANN 的远程

访问和参与工具组合 － 邀请听众以电话方式参与的工具 (Adigo)、虚拟参与工

具 (Adobe Connect) 和社交媒体工具（如 Twitter、Facebook）－ 不适合动态

和互动参与。 

• 公众论坛上占据绝大部分发言时间的往往是那些“在职”参与者，例如已经在 ICA

NN 机构群体内服务十年以上的人。很少有新参与者在公众论坛上发言。 

•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论坛不仅要适应更多样化和数量更多的利益主体，还必须

适应更多样化和数量更多的问题，例如，新 gTLD 计划所产生的问题以及诸如隐

私和数据安全等新涌现的话题。 

• 在公众论坛开始阶段进行的议程设定不仅不具有动态性，还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

ICANN 可以将这些时间用于更实质性的对话。 

• 由于 ICANN 机构群体由众多志愿者组成，因此人们将 ICANN 会议视为面对面交流

和互联的大好机会，但 ICANN 目前缺乏能够实现这种交流的工具。 

以上这些挑战将阻碍 ICANN 实现对公众论坛、进而对 ICANN 决策流程的有意义的全球参

与。为了解决这些挑战，ICANN 应为公众参与公众论坛提供既简单（即，提供可理解、清

晰、多语言和低带宽的参与选项）又公平（即，提供公平的参与机会，任何参与者、群体

或利益主体均不能单独主导流程）的参与方式。目前，市面上存在许多创新性的大会和会

议工具及技术，ICANN 可利用它们来实现以下目的： 

• 改进和平等化远程参与； 

• 简化提问和意见整合流程； 

• 鼓励参与者互联； 

• 将责任分散给更广泛的参与者群体；以及 

• 激励非在职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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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CANN 内部实施与案例研究 

尽管我们相信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能够提高 ICANN 的包容性，但仍然有必要先测试这一

假说是否可靠。为了将这一建议的理论付诸实践，我们就所需工具和技术提出了一些初步

构想（如下），ICANN 可以根据它们来设计试验方案。 

远程参与工具 

为了普遍缓解公众亲自出席公众论坛和 ICANN 会议的困难，ICANN 可以尝试使用虚拟现

实工具、工作空间和移动应用，让公众可以通过远程方式更容易和公平地参与。一些可供 

ICANN 参考和借鉴的工具包括： 

• Textizen & UReport － 此两者（已在建议 2 中讨论过）是基于短信的移动应用平

台，允许用户通过短信的方式回答问题和提交响应。ICANN 可以将类似的技术与互

联网平台相结合，为那些住在低带宽或未联网地区的人们提供远程参与选项。 

• Second Life（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是“一个你看到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人、

你去的每个地方都是由人建造的三维世界”。72 用户可以在“游戏”里通过虚拟

化身 (avatar) 与他人交互。现在，Second Life 已经被本地化，用户可以选择

不同的语言“世界”进入。73 截至目前，Second Life 已经被用于多种场合，使

用方式大不相同，例如： 

o 马尔代夫在 Second Life 中的 Diplomatic Quarter of Diplomacy Islan

d 开设了虚拟大使馆74； 

o 秘鲁圣马丁大学利用 Second Life 构筑了秘鲁考古建筑的原型以便在建筑

课程上使用75； 

o 纽约法学院 (New York Law School) 在一项试点项目中，利用 Second Li

fe 创造了一个供政府实体和利益群体征询公众意见的在线环境，即“Demo

cracy Island”（民主岛）。该项目旨在提供“一个无论在家还是工作中

都能随时访问的在线空间”以及“将市政厅会议的卓越性与电话会议或网

络会议的便捷性相结合”。76  

                         
72 “What is Second Life?（什么是 Second Life）”，secondlife.com。 

 
73 “Second Life Forums Archive（Second Life 论坛存档）”，secondlife.com。 

 
74 “Sweeden Trumped by Maldives in Second Life（马尔代夫抢先瑞典在 Second Life 中开设大使馆）”，The Local 

新闻网，2007 年 5 月 22 日。 

 
75 “Conversation IV, 2012 in Second Life: ‘Groups Teaching in Second Life’”，圣马丁大学，2012 年 4 

月 17 日。 

 
76 “Democracy Island（民主岛）”，NYLS Do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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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虚拟现实工具 － 正如 Mikey O’Connor 在 MSI 专家组的在线交流平台上

所述，ICANN 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公众在网上面对面地交流”。同时他还

补充道：“对那些永远没有机会出席面对面会议的公众而言，更好版本的 Secon

d Life 将帮助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并提出可以尝试使用 Oculus Rift 等新型

虚拟现实工具。 

• 学习实验室 (LearnLab) － Steelcase 的“学习实验室”是一个强调协作和相互

学习的工作空间。“学习实验室”利用空间几何策略性地将众多摄像机和投影仪

放在房间的不同位置，这样，远程参与“学习实验室”教室的人们便可以“环顾”

会议空间和看到房间里的其他与会者，而不是仅仅盯着屏幕上的会议材料或在房

间前面发言的人。77  

提问和意见整合流程简化工具  

为了简化公众论坛期间的议程设定流程，ICANN 可以在举行公众论坛前（例如，在两次会

议之间的闭会月份或在公众论坛之前的 ICANN 会议期间）和公众论坛期间使用调查/民意

测验工具来制定论坛的议程。ICANN 可以在 ICANN 会议前或会议中邀请参与者提交议题

想法，然后让与会人员（包括现场和虚拟参加的人员）对各个选项进行投票和发表意见。

一些可供 ICANN 针对此目的考虑或借鉴的工具包括： 

• Askmo.re － 一款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互联网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在活动期间提出

问题，然后由观众（现场或远程）对这些问题进行投票，确保那些 好和 受欢迎

的问题能被首先提出（和回答）。为节省浏览时间和鼓励简洁性，所有问题的字数

必须在 140 个字符以内。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查看所有已经被提出的问题，从

而可避免重复提问。而且，人们可以选择匿名提问，不必担心所提的问题太困难或

具有敏感性。 

• Livesift － 一款在大会和会议中使用的问题整合和调查工具，可部署在各种设备

上（例如，智能手机或计算机）。Livesift 允许用户执行以下操作：提交问题、

评估其他用户的问题、集体整理问题和为问题贴上标签、根据优先准则对问题项

进行排列和分组、创建调查问题、迅速将问题响应以直观的方式制成表格并呈现

出来供小组评议。 

鼓励参与者互联的工具 

为了帮助 ICANN 会议的志愿参与者发现其他在类似领域工作的人并和他们交流想法及

合作，或者帮助志愿参与者打破年龄或经验障碍，ICANN 可以利用在线论坛、移动应用

或桌面应用，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为参与者提供更多互联及合作的机会。一些可供 ICAN

N 针对此目的考虑或借鉴的工具包括： 

                         
77 《学习实验室：Steelcase 的研究项目之一》(LearnLab: A Steelcase Research Project)，Steel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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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illa Forums － 提供两种版本：开源论坛软件（免费）和可以创建自定义论坛

社区的云服务（付费），其中后者包括多项创新功能。Vanilla 用户可以使用预先

设定的“反应”对论坛话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如“喜欢”、“不喜欢”、“质疑”、

“不清楚”、“有用”、“需要进一步讨论”等，这些“反应”有助于对论坛内容

进行分类。此外，该服务还提供嵌入式游戏化功能，例如徽章和声望值，前者可通

过参与获得，后者可通过用户在论坛中的评论获得。 

• TED Connect － TED 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其举办的环球会议汇集了众多技术、娱

乐和设计等领域的杰出人物，一起“传播值得传播的创意 (spread ideas worth 

sharing)”。TED 会议的参与者会被邀请通过 TED Connect 互联，这是一款移动

应用程序，提供聊天功能和参与者的个人资料，以及行程安排和 新的会议更新。

ICANN 也可以为会议的现场参与者和远程参与者打造一个类似的应用程序，鼓励

他们在公众论坛和会议期间及之后围绕 ICANN 主题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与互联。 

集会下放工具和方法 

这里所提出的“集会下放”是指授予 ICANN 机构群体权利，让他们可以通过实际或虚拟的

空间对在公众论坛期间执行和分享的工作进行改进、补充和扩展。 

目前将单一事件“下放”给更广泛受众的案例非常之多，例如，美国人会为超级碗 (Supe

r Bowl) 或奥斯卡 (Oscars) 等大型体育或娱乐盛事举办“观看派对”，他们会在自己家

里一边举行着小型的盛会，一边通过电视或网络实时观看球赛或颁奖。这类下放的集会对

充满激情的群体而言很有意义。以下是一个可供 ICANN 借鉴、用于更普遍地促进公众

以这种方式参与公众论坛和 ICANN 会议的集会下放示例： 

• TEDx 活动 (TEDx Events) － TEDx 始于 2009 年，其宗旨是“在本地为群体、组

织和个人提供 TED 式的增强交流的机会”。TEDx 活动的方式是播放 TED 演讲视

频，或者将播放视频和现场演讲相结合。这些活动的“策划和协调都是完全由群体

独立进行的”。78 2009 年，TED 引入了“TEDx-in-a-box”，该工具包含一系列供

举办和组织独立 TEDx 活动使用的材料和一个活动“模板”。此外，TED 还启动了

一项翻译计划，志愿者可以通过该计划将 TED 会议上的演讲翻译成其他语言。 

o 在公众论坛方面，以上两种设计思路 ICANN 都可以效法，例如，将公众

论坛会议记录的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成除 ICANN 目前提供的 6 种

联合国语言之外的语言）众包，以及提供“ICANN Public Forum in a box”

（ICANN 公众论坛宝盒）模板供独立的组织者在 ICANN 官方公众论坛举

行之后举办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公众论坛等。为了帮助这些独立的公众

论坛与官方论坛衔接，ICANN 可以尝试使用上文提到的众多虚拟参与工具。 

o 除此之外，ICANN 还可以尝试另一种集会下放方法，那就是“博客直播”，

即部分个人通过互联网将会议内容“推送”给更广泛的受众。 

                         
78 “About TEDx（关于 TE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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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DMagic 服装展览会 － 2010 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旨在激发参展人员

展开讨论以及将展览会的受众扩展至虚拟空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展览会与《T

een Vogue》合作并挑选出 15 位博主，同时通过该展览会在 Tumblr 上的站点举

办了一场竞赛，挑选出另外 20 位博主。这些博主在到达展览会之后，便开始对

展览会进行报道、拍摄视频和照片以及参加小组讨论， 终使展览会的受众大大

增加。 

• 或许 ICANN 也可以邀请新人或 ICANN 伙伴以博客直播的方式参与 ICANN 活动，

以此向公众灌输信心和激励公众与其他参与者互联， 终为公众带来如亲身参与

公众论坛和 ICANN 会议般的增值体验。在下一次 ICANN 公众论坛期间，ICANN 

可以通过授予直播博主“官方记者”的头衔，激励他们对论坛进行直播。 

鼓励非在职人员参与的方法 

为了缓解在职人员参与在 ICANN 公众论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以及为了鼓励新来的 

ICANN 参与者提出新的见解和想法，ICANN 可以在公众论坛期间为非在职人员分配特定的

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非在职人员能够参与和发言。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和文化障碍会给实施带来挑战？ 

• 远程参与平台中的哪些工具或功能 能帮助 ICANN 公众论坛实现预期目标？

哪些工具或功能能在 ICANN 会议期间更广泛地使用？ 

• 公众论坛如何能在想要发言的人与应该发言的人之间找到平衡点？ 

• 在即将举行的 ICANN 会议中，是否存在任何可以测试上述方法或讨论哪些

创新工具对 ICANN 有用的机会？ 

• 如要采取此建议中提到的任何方法变革公众论坛，ICANN 需要增加与培训或人

员相关的哪些资源？ 

• 如何变革公众论坛才能让虚拟参与者从论坛中获得与现场参与者相同的结果？ 

• ICANN 如何衡量现场参与和远程参与成功与否？（例如，调查与会人员？） 

• 在现场会议或集会之后及以外，ICANN 如何利用公众论坛让公众持续参与 IC

ANN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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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6： 

尝试新的投票方式，提高决策的合理性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11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6-for-icann-enhance-decision-making-legitimacy-by-experime

nting-with-innovative-voting-techniques/ 

从理论到实践 

ICANN 决策的合理与否取决于受到决策影响的人们是否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构

建网民和 ICANN 机构群体能够轻易实现有意义参与的体系是 ICANN 义不容辞的责任。鉴

于此，ICANN 可以尝试新的投票方式，让群体来决定哪些问题比较重要以及哪些人 适

合就这些问题发言。 

ICANN 还可以尝试使用基于主题的投票模式，这有助于测试让机构群体围绕具体问题而不

是具体社群参与 ICANN 活动是否有效。 

尝试新的投票方式意味着什么？ 

大千世界，领域众多，人们使用的投票模式也纷繁多样。但所有投票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有一套定义合资格“投票者”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被认为是拥有成员身份。 

在思考如何在 ICANN 内引入新的投票方式才能达到以下目的时：a) 让公众更容易参与 ICAN

N 决策流程，以及 b) 让 ICANN 机构群体成员扮演思想领导者的角色，专家组建议 ICANN 

着重考虑尝试以下两种“投票模式”：流动式民主和优先选择投票。 

流动式民主 

流动式民主是“代理”投票或“委任”投票的一个实例。委任投票是可传递的，并且可在

任何时候撤销委任。委任投票的结果是产生“投票团体”，即部分个人同时代表其他人进

行投票。委任具有递归性，投票代理人（拥有其他人选票的人）可以将他们的投票团体委

托给另外的人。同时，投票是有“生命”的，人们可以通过再次委托或撤销委托来改变投

票代理人。79 关于流动式民主的介绍可参见由德国设计师 Jakob Jochmann 制作的视频。 

                         
79 “LiquidDemocracy（流动式民主）”，CommunityWik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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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择投票 

优先选择投票制又称为“排序复选投票”或“选择投票”，投票者可以选择多个候选人

（或问题）并根据偏好程度对其进行排序，而不是只选择一名候选人或一个问题。如果某

一候选人或问题的得票数超过 50%（即过半数），则该候选人或问题获胜。如果所有候选

人或问题的票数均未过半，则对得票 少的候选人或问题的所获选票上的第二选择进行计

票。以此类推，直到有候选人或问题的票数过半。这些投票方法可避免单独的决选投票和

少数人统治。关于优先选择投票的介绍可参见 C.G.P. Grey 制作的视频。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ICANN 既不是直接民主体系，也不采用代理投票制。ICANN 的多利益主体流程意在向利益

主体提意见，而不是投票。80 与直接控制结果不同的是，利益主体影响结果的方式是通过

意见、讨论以及对其观点的倡导。不同支持组织 (SO) 和咨询委员会 (AC) 所采用的投票和

审议流程各不相同。通常，工作组 (WG) 或任务组会向 SO/AC 委员会提出建议（迄今为止，

所有建议都是具有审议性质的）；随后委员会投票决定是批准还是拒绝 WG 的建议； 后，

理事会根据从政府到互联网 终用户再到域名注册服务商等众多利益主体提出的意见，投

票并做出 终决策。81 

ICANN 内充斥着各种狭隘、复杂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真正地了解多个问题。82 

在 ICANN，“政策”和“政策制定”的种类极其纷繁复杂。同时，ICANN 对“政策”与

“措施”之间的区别缺乏明确的界定。ICANN 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不同的“社群”进行处

理，例如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下的企业社群 (BC) 或知识产权社群 (IPC)。83 有人

认为，对于 ICANN 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结构，没有相应的明确程序说明将导致 ICANN 

的许多决策都要通过不严谨的专案方式进行。84 这些观点进一步突出了 ICANN 在实现合

理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ICANN 必须在该领域内、在提升自己

创新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的同时确保全球互联网的稳定。85 

                         
80 Steins, N. 和 Edwards, V.：《多用途 CPR 中的集体行动平台》(Platform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Multip

l e - U s e  C P R s ) ， 

国际公共资源研究协会大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1998 年 6 月 10-14 日）第 10 页。 

 
81 参见“GNSO 政策制定流程 (PDP)”、“图形化的 ccNSO PDP 流程 － ICANN”和 ICANN 初级读本，GovLab， 

（2013 年 10 月）第 11–13 页。 

 
82 Noss, Elliot：Ideascale 意见提交系统：“利用流动式民主恢复公众对决策的信心”，GovLab MSI 专家组 Idea

scale，2014 年 1 月。 

 
83 “被委任为 ICANN 理事会的 GNSO 成员”，GNSO.org。 

 
84 Noss, Elliot：Ideascale 意见提交系统：“利用流动式民主恢复公众对决策的信心”，GovLab MSI 专家组 Idea

scale，2014 年 1 月。 

 
85 例如，新 gTLD 计划便是 ICANN 承担预期风险的一个实例，该计划虽然会导致 DNS 不稳定（如域名冲突），但与 

ICANN 确保消费者选择权和互联网竞争这一使命相符。在这些“预期风险”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快速通道”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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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流动式民主或优先选择投票等创新投票方式可以： 

• 允许人们围绕主题和问题而不是社群进行组织。例如，GNSO 内存在许多不同的“社

群群体”，有时候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可能与他们所在社群的观点并不一致。这

种情况下，这些投票方式便具有很大的优先性。 

• 解决负责投票的人（通常是志愿者）没有足够时间和知识就每个问题进行有意义地

投票这一问题。 

• 允许人们选择不以委员会成员身份而直接就问题进行投票，从而绕过社群级别的

投票。 

• 允许人们将针对某些问题或候选人的投票权委托给他们信任的其他人，创建“信

任链”。86 

• 允许某些特定的人将选票汇集起来，这些特定的人可能根据要投票的问题不同而不

同。这意味着，委任投票可就特定问题在 ICANN 机构群体内部指定“思想领导

者”，然后由“思想领导者”在整个群体的支持下对该特定问题做出投票决定。 

• 保护投票者个人的隐私。 

• 降低参与门槛，因为委任的成本非常低。 

• 促进候选人的多样性，因为专业知识是基于主题的。 

• 限制权力集中：
 

o 例如，在流动式民主中，人们可以随时撤销委任、打破委任“链”和从

终代表那里拿走许多选票。87 

o 在优先选择投票中，投票者可以选择多个选项并按自己的偏好进行排序，

从而缓解机构群体中基于问题的分化。 

在 ICANN 内部实施 

在 ICANN 现有的利益主体群体和社群（统称为“组织”）中，可以作为组织人们投票的平

台不在少数。例如，根据 Elliot Noss 在 MSI 专家组交流平台上提出的建议，组成网络

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的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RALO) 可能就是适合通过创新投

票流程选出“领导者”的现有组织之一。88 Mikey O’Connor 也建议道，GNSO 非合同签约

                                                                         
N-ccTLD 流程，该流程允许国家/地区在不通过正规政策制定流程的情况下申请自己 ccTLD 的国际化版本（即 ccT

LD 的非拉丁字母版本）。另请参见：ICANN 初级读本，GovLab，（2013 年 10 月）第 14 页。 

 
86 “Transitive Delegations in Liquid Feedback（流动反馈中的传递性委任）”，LiquidFeedback.org（2012 年 

7 月）。 

 
87 同上。 

 
88 “Transitive Delegations in Liquid Feedback（流动反馈中的传递性委任）”，LiquidFeedback.org（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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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机构的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群体或许可以利用流动式民主来提升其开展和利用广泛外展的

能力。 

 

以下是可供 ICANN 试验的一些初步构想： 

流动式民主 

• 成员与投票资格 

o 可规定人们在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之一后，即可对 ICANN 的问题或人进

行投票：成为域名注册人（默认情况下利益相关）或表达自己的利益（例

如，提交一份“利益声明”，类似于提名委员会或工作组当前成员提交的

“利益声明”）。 

• 投票结构 

o 新的投票方式可以应用于 ICANN 当前采取投票流程的所有环节，如委员会

或理事会级别。例如，可在 GNSO 选举 ICANN 理事会第 13 和第 14 号席

位任职者89时采用流动式民主方法，这样，GNSO 成员既可以直接投票支持

某一理事会成员，也可以委托现有的委员会成员或非委员会成员代表其投票。

或者，当 GNSO 委员会投票表决某一问题时，GNSO 成员可以选择直接就该

问题投票，也可以选择委托他们信任的委员会成员或外部思想领导者代表

他们投票。 

• 投票程序 

o 流动式民主投票中的选票累积应该具有一定的透明性。选票累积不仅可用

于确定“思想领导者”，还可用于明确不同问题如何让 ICANN 机构群体分

化以及拥有多数支持和少数支持的立场分别是哪些。当然，投票者也可以

直接就问题进行投票。 

•  投票结果 

o 出于试行目的，流动式民主投票针对的问题或候选人应该作为当前实践呈

给理事会，并且可以向理事会提供一个更全面的群体意愿图，作为对通过

传统渠道正式提交的建议的补充。 

o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CANN 章程》的要求，如果 ICANN 同意在某一问题

或选举上正式采用这种投票方式，则理事会的职权应仅限于采纳/批准/拒

绝投票结果。 

                                                                         
7 月）。 

 
89 “GNSO Council（GNSO 委员会）”，GN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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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择投票 

• 成员与投票资格 

o 应与上述流动式民主的相同。 

• 投票结构 

o 只要是 SO/AC 委员会和 ICANN 理事会须投票表决的情况，都可以用优先选

择投票来迅速决定哪些问题或候选人获胜（例如，理事会有权任命提名委员

会主席的情况90）。此外，在选举委员会成员或理事会成员时，也可以通过

优先选择投票来选择候选人。提名委员会中具有投票权的成员也可以利用优

先选择投票来推选新的 ICANN 理事会成员。 

• 投票程序 

o 优先选择投票不仅可用于推选候选人，还可用于对问题或目标进行投票，

如 ICANN 5 年战略计划中列出的战略目标。 

• 投票结果 

o 应与上述流动式民主的相同。 

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针对这些新兴投票方式的案例研究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测试和研究

来弄清楚哪些方式在哪些情况下有效。与优先选择投票的案例研究相比，流动式民主投票

方式有几个较引人注目的实践案例。 

流动式民主 

• Pirate Party（海盗党）－ 由 Rick Falkvinge 于 2006 年在瑞典成立，如今已

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尤其是在欧洲）。部分海盗党“分部”正在尝试流

动式民主，其中以柏林分部 为著名。2011 年，柏林海盗党在柏林州选举中赢得

了 8.5% 的得票率。 

• World Parliament Experiment (WPE) － WPE 是一个“互联网上的全球民主模拟”
91论坛，采用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结合的方式。具体而言，该论坛使用的委任投票

方式有三个委任选项：不委任、随机委任以及委任给指定人。92 

                         
90 “ICANN Nominating Committee（ICANN 提名委员会）”，ICANN.org。 

 
91 “World Parliament Experiment FAQ” 

 
9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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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择投票 

• 美国 － 截至 2012 年 7 月，优先选择投票选举已经被应用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州

选举以及以下地方的地方选举：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加利福尼

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圣莱安德罗；佛蒙特州柏林顿；马里兰州塔科马公园；科罗

拉多州阿斯彭；明尼苏达明尼阿波利斯；华盛顿皮尔斯县；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缅因州波特兰以及北卡罗来纳州亨德森维尔。93 

•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 － 2009 年“奥斯卡 佳影片奖”的决选使用了偏好

投票的方法来决定 后 10 部入围影片。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如何定义投票成员和投票的资格标准？在个人符合所定义的标准后，如何对其进行

认证或身份验证？ 

• 能否在流动式民主或代理投票制中融入优先选择投票制中的 佳实践？ 

• 如何利用可实现高度灵活参与的工具来满足提高 ICANN 包容性和参与的全球性

的要求？ 

• 是否有人建议在 RALO 或非合同签约方机构内部试行此建议？其他组织中是否有适

合用作测试这些投票方式效果的平台？ 

• ICANN 可以依据哪些指标来衡量这些投票方式相对于当前决策流程的效果？ 

• 如何能更广泛地使用创新投票方式（如，让“大众评审团”使用）或如何利用这些

投票方式对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追溯（如，正式 PDP 以外的情况）？ 

• 如何应用这些创新投票方式才能既让投票者可以不断改变委任或排序（以应对不断

变化的情况）又能确保适当的投票截止时间？ 

 

 

                         
93 “Instant Runoff V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境内的排序复选投票）”，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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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7： 

使用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增加透明度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13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7-for-icann-increase-transparency-by-using-open-data-ope

n-contracting/ 

从理论到实践 

任何机构要在 21 世纪有效运营，都应该确保其决策者了解可帮助机构履行使命的必要信息

（就 ICNAN 而言，这一使命即确保互联网域名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这就

意味着，机构在其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在实现这项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应该保持透明。 

对 ICANN 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保持透明：将各种来源的所有数据，包括其注册管

理机构合同和注册服务商合同，以机器可读、便于使用的结构化格式免费提供给公众

在线查看和下载，当然，这种信息提供须遵守相关的隐私、保密、安全条款或其他适用的

限制条款。 

何为“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开放数据 

开放数据是指“公开供任何人使用并使用允许再利用的许可协议的数据”。94 开放数据的概

念早已有之，例如，自 1966 年颁布《信息自由法》以来，美国政府便一直致力于推动信息

的开放。然而，今天人们所了解的开放数据运动很大程度是在 2007 年塞巴斯托波会议之后

才形成规模的，当时“互联网的 30 位思想家和活动家”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塞巴斯托波

召开的会议，旨在“定义开放公共数据的概念和促成美国总统候选人接纳这一概念”。95 

近年来，由于世界各地许多宣传小组、学者、技术人员和政府在促进公开各类信息（从科

研数据到气象数据再到健康和教育数据）方面所做的努力，导致开放数据运动风起云涌。

另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对巨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更大更快地存

储、处理和分析，使得“大数据”（该术语旨在对当今数据的大量、高速和多样特性进行

描述96）在推动开放数据运动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4 Guerin, Joel：《开放数据时代》(Open Data Now)，纽约：McGraw-Hill，2014 年。 

 
95 Chignard, Simon：《开放数据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Open Data)，Paris Tech Review，2013 年 3 月 29 

日。 

 
96 Dumbill, Edd：《大量、高速、多样：关于大数据你需要知道的知识》(Volume, Velocity, Variety: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Big Data)，福布斯杂志，201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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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合同 

开放合同是指“用于扩大公共合同信息披露和参与的规范与实践。它涵盖从计划到合同义

务终止的整个合同链，包括招标和义务的履行”。97“公开合同合作伙伴关系 (Open Cont

racting Partnership)”是这一新兴领域的先驱，是在世界银行协会与代表德国联邦经济

合作与发展部 (BMZ) 的 GIZ 之间的合作基础上建立的。98 2013 年，“公开合同合作伙伴

关系”通过全球协商颁布了一系列开放合同原则，此次协商有近 200 个协作者参与，分

别来自政府、私人部门、民间组织、捐赠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这 11 条原则涵盖了从自

行披露到参与再到监控与监督的所有“开放合同”方面，旨在让合同“更具有竞争性和更

公平、改善合同履行情况以及确保发展成果”。99 

请注意，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在具体行业和群体的背景下，“引导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自行

披露与公共合同相关的文档和信息，实现真正地了解、有效地监督、高效地履行义务以及

对结果负责”。100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寻求并支持广泛而知情的参与”和“采用公开透明的政策制定机制”是 ICANN 的两大

核心价值。101此外，根据《义务确认书》的规定，ICANN 有义务确保“问责制、透明度和

全球互联网用户的利益”以及“坚持透明和可问责的预算流程”。102 

不过请注意，不管 ICANN 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哪些旨在提高透明度的行动，独立审核

小组、103ICANN 组织、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以及其他互联网组织已将以下问题

确定为亟待改进的领域： 

• 确保更多群体能获取理解 ICANN 理事会与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之间审议所需的

信息104； 

• 制定并报告衡量 ICANN 行动透明度的指标105； 

                         
97 “Open Contracting（开放合同）”，opencontracting.org。 

 
98 世界银行：《开放合同：一场方兴未艾的全球运动》(Open Contracting: A Growing Global Movement)，2012 年 

12 月 5 日。 

 
99 《开放合同全球原则》(Open Contracting Global Principles)，opencontracting.org。 

 
100 同上。 

 
101 ICANN 章程，第 I 条第 2.4、2.7 款。 

 
102 第 7 节，《义务确认书》，ICANN.org，2009 年 9 月 30 日。 

 
103 例如，2007 年的世界共同信赖组织和 2010 年的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 

 
104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二：《面向公众征询意见的建议草案报告》，ICANN.org，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 4 

页。 

 
105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二：《面向公众征询意见的建议草案报告》，ICANN.org，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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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和财务透明106； 

• 通过改进的“信息和文档处理”实现“主动透明”107； 

• 与不主动向公众提供的信息相关的信息请求处理以及适用于此类请求的豁免108； 

• 透明度审核 － 即，确保透明度审核不会通过“勾选一系列复选框来衡量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109 

鉴于以上种种问题，ICANN 可采用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机制来提高 ICANN 的透明度，同时

为机构内外那些旨在研究和理解 ICANN 决策影响的人们提供条件。具体而言，此建议中提

到的构想可有助于： 

• 增加关于 ICANN 的可共享和访问的数据和知识的量，加强旨在确保 ICANN 和 ICANN 

机构群体对签约方和全球公众负责的努力； 

• 让更广泛的技术人员和开发人员受众可以了解到关于 ICANN 的大量公开信息，进而

为创造新意义和新见解提供可能（例如，通过将多个数据集分层和创建交互式可视

化系统）； 

• 推进围绕 ICANN 决策及其影响的研究和理解。例如，对 ICANN 开放数据和其他互联网

监管组织的数据进行分层可有助于为 ICANN 带来新的有意义的见解； 

• 扩大政策网络，促进知识的创造。特别地，数据结构化可实现互操作性，从而让人

们更容易围绕数据进行协作，直至完成共同的目标； 

• 将合同合规性的监督工作下放给更广泛和/或感兴趣的部分 ICANN 全球群体去完成； 

• 为 ICANN 内外的开发人员、技术人员、学者和感兴趣的个人提供可以轻易了解 ICANN 

的渠道，从而促成新的参与方式； 

• 让公众更容易访问和使用完整、准确、及时的 ICANN 相关数据，为实现以数据和

证据为依据的决策提供条件； 

• 鼓励小型企业使用开放 ICANN 数据开发新的应用和服务，创造经济价值； 

• 让公众能逐渐更深入地了解 ICANN 与合同签约各方扮演的角色、ICANN 招标流程中

可加以改进的问题或领域以及完善合同的机会和/或需求； 

• 通过“节省时间、提高资金价值和增大中小型企业签订公共合同的机会”来改进 I

CANN 招标流程。110 

                                                                         
页。 

 
106 《关于 ICANN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声明》，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2009 年 5 月 16 日。 

 
107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独立审核》，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2010 年 10 月 20 日，第 25 页。 

 
108 同上，第 26 页。 

 
109 《互联网协会对机构群体关于 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问题的答复》，互联网协会。 

 
110 世界银行协会和公开合同合作伙伴关系：《开放合同：透明度和问责制新领域》(Open Contracting: A New Front

ier fo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2013 年 10 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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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发布结构化开放数据111还可能帮助 ICANN： 

• 为文档的轻松共享、参考、索引、发现、链接、再次利用和分析创造条件； 

• 更容易地更新文档； 

• 为协同工作提供常用的词汇表； 

• 更容易地捕获和分享关于战略计划的反馈；以及 

• 允许对合同合规性进行更容易和更多元化的监督。 

在 ICANN 内部实施 

尽管我们相信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能够帮助 ICANN 提高透明度并进而成为一个有效的

组织，但 ICANN 需要采取许多步骤才能将这一建议付诸实践。在开始准备试行此建议

时，ICANN 可以采取下面一些初步步骤： 

开放数据 

第 1 阶段：明确相关数据集 

在将任何数据变成开放数据前，ICANN 必须先弄清其创建或收集的数据的所有类型（正如

弄清数据来源），然后再确定应该依据何种标准将真正隐私和机密的信息排除在开放数据

政策以外。例如，现阶段 ICANN 可以将数据分为以下几类： 

• DNS 注册管理机构数据； 

• 公开数据和已经开放的数据； 

• 政策数据； 

• 战略数据； 

• 全球利益主体参与数据； 

• ICANN 会议数据； 

第 2 阶段：明确用以定义开放 ICANN 数据的方法和原则 

在与 ICANN 机构群体共同起草开放数据政策时，ICANN 应确保双方就制定这类政策必须遵

循的关键原则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传统的定义，如果数据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则被视为“开放”112： 

                         
111 参见“StratML”，fido.gov 等。 

 
112 下面各项原则适用于：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行政部门负责人备忘录，《开放数据政策 － 信

息资产的管理》(Open Data Policy – Managing Information as an Asset)，201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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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 － 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免费向所有人提供，但受隐私、保密、安全条款

或其他适用的限制条款约束。 

• 可访问 － 即，以开放、可修改和机器可读的格式向所有人提供，任何人均可轻松

获取和再次利用。 

• 经描述 － 即，“已充分描述，数据消费者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这些数据的优势、

劣势、分析局限、安全要求以及处理方式”。113 

o 以结构化格式 － 采用标准化本体以便在所有 ICANN 战略和计划文档中使

用的格式 － 发布数据也可以。例如，StratML（Owen Ambur 在专家组在

线交流平台上的建议）等战略标记语言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这些信息。 

• 完整 － 即，以初级形态发布并提供尽可能详细且符合法律和其他要求的细节。 

• 及时 － 即，以 快的速度向公众提供，在保留数据价值的同时确保数据中的见解

尽可能接近实时。 

另外，这些原则也可以用来衡量 ICANN 内部任何开放数据倡议的成功与否。114 

第 3 阶段：制定开放数据政策 

在起草正式的开放数据政策时，ICANN 可以借鉴其他致力于推进这类政策实施的组织所确

定的 佳实践。例如，致力于“推广政府开放化、透明化”115的非营利组织阳光基金会 

(Sunlight Foundation) 编制的《开放数据指南》和样本语言，ICANN 在正式制定政策时

都可以适当参考。一些与 ICANN 尤其相关的指导包括： 

• 将数据的默认状态设置为开放； 

• 适当保护敏感信息； 

• 要求代码共享或或开源发布； 

• 强制使用唯一标识符（即，使用结构化的数据格式）； 

• 创建专门负责发布数据的门户或网站； 

• 创建用于访问信息的公共 API； 

• 制定适当的质控流程，保证数据质量； 

                         
113 同上。 

 
114 另请参见“Declaration（宣言）”，全球开放数据倡议。 

 
115 “Our Mission（我们的使命）”，Sunlight Foundation（阳光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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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阶段：制定实施计划 

在准备实施任何开放数据政策时，ICANN 应考虑以下事项116： 

• 设立或委任监督机构； 

• 征询机构群体和公众的意见，编制实施指南； 

• 如何制定一个快慢适中的实施时间表； 

• 提供充足的实施资金； 

• 确保将来可以不断对政策的可能变更进行审核。 

 

除此之外，阳光基金会提出的、ICANN 可在实施过程中加以考虑的其他指导包括： 

• 将透明化作为授予合同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及 

• 建立或探索 ICANN 与外部组织（如，研究组织、智囊团或学术机构）之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扩大参与范围等，明确不同 ICANN 服务交付之间的差别。 

• 例如，ICANN 可以组织一次“编程马拉松”活动，并向那些利用 ICANN 所发布数据

开发出有用的应用程序或工具的参与者颁发奖品或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参与 ICANN 的

机会。 

第 5 阶段：通过创建 ICNAN 开放门户进行实施 

要在 ICANN 内部成功实施开放数据政策，就必须向机构群体和公众提供一个可以访问所有

数据的单一、易于找到的地址，如“ICANN 开放门户”。以此为例，这个新的 icann.org 

网站可以作为以用户友好和可访问的格式提供开放数据的平台，使公众能够使用和共享 IC

ANN 数据，进而帮助产生新的见解以及为新应用和服务的开发创造灵感。 

事实上，ICANN 目前已经开始在逐步开放其数据；例如，将 ICANN 章程发布在 StratML 中。 

开放合同 

实行开放合同 

ICANN 可以采用 2013 年 10 月《政府公开指南 2.0：公共合同》草案中列出的步骤来试

行开放合同117： 

 

                         
116 《开放数据政策指南》(Open Data Policy Guidelines)，阳光基金会。 

 
117 《草案：政府公开指南 2.0：公共合同》(Draft: The Guide to Open Government 2.0: Public Contracting)，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中心，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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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步骤： 

• 认识到公众有访问公共合同信息的权利 

• 制定确保流程公平透明的公共合同框架 

中间步骤： 

• 定期披露公共合同相关文档和数据的核心内容 

• 提高利益主体披露、理解、监督合同信息和采取相关行动的能力 

进阶步骤： 

• 制定公共合同的参与机制 

创新步骤： 

• 为公众参与公共合同提供资金支持 

• 以上述步骤和“公开合同合作伙伴关系”原则为指导，制定并实施公共合同计划。

这需要确定哪些 ICANN 合同可受公开合同政策约束，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合同、注册

服务商委任协议和 ICANN 采购合同。118 

当然，在实施这些步骤时，ICANN 应该考虑是否符合相关的隐私、知识产权和安全条款。

[26，Bacon, Laura：《开放合同改变游戏规则：实现政府公开和打破“各自为政”》(Ope

n Contracting is a Game-Changer: Opening Up Governments & Busting Silos)，公开

合同合作伙伴关系，2013 年 10 月 28 日。]特别地，ICANN 应该征询公众及 ICANN 机构

群体的意见，共同决定应该遵循哪些共识性流程以确保所有已完成的修订都是负责任和有

限的。 

此外，为了“确保合同普遍可搜索和可比较，必须制定开放合同标准并将这些标准与其他

透明度举措一并实施”。119 因此，任何已达成共识的结构化数据计划都应算作合同数据

标准。 

尝试采用开放式采购平台120 

在涉及到 ICANN 采购合同时，为了帮助减少浪费、低效和腐败的可能性，ICANN 可以

尝试创建一个开放式的采购计划和平台。 

                         
118 另请参见世界银行协会和公开合同合作伙伴关系：《开放合同：透明度和问责制新领域》(Open Contracting: A N

ew Frontier fo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2013 年 10 月。 

 
119 同上。 

 
120 参见《英国公共部门中的开放式 IT 采购》(Open IT Procurement in the UK Public Sector)，欧洲开放论坛，

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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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购中应用开放原则（例如，参见阳光基金会的指南示例121）可有助于 ICANN 提高与外

部供应商和实体签订合同的透明度，同时加强 ICANN 合同签订中的竞争性和以证据为依据

的决策。 

这类开放式采购平台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开放，即邀请 ICANN 机构群体和公众对 ICANN 

内的采购方案进行排名、投票和评估。需要注意的是，ICANN 需要向机构群体清楚阐释关

于这类系统的信息，并确保那些参与采购方案评估的人们对 ICANN 工作人员及/或理事

会将如何使用他们提供的意见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例如，将这些要求作为其他/有益的注意

事项或与意见捆绑在一起）。 

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一些可供 ICANN 参考和借鉴的成功开放数据举措和平台包括： 

• 美国政府 － 奥巴马总统在 2008 年第一天上任时便签署了一项《透明和开放政府

行政命令》，从此开启了美国使用开放数据之路，根据该行政命令的规定，所有联

邦机构必须共同努力，将政府打造成一个“透明、公众参与和协作的体系”。2013 

年 5 月，为了推进此项举措的实施，奥巴马政府发布了一项开放数据政策，对术

语“开放数据”进行了明确定义并规定，联邦机构应在遵循以下原则的前提下，以

结构化的方式（允许 终用户完全查看和使用数据）提供机构数据： 

o 公开 

o 可访问 

o 经描述 

o 可再利用 

o 完整 

o 及时 

o 发布后管理 

o 如今，联邦机构数据已作为开放数据在 data.gov 平台上发布。 

• 肯尼亚开放数据倡议 － 为了让“公众能通过单一的门户网站免费获取关键政府数

据”，2011 年 7 月 8 日，肯尼亚总统 Mwai Kibaki 发起了开放数据倡议。该倡

议旨在将政府数据作为一项资产与公众共享。截至 2011 年 11 月，“已有近 390 

个数据集被上传至网站”。 

                         
121 参见《采购开放数据指南》（Procurement Open Data Guidelines），阳光基金会。 

 



 

 68 

• 澳大利亚开放数据 － 澳大利亚的开放数据倡议包括 data.gov.au 平台，该

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种可轻松查找、访问和再利用澳大利亚政府公开数据集的途

径”。截至目前，该网站上已有来自超过 125 个组织的 3100 个数据集。值得注

意的是，澳大利亚的开放数据门户直接鼓励用户“通过使用、分析和整合政府数据

来开发让所有澳大利亚人受益的工具和应用”。 

• 英国开放数据倡议 － 2010 年 5 月 31 日，英国首相指示英国政府向公众开放

某些特定数据，“以便第三方可以再利用这些数据”。供英国联邦政府发布开放数

据的中央枢纽是 data.gov.uk。该平台提供了众多可搜索和下载的数据集，以此鼓

励公众参与和监督政府。 

• 此外，英国开放数据倡议还包括“开放支出”(Open Spending) 项目，要求各部门

按月将“所有超过 25,000 英镑的英国中央政府支出交易”公布在 data.gov.uk 

上。 

• 世界银行开放教育数据倡议 － 2014 年 1 月，世界银行推出了一款名为“实现更

好教育结果的系统方法（Systems Approach for Better Education Results，SABE

R）”的在线教育数据工具，旨在“帮助各国收集和分析其各自的教育政策信息、与

其他国家的政策对比以及抓住重点改革领域， 终确保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有学上”。

到目前为止，该倡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在“失学儿童多达 1100 万”

的尼日利亚，SABER 已经帮助其认识到“政策瓶颈，包括缺乏教育标准以及师资供

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一些可供 ICANN 参考和借鉴的成功开放合同举措包括： 

• 世界银行协会（World Bank Institute，WBI）－ WBI 与世界银行非洲地区

联手发起了一项“合同监督倡议，旨在联合各个不同的群体，加强对合同授予和

实施的监督”，这里的合同是指与油、气和采矿等采掘行业有关的合同。在该倡

议的推动下，“来自私人部门、政府、民间组织和媒体的个人开始结成联盟，致

力于获取合同信息、达成协议共识以及帮助确保协议条款在实践中得到履行”。 

• 布基纳法索 － 为了满足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 (EITI) 的要求，布基纳法索政府

在网上公开发布了其与采矿行业签订的合同，并邀请公众和研究人员仔细研读以确

保其中的条款规定得到了遵守。目前，人们对采矿合同数据的访问已大大提高，这

促使纽约财政观察研究所 (RWI) 启动“合同监督项目以评估全国采矿项目对关于

雇佣的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122 

                         
122 Deme, Ousmane 和 Kluttz, Carey：《开放合同解决布基纳法索采矿行业中的就业》(Open Contracting addresses emp

loyment in the Burkina Faso mining sector)，Open Contracting 网站，2013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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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伐克案例研究 － 斯洛伐克披露管理体制的案例研究，该案例旨在通过电子采

购和合同数据库向广大公众提供可轻松访问的各种采购数据，以此来打击贪污腐

败。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监督成本，还允许监督者和新闻工作者对采购程序进行

检查，从而反过来使一些不当流程更容易被揭露。123 

后，一些从开放采购运动中兴起、旨在降低合同参与门槛的应用包括： 

• RFP-EZ － RFP-EZ 源自美国白宫的“总统创新之友”(Presidential Innovatio

n Fellowship) 计划，是联邦在采购创新中的一次尝试，旨在帮助企业（尤其是

在政府招标流程 RFP 中不太可能占据优势的小型企业）了解和角逐政府合同。

到目前为止，该试点项目已经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就；通过 RFP-EZ 收到的报

价比 FedBizOps 平均低 30%。 

• Procure.io（或 ScreenDoor）－ Procure.io 是在 RFP-EZ 试点项目的基础上开

发的，旨在让政府的采购更简单、透明，以及提高政府对技术的获取能力。该项

目现阶段主要有三个目标： 

o 建立一个政府间的工作说明书库，并允许任何人（居民、供应商、专家、活动

家）对其中的说明书进行评论和帮助编写； 

o 将 Procure.io 作为一个源平台或云平台充分发展，创建计分系统、授予系统

和简便的投标流程，同时为那些有意实施该技术的城市提供相关文档和明确哪

些城市可以实施该技术；以及 

o 构建工具，帮助企业注册承包商认证。 

• Peer to Procure（同行采购）－ Peer to Procure 是纽约大学 Wagner 公共服务

研究生院的一项研究生毕业设计项目，提出了“通过在线收集关于采购文件草案的

反馈来提高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采购的质量”。在该项目中，设计小组建议采用

具备以下特征、基于同行的新的在线采购流程124： 

o 只需低标准、经验证的专业帐户（如，LinkedIn）即可登录； 

o 强制接受关于滥用的条款和条件，规定对滥用行为进行惩罚或处以罚款； 

o 以透明的方式公布用户身份； 

o 允许用户在采购文件草案上添加高水平或具体的反馈；以及 

                         
123 Fumas, Alexander：《案例研究：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开放合同》(Case Study: Open Contracting in the Slo

vak Republic)，Open Contracting 网站，2013 年 8 月 14 日（不过，根据案例研究的结果，此项举措还需要

在所发布采购数据的格式方面有所改进，以及制定正式和非正式的执法机制以确保所有采购违规行为都得到应有

的惩处或尽量避免。）。 

 
124 Frew、Katherine、Juan Pablo Giraldo、Rika Gorn、Kevin Hansen、Daniel Saat 和 Alexandra Skayne：《同行采

购：一个通过在线收集关于采购文件草案的反馈来提高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采购质量的提议》(Peer to Procure:  

A Propos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curements Funded by The World Bank by Enabling Online Feedback 

on Draft Procurement Documents)，纽约大学 Wagner 公共服务研究生院，201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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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允许用户对其他用户的反馈进行评论、打分或“添加标记”。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和文化障碍会给实施带来挑战？ 

• 除了核心的“开放”原则以外，ICANN 还可以利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开放数据和开

放合同举措的影响？ 

• ICANN 如何能营造一个鼓励第三方使用 ICANN 开放数据的环境（例如，通过

挑战赛）？ 

• ICANN 如何将当前数据发布实践作为基准来与任何新的流程进行有意义地对比？ 

• 此建议是否遗漏了其他应该包含在开放数据政策中的 ICANN 数据类型？ 

 
致 ICANN 的建议 8： 

实行参与式预算，加强问责制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13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8-for-icann-increase-accountability-through-participator

y-budgeting/ 

从理论到实践 

为了将责任下放，更直接地在 ICANN 工作（例如，预算决策）内引入公众利益考虑，I

CANN 有必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机制。在借鉴全球参与式运动 佳实践的同时，ICANN 可

以对众多不同的方法进行测试， 终找到合适的方法，让群体根据自身的需求及这些需求

的优先性提供意见，以及对 ICANN 的支出决策进行投票。ICANN 可以尝试不同的方

法来实行参与式预算， 终实现让全球公众能直接参与某些预算决策。 

实行参与式预算意味着什么？ 

参与式预算 (PB) 是一项允许某一区域（地区、组织或某些特定群体）的公众（“成员”、

“利益主体”）参与组织部分或全部可用资金的分配的流程。125 参与式预算于 1989 年起

                         
125 “What is Participatory Budgeting（何为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budgeting.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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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巴西阿雷格里港126，如今已扩散至全球 1,500 多个城市。参与式预算也可以用于“郡/

县、州/省、住房管理局、学校和教育系统、大学、联盟以及其他公共机构”。127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每年，ICANN 都会在征询机构群体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ICANN 计划和运营预算。具体而言，

ICANN 会在每个财年的后面六个月内，制定下一财年的运营计划和预算。所有计划方面都

是在与 ICANN 机构群体进行全面、多阶段的协商后制定的。128 

不过，在涉及 ICANN 预算和财务管理时，尽管 ICANN 也征询了机构群体的意见，但仍有

公众呼吁 ICANN 加强问责制。129 近，ATRT2 在其报告草案中提出了以下建议： 

• ICANN 应公布审核小组预算，“并提供根据以往 [ATRT] 小组经验分配金额

的 

理由”130； 

• ICANN 理事会应“改进预算征询流程”，以“确保预算结果能反映 ICNAN 机构群

体的意见”131。 

此外，ATRT2 报告草案还指出“根据机构群体就《2014 财年运营计划和预算草案》提出的

意见来看，机构群体对 ICANN 财务问题存在诸多担忧，并呼吁 ICANN 提供更清晰明确的

报告以及/或采用不同的方式制定组织的预算流程”。132 

我们相信，实行参与式预算定能帮助解决部分这类问题。具体而言，参与式预算可有助于： 

• 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133，为创新项目及响应式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支持134； 

• 增进机构群体的了解，加强参与者及“民选官员”与其机构群体之间的关系135； 

                         
126 《巴西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tive Budget in Porto Alegre Brazil)，U

NESCO.org。 

 
127 “What is PB?（何为 PB？）”，PBP：参与式预算项目。 

 
128 《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框架及原则》，archive.icann.org。 

 
129 欲了解更多关于 ICANN 预算的信息，请参阅《ICANN 财务信息》，ICANN.org。 

 
130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二：《面向公众征询意见的建议草案报告》，ICANN.org，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 7 

页。 

 
131 同上，第 8 页。 

 
132 同上，第 62 页。 

 
133 Gilman, Hollie Russon：《参与式转向：参与式预算来到美国》(The Participatory Turn: Participatory Budgeti

ng Comes to America)，哈佛大学，2012 年 12 月 12 日。 

 
134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 Updates（参与式预算项目 新进展）”，纽约市议员 Brad Lander，2013 

年。 

 



 

 72 

• 加深机构群体对预算决策及其后果的理解和看法； 

• 让全球公众共同决定某些涉及公众利益的支出项的优先性。 

                                                                         
135 Gilman, Hollie Russon：《参与式转向：参与式预算来到美国》(The Participatory Turn: Participatory Budgeti

ng Comes to America)，哈佛大学，20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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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CANN 内部实施 

以下是一些可供 ICANN 参考如何在未来一年中设计参与式预算试点项目的初步构想： 

设计 PB 试点项目 

ICANN 应先决定哪类资金或哪些资金部分适合用来试行参与式预算项目，决定方式既可以

是征询多利益主体的意见，也可以是理事会在征询工作人员意见后自行决定。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用从“ 终手段之拍卖”中收集到的资金，目前，此项资金

正成为新 gTLD 计划中备受争议的部分，而且机构群体成员也建议将拍卖资金单独放置并用

于一些创新的场合。136 

确定了要使用哪部分资金之后，ICANN 可以设立某种“指导委员会”之类的，帮助开展与

机构群体之间关于设定流程规则的对话。这类委员会可以负责决定： 

• 参与式预算流程的参与条件； 

• 参与规则； 

• 每一项拟议项目的 小和 大资金限制；以及 

• 活动时间表和安排。 

流程 

设计好试点项目之后，ICANN 应邀请机构群体成员提出他们的需求并讨论可以满足这些需

求的可能解决方案，即头脑风暴、排序以及围绕可能的支出想法进行对话。 

专家组在其他建议中提到的各种开放式在线工具和方法可以很容易地为这一讨论提供支持。 

采纳结果 

在机构群体讨论时，参与式预算的参与者（志愿者或通过创新投票方式选出的公众）可以

充当“预算代表”，与指导委员会、积极参与 ICANN 预算决策的 ICANN 工作人员和机构

群体领导人共同参与讨论。 

“预算代表”可以根据更广泛群体对支出想法的讨论结果，制定出具体的提案。随后，全

体 ICANN 机构群体可对这些由群体编制的提案进行投票， 终，得票 多的提案（很有

可能要再经过理事会批准）由 ICANN 使用专为参与式预算分配的资金进行实施。 

                         
136 Chalaby, Cherine：“Transcript: ICANN Public Forum（文字记录：ICANN 公众论坛）”，2013 年 11 月 21 日，第 

18 页。 

 



 

 74 

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 纽约市参与式预算 (PBNYC) － 2011 年，四名纽约市议员推出参与式预算流程，

邀请纽约市居民来决定如何分配部分他们可自由支配的资金。随后，另外五名市议

员也加入了这一举措。在 2013 年 9 月到 2014 年 4 月期间，这九名市议员将邀

请居民直接投票决定如何使用“每个参与选区至少 100 万美元的可自由支配资金 

－ 总计约 1200 万美元”。每个选区的居民都可以提出自己希望的当地基础设施

项目并进行投票。随后，议员会将得票 多的项目提交给议会。137 

• 巴西阿雷格里港 － 1989 年，在这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巴西阿雷格里港

率先推出了“参与式预算”项目。在这个人口仅一百多万的城市，出席并参与预算

讨论的居民达到了 1.4 万。这些居民通过参与式预算选择了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投

资的项目、决定了在不同公共工程领域支出的金额以及突出了政府规划和行动中的

某些重点项目。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远非表面文章，它确确实实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影响。例如，在市民提出应该先发展基本的卫生设施工程后，城市排水和污

水系统惠及的家庭数量明显增多。138 

• 美国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OGP) 全国行动计划 － 今年（即 2014 年），奥巴

马政府将与“强大的城市，强大的社区”（Strong Cities, Strong Communities，

SC2）倡议合作 －“联邦政府与长期面临制定和实施经济战略困难的困境城市市长

之间的独特合作关系”139－ 旨在“为社区提供可用于实施项目的工具和 佳实践；

提高其他美国社区的认识，让他们明确参与式预算可用于决定当地的投资重点；以

及让社区了解参与式预算及其优点”。140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或文化障碍会给实施带来挑战？ 

• ICANN 如何确定目前公众对预算意见征询的参与是否充分？ 

• 就通过参与式预算流程提出的观点实施公平、合理的群体投票的 佳方式是什么？ 

                         
137 “About（关于）”，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New York City（纽约市参与式预算）。 

 
138 《巴西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tive Budget in Porto Alegre Brazi

l)，UNESCO MOST Best Practices for Human Settlements（UNESCO 人类居住环境 佳实践）。 

 
139 白宫“强大的城市、强大的社区”理事会：《强大的城市、强大的社区倡议：第 1 年年度报告》(Strong Cities, 

Strong Communities Initiative: 1st Annual Report)，2013 年 4 月。 

 
140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美国第二个开放政府全国行动计划》(Second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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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要如何扩大参与式预算规模才能让众多多元化的人群有效参与某些 ICANN 

支出决策并进而成为 ICANN 的有效参与者？ 

• 哪些因素应作为允许、邀请或实现公众参与参与式预算流程的条件？ 

• ICANN 怎样才能制定出通用的参与式预算影响评估标准和指标，尤其是与现有的

公众意见征询和咨询流程对比？ 

• ICANN 内的参与式预算如何才能容许利益或地区的变更？ 

 

致 ICANN 的建议 9： 

实施轮值限制，获得包容性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21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11-for-icann-get-inclusive-by-imposing-rotating-term-lim

its/ 

从理论到实践 

为全球公众谋福利意味着 ICANN 必须努力打开所有开放的大门，让世界各地的所有利

益相关方都能参与进来。不过，向所有人开放并不等于允许广泛、多样化的部分利益主体

对 能影响他们的决策进行控制。 

作为在授予决策权时扩大参与、实现参与多样化和提高包容性的一种方法，ICANN 应该

尝试对 ICANN 内部所有可选举职位实施轮值限制。 

何为轮值限制 

“任期限制起源于古希腊，自公元前 6 世纪开始，许多雅典官员便是通过随机抽签选出

的，并且只能任职一年。”141 

在 ICANN 内实施轮值限制是指，对所有经推选或委任在 ICANN 内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任

职的个人，应限制他们任职的期限和交错安排他们任职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确保职位

的连续性和稳定。 

在古雅典，任期限制是一种用以“避免各种根深蒂固的官僚结构”的手段。142 根据专家

们的意见，“实施轮值限制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如果一位有能力胜任的公民希望在其组织

                         
141 Altman, Alex：《任期限制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erm Limits)，《时代周刊》，2008 年 10 月 3 日。 

 
142 Manville, Brook 和 Ober, Josiah：《公民公司：世界第一个民主政治告诉领导人如何创建伟大的组织》(A Comp

any of Citizens: What the World’s First Democracy Teaches Leaders About Creating Great Organization

s)，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2003 年，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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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职，则组织应该给予他这种机会”。143 

正如 Sam Lanfranco 在“《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之评”中指出： 

轮值限制是扩大参与、防止被选出机构内部拉帮结派的一种方法。国家政治

中经常利用这些限制来避免在选举流程中某个选举职位受到王朝式的延续性

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轮值限制只是用于分散工作负担，或扩大参与决策和

领导层的机会。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正如 Lafranco 以 ICANN 非营利运营问题社群的名义指出的那样，尽管 ICANN 在做决策

时通常会先讨论再达成共识，但“对参与 ICANN 内部运作的新人而言，委员会的人员

构成和结构看起来确实存在王朝延续的元素”。144 

此外，一直以来，ICANN 理事会都因未完全开放145或做决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全球广大参与

者提供的意见而饱受诟病。前几年，有意见反馈者就指出：“虽然许多用户自 ICANN 成立

以来便争取通过各种途径参与 ICANN 的工作，但似乎这一广泛参与对重要决策的影响微乎

其微。”146其他公众也指出，ICANN 合理性备受指责的“核心”在于“ICANN 的组织结构

和活动与参与式民主施政这一理念相违背”。147 

实施轮值限制可帮助 ICANN 平息部分公众指责（无论问题是真的存在还是他人认为存在），

包括指责理事会滋生官僚主义，忽视群体的意见，不尽自己所能充分利用全球群体的力量。

将“把关”责任轮流下放可有助于获得新的视角，同时让更多人成为 ICANN 内部的决策者。

此外，轮值限制还可以增加整个 ICANN 机构群体内部的知识和经验共享机会，消除实际和

假想的等级壁垒，并让更广泛的群体能够通过 ICANN 的把关职能做出贡献。 

具体而言，轮值限制具有以下潜力： 

• 为 ICANN 内的决策职位注入新的观念148； 

                         
143 同上。 

 
144 Lanfranco, Sam：《“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之评》，Distributed Knowledge（杂文）博客，2014 年 

2 月 12 日。 

 
145 Froomkin, A. Michael：《网络空间中的错误弯道：利用 ICANN 绕过 APA 和宪法》(Wrongturn in Cyberspace: 

Using ICANN to Route Around the APA and the Constitution)，杜克法律杂志，第 50:17 卷（2000 年），第 

33 页（“ICANN 理事会和工作人员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运作，外界很难知道 DoS 对 ICANN 决策的影响究竟有多

大。”）。 

 
146 Palfrey, John：《试验结束：ICANN 建立全球互联网民主的尝试如何走向失败》(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H

ow ICANN’s Foray into Global Internet Democracy Failed)，哈佛法律与技术杂志，（2004 年）第 414 页。 

 
147 Verhulst, Stefaan G.：《公共合理性：位于十字路口的 ICANN》(Public legitimacy: ICANN at the crossroad

s)，openDemocracy 网站，2001 年 9 月 5 日。 

 
148 Basham, Partick：《任期限制：一种有效的改革》(Term Limits: A Reform that Works)，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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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投票者的选择”和提高候选人库的多样性149； 

• 提高整个 ICANN 机构群体的“学习和在职经验”水平150； 

• 逐渐增强 ICANN 机构群体的集体智慧，进而“加强对公民公司内在认识的 

共享”151； 

• 推进“审议民主”和“公民道德”152； 

• 避免根深蒂固的在职官僚153； 

• 防止可能出现“长期任职者滥用权力或利用职务谋取财政或政治特权”的情况。154 

试行轮值限制需要推选新的代表。ICANN 可以使用偏好投票制或优先选择投票制等选择投

票方式 来推选这些代表。Craig Simon 建议可以将优先选择投票当作“适用于任何参与规

模的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并指出一旦“运用得当”，此方法具备“为在线讨论和优先

选择提供高度可伸缩场所的潜力”。 

在 ICANN 内部实施 

在 ICANN 内部试行此建议可能涉及到，测试在 ICANN 投票机构内实施轮值限制对“制

度占据”的遏制作用。而且，试行此建议可能对那些负责无需征询公众意见的组织和管

理职能的理事会委员会也有一定的帮助，例如机构改进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 

相对于要求个人提出意见、贡献专业知识或执行推动职能的职位而言，轮值限制可能更适

用于负责投票的“把门人角色”。 

另外需注意的是，正如 Lafranco 指出的那样，为了“让 ICANN 的组织知识在其决策流程

中持续发挥作用”，成员资格的延续性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因此，在试行此建议时，ICAN

N 有必要与机构群体讨论以下两点，一是个人担任 ICANN 内有投票权职位的 佳任期；

二是可实现经验知识共享的 佳轮值安排。此外，ICANN 还必须制定适当的支持机制，为

共享和记录制度相关的经验教训提供支持，便于个人在任期开始时做好充分准备，以及在

                         
149 同上，第 4-6 页。 

 
150 Manville, Brook 和 Ober, Josiah：《公民公司：世界第一个民主政治告诉领导人如何创建伟大的组织》(A Comp

any of Citizens: What the World’s First Democracy Teaches Leaders About Creating Great Organization

s)，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2003 年，第 127 页。 

 
151 同上。 

 
152 Euben, J. Peter、Wallach, John R. 和 Ober, Josiah：《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Athenian Politic

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1994 年，第 339 页。 

 
153 Manville, Brook 和 Ober, Josiah：《公民公司：世界第一个民主政治告诉领导人如何创建伟大的组织》(A Comp

any of Citizens: What the World’s First Democracy Teaches Leaders About Creating Great Organization

s)，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2003 年，第 127 页。 

 
1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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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间积攒经验，供以后的领导人借鉴和沿用。155 

后，ICANN 还需要以目前的事态为基准，根据现状对轮值限制取得的成功和潜在不足进

行衡量。 

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 加利福尼亚州的任期限制 － 1990 年，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通过第 140 号提案

规定了议员的任期限制。2004 年，全美州议会联合会、州政府理事会和美国立法

领袖基金会开展了一项针对任期限制影响的研究，研究指出，此提案“加快了已经

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展的增加女性代表和少数党代表的进程”。156 但研究也发现，

“新的成员在任期结束后，更有可能拥有当地政府经验和在另一个办公室任职”。
157 

o 需注意的是，评估萨克拉门托任期限制的影响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分析实

施任期限制后的“立法表现、投票行为、理事会活动以及议案的涉及范围

和复杂度”相关数据。158 

• 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组织理事会 － 许多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组织的理事会均在

实施轮值限制，他们将这一措施视为“保持理事会活力的有效方法”，以及确保理

事会不断吸收“新的思想、经验、人脉等”和为新的理事会成员提供“任职（至少

一年）期间的 大化服务意识”的有效方法。159 而且，经轮换不再担任职务的理

事会成员还能填充委员会和/或任务组的候选人库。 

• 总统创新之友 － 美国“总统创新之友”尽管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轮值限制，但

“创新之友”基本上是“来自私人部门、非营利机构和学术机构的顶尖创新人员”，

他们会在“6-13 个月的‘任期’”内与“政府顶尖创新人员”配对，旨在“开发

可挽救生命、节省纳税人的钱以及帮助创造就业机会的解决方案”。“创新之友”

的挑选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创新人员必须本着“在 短的时间内创造出 大价值”

的信念。160 这种基于项目的短期方法可以成为协调基于问题的工作组的可能方法之

                         
155 Otten, Laura：《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任期》(Term Limits for Nonprofit Boards)，Nonprofit Resource Cente

r（非营利组织资源中心），2009 年 8 月（“制度的历史演进应得到记录，记录格式应采用容易与他人共享的格

式。”）。 

 
156 Cain, Bruce 和 Kousser, Thous：《适应加利福尼亚州的任期限制： 近的经验和新的方向》(Adapting to Term 

Limits in California: Recent Experiences and New Directions)，任期限制联合项目，（2004 年）第 2 页。 

 
157 同上。 

 
158 同上，第 11 页。另参见 Basham, Patrick：《加利福尼亚州等的任期限制试验评估》(Assessing the Term Limit Ex

periment: California and Beyond)，Policy Analysis（政策分析） 第 431 卷，2001 年 8 月 31 日。 

 
159 《理事会成员的轮值（固定任期）》，美国基督教大学院校联会。 

 
160 “FAQ（常见问题解答）”，Presidential Innovation Fe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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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或文化障碍会给实施此建议带来挑战？ 

• 是否应该在 ICANN 基于共识的工作组内实施轮值限制？为什么应该或为什么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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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内各职位规定多长时间的任期限制比较合适？ICANN 是否可以通过受控试

验来确定何种方案 适合各个群体或组织？ 

• 为了设计出 有效的试点项目，ICANN 可以通过哪种方式来评估目前实施某种任

期限制的投票机构所取得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致 ICANN 的建议 10： 

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提高包
容性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17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9-for-icann-become-more-inclusive-by-moving-from-stakeho

lder-engagement-to-global-engagement/ 

从理论到实践 

ICANN 在参与方面有两大任务：1) 开展全球外展活动，提高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对 I

CANN 及其角色的认识；161以及 2) 建立可利用和确保公众持续参与 ICANN 的参与机制。
162 无论是对 ICANN，还是对通过自下而上、分布式流程在人人都是互联网利益主体的

环境中运作的任何全球性组织而言，这两个任务都充满挑战。 

鉴于 ICANN 多层的参与结构，建立邀请公众（无论这些公众不清楚还是完全了解 ICAN

N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如何关乎自己的利益）参与的参与机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ICANN 应该在现有的利益主体群体参与流程之外，尝试建立补充性的参与机制。

例如，ICANN可以尝试替代或补充的参与渠道（如，基于主题或仅在决策阶段实行

的渠道），而不是让公众通过当前现有的利益主体群体渠道参与。这些渠道将更少

关注公众作为利益主体本身的利益，而更多地关注他们在某一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具体利

益，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能激发自己激情和能力的方式来贡献自己的才能。试验过程中，I

CANN 可将各种众包实践作为现有利益主体群体实践的补充。然后，ICANN 便可以凭经

验确定如何将不同的组织原则融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更合理、包容和高效的结果，才能

减少对把关者或决策者的需求而增加促进者或协调者的需求。 

                         
161 “Global Stakeholder Engagement（全球利益主体参与）”，ICANN.org。 

 
162 “Policy Mission（政策使命）”，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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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意味着什么？ 

ICANN 众多利益主体相互交流的途径是通过复杂的多利益主体（即，协作、分散和自下而

上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各 ICANN 组织（如，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网络普通用

户咨询委员会 [ALAC] 或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通过各自内部的自下而上流程达成共识。

每个组织下面又设立了自己的成员组织，这些成员组织都是按利益划分的不同社群和利益

主体群体（如，知识产权社群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社群）。这种组织结构的错综复杂性创

造了许多管辖区，让 ICANN 新手往往不能迅速理解或难以理解，从而给这些新加入者的参

与带来困难。因此，本建议旨在解决两个方面的挑战： 

• 如何让公众在“到达”ICANN 后就立即投入有意义的参与，以及相应地，如何在公

众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后确保他们持续积极地参与；以及 

• 如何建立允许公众“找到”ICANN 同时允许 ICANN 在第一时间主动找到那些相关

利益主体的参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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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 ICANN 诸多管辖区给公众带来的一些困惑，同时为了满足 ICANN 的以下两个需

求：a) 扩大参与基础163和 b) 充分利用公众对 ICANN 工作执行的参与，164专家组

建议 ICANN 在下列基础上制定一项渐进式外展战略： 

• 按决策或政策制定流程中的不同阶段（如，发现问题、议程设定、解决方案的制

定、实施、评估和审核）组织公众参与，或者围绕具体主题或问题而不是利益或

现有结构标准组织公众参与，力求在 ICANN 政策制定工作中有效利用各种级别的

专业知识； 

• 清晰明了地向公众介绍 ICANN 及 ICANN 的工作，并对工作进行框定以供不同的受

众参与；以及 

• 创建“多层”参与模式，让在职参与者作为新人提供辅导和指导。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ICANN 的潜在利益主体基础几乎包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鉴于此，ICAN

N 制定的旨在邀请利益主体参与和接受利益主体所提意见的参与及协作机制必须足够简单，

以实现 ICANN 与利益主体之间复杂的交互。165 在 ICANN，“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几乎

是必然的，换言之，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必定会催生跨学科和跨界的能力，从而帮助解决

问题。 

提高认识和实现有意义的参与是两个相互促进的过程，ICANN 在履行自己的外展和政策制定

职能时，必须同步地制定参与战略。任何利益主体参与战略应该能同时满足提高认识、提升

公众有效参与 ICANN 的能力以及提供一个可在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中充分利用公众参与的

结构/流程这三个要求， 终使 ICANN 成为一个更有效、更合理的组织。由于这三个过程在

某种意义上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应得到同步发展。 

上述种种因素表明，ICANN 的外展、参与和政策制定这三项职能是一脉相连的，相关的战

略框架必须要一方面提高公众认识，另一方面让具有特定专业知识和利益相关的公众参与

进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针对性众包和盲目众包”。然而，即使是众包，也不是一个完

全通用的战略：有些众包原则适用于广泛外展和一般性的参与（例如，针对新人），而有

些众包原则适用于利益和专业知识多样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针对性很强的个人参与。 

                         
163 计划：“国际化与区域发展”，ICANN.org。 

 
164 计划：“ICANN 机构群体”，ICANN.org。 

 
165 Andrus, Calvin D.：《维客和博客：走向复杂的自适应智能社区》(The Wiki and the Blog: Toward a Complex 

Adaptiv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tudies in Intelligence 第 49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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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非基于利益主体的战略框架来邀请和保持公众对 ICANN 工作的参与，ICAN

N 或许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参与机制，让更多、更多样化的公众参与 ICANN。具体而言，

本建议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ICANN 的组织结构对新人而言“过于复杂”166；人们往往

不明白谁才是真正的“ICANN 成员”；某些人认为自己不够了解 ICANN 的工作，因而无

法有效参与；以及 ICANN 缺乏可将公众训练成有效参与者（如果 ICANN 希望这样的话）的

机制。 

在 ICANN 内部实施 

ICANN 的参与战略应该足够灵活，可识别专家和新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人，并根据

不同的人自行调整。某些情况下，由于人们会依次、逐步地获取知识和经验，因而对 ICA

NN 工作流程中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而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可能具备一些可

帮助解决问题的跳跃性专业知识，但对 ICANN 不熟悉，不知道要去参与或者不知道如

何有意义地参与。 

因此，ICANN 的全球参与战略应该与政策制定流程战略性地联系起来，其中后者是众多志

愿者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就政策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为了不断提高合理性和有效性，IC

ANN 必须探索哪些决策类型和决策阶段更适合有经验的参与者参与以及哪些更适合后起专

家参与（其中，专业知识使用广义的定义）。 

以下是供 ICANN 试行此建议的一些初步想法： 

框定 ICANN 的工作，促进不同受众的参与 

ICANN 的工作可以也应该根据利益等原则进行框定。此外，根据问题、具体的决策任务、

工作与 ICANN 使命和任务的一般关系以及工作与更广泛互联网监管主题或问题之间的关系

来框定参与机会也是行之有效的。一般而言，人们对笼统的互联网监管问题的了解胜过他

们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中的具体“利益”（按照 ICANN 的定义）的了解。 

除以上原则以外，要充分、适当地对 ICANN 工作进行框定并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受众，I

CANN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地域和文化差异；不同地方使用的 ICANN 制度；认识到不同

类型的“专业知识”或能力可能在不同工作阶段于 ICANN 有益；以及人们对 ICANN 及其

工作真正了解的程度。某些人虽然是 ICANN 专家，但住在通常极少人参与 ICANN 的地方，

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这表明 ICANN 需要推行交叉外展战略）。 

                         
166 Ndonnang, Victor：“Transcript: ICANN Public Forum, ICANN 46, Beijing（文字记录：ICANN 公众论坛，ICA

NN 第 46 届北京会议）”，ICANN.org，2013 年 4 月 11 日，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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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通过不同的组织原则来确定如何能 有效地“雇用公众参与”

ICANN 工作 

与报告起草相比，问题框定等流程的意见征询可能更开放167，对于后者，人们可以使用类

似开放式头脑风暴工具或流动式民主投票的机制，且参与方式既可以是直接提交意见，也

可以是不提出意见而对他人的意见进行肯定或否定。随着公众不断获得专业知识，ICANN 

或许可以使用同样开放的方法来确定哪些人应该作为报告起草流程的主持人或作为进一步

细分决策时间表的决策者。 

在 ICANN 从事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问题/议题既适合广泛参与又适合针对性参与，对于这类

问题/议题，除基于利益主体组织公众参与以外，基于主题的组织方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补

充。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决策阶段的不同而采用不同外展方法的组织方式可能也有

用。在设计和提出这些框架时，ICANN 应实施一系列受控试验。任何新方法的设计都应确

保：当前的参与者能有意义地参与到任何试验；用于组织 ICANN 参与者的基于利益之方

法和替代性方法之间不会相互直接抵触，进而贬低价值。理想情况下，试验结果应该能帮

助 ICANN 找出如何有效平衡各种组织方式的途径，从而使每一种组织方式都能根据要处理

的问题或任务进行适当部署。 

作为基于主题组织方式的一个初步例子，可使用将 ICANN 工作分为以下几类的替代性

组织框架： 

• 与 ICANN 有关的广泛互联网监管原则，例如定义“公众利益”、建立“数字权限”

和践行好“网络公民”的角色； 

• 待专家解决的技术设计问题； 

• 涉及商标等事物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中通常需分出赢家和输家； 

• 价值与政治的问题。 

 

建立知识循环，在所有参与级别内共享经验 

随着公众不断获得知识和经验，成为 ICANN 工作流程中更有效的参与者，他们便可将自己

的经验分享给新人。正如 Mikey O’Connor 提出的那样，此举可有助于建立参与的“阶梯”： 

 

                         
167 Brown, Tim 和 Wyatt, Jocelyn：《运用设计思维推动社会创新》(Design Thin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2

010 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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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灵感来自 Mikey O’Connor 

初，人们通过网络、活动、所在大学或某些“第一联系点”了解到 ICANN 的存在。他们

可以随意查阅诸多可用的资料，这些资料均是为无相关 ICANN 知识的初学者准备的，旨在

引导他们明确自己的兴趣方向，提高他们对 ICANN 各种职责以及 ICANN 决策和政策如何

影响他们的认识。 

• 注：当人们 初“接触”ICANN 时，使用一系列专为简单参与设计的工具应该比较

有意义，例如开放式头脑风暴工具和在线学习平台（包括机构群体运作的常见问题

解答和维客）。 

就像新生 初来到大学时的情况，ICANN 可以为新人分配“向导”，这些向导会根据新人

已有的知识和了解到的信息，针对他们可能会对哪些活动感兴趣或者可能希望参与哪些活

动向他们提供建议。此外，ICANN 实验室 › 同业咨询网络也可以通过扩展来为实现这些

目的提供支持。 

一旦新人找到自己感兴趣或与自己相关的主题和领域，并成长为新手后，其他经验较为丰

富的 ICANN 机构群体成员便可以邀请他们参与一些可锻炼能力的低风险活动。一个典型的

活动例子就是 ICANN 公众意见征询期间负责起草意见的起草小组。 

• 注：在根据公众的兴趣将他们与具体兴趣和活动进行匹配方面，专家互联工具可以

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类工具可以系统地衡量和评估公众的专业知识，从而确

定不同的人 适合参与哪些具体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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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经验更丰富的机构群体成员一起参与实质性的工作，新手们会不断获得经验和信心， 

进而可能成长为某一特定 ICNAN 工作领域内的专家。这就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参与风险更

高 

和更为复杂的活动，例如，参与工作组或者甚至对 ICANN 组织内的委员会级别职位发表意见。 

然后，专家可以反过来为新人参与 ICANN 提供指导，如此循环往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 ICANN，一个主题领域的专家在另一主题领域内可能并不是专家，而上述参与模式的前

提是，假设人们能同时胜任各种参与级别的不同角色。 

此参与流程将让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有效参与 ICANN 工作流程，同时减少因公众缺乏

相关知识而带来的风险。 

建立机制，明确描述 ICANN 工作内各个级别的复杂性和专业知

识 

新人应该能够迅速了解以下三个问题：何为 ICANN？ICANN 的工作是什么？以及 ICANN 在

广义的互联网监管中的职责是什么？ 

• 注：为帮助新人尽快进入状况，ICANN 可以利用现有机构群体的经验知识，编制

出浅显易懂的内容，并在网上、区域会议或全球会议上加以分享。 

无论公众拥有的知识水平如何，这些资料和资源都可以被有效利用。呈现资料的方式应该

遵循一定的原则，确保知识水平高的公众可以独立按自己的兴趣参与，同时知识水平低的

公众也不至于跟不上。鉴于此，ICANN 好通过指导等机制实现这些资料的利用。 

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 IETF 由基于不同主题的工作组组成，基本不涉

及任何利益主体组织。任务组“面向所有感兴趣的个人开放”，168各个工作组由

领域主管负责管理，总共有八大“领域”，包括安全、传输、路径等。成立工作

组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一旦问题得以解决，工作组便自行解散。IETF 也有一

个针对新人的导师计划。 

• Stack Exchange － Stack Exchange 是由一系列问答网站构成的网络，每一个

网站包含不同领域的问题。任何人均可在 Stack Exchange 网站上提交问题，然后，

其他用户会对问题进行查看和修改，以及给出答案。答案在提出后，也可为用户查

看、修改和排名。从本质上而言，Stack Exchange 是由许多专家网络构成，这些

专家网络通过协商探讨流程让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具体问题所用。 

                         
168 “About（关于），I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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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协会 (ISOC) － 互联网协会“参与广泛的互联网问题，包括政策、管

理、技术和发展”，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使用健康、可持续的互联网”。169协

会“在跨组织和地域广阔的基础上发展其工作”，170 且主要通过遍布全球的“分

会”网络（目前在 6 大洲共有 80 个分会）推进工作。171 ISOC 的会员既有机构

组织也有个人，这种会员资格是免费的，主要在于为会员提供各种活动、会议和

其他演讲的参与机会。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ICANN 如何衡量其外展和参与工作对政策制定流程中公众参与方面的影响，以及如

何衡量不同参与类型给政策制定带来的不同影响？ 

• ICANN 需要制定或采取哪些激励措施和参与式结构才能提高利益主体对全球不同

机构群体的认识，以及 ICANN 如何以 佳方式运用这些激励措施和结构？ 

• ICANN 可以如何简化全球参与流程，以便公众在成为 ICANN 有效参与者“之路”

上有相对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 

• ICANN 如何衡量基于主题的参与相对于通过利益主体群体结构参与的影响，例如，

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或对参与度的影响？ 

• 为了扩大参与基础、鼓励有效参与者的参与并维持这种参与以及针对有经验的参与

者指导新人建立相应的机制，ICANN 在开展外展活动时应该利用哪些工具和功能？ 

 

                         
169 “我们是谁”，ISOC.org。 

 
170 “我们是谁：我们的全球方法”，ISOC.org。 

 
171 “加入我们：加入分会”，IS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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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11： 

“以证据为依据”，成为灵活、自适应和
及时响应的组织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19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10-for-icann-become-agile-adaptive-and-responsive-by-emb

racing-evidence/ 

从理论到实践 

全球互联网的稳定性取决于 ICANN 工作流程的效力，而后者本身又取决于利益主体对 

ICANN 工作的认识、接触和参与。鉴于互联网影响着全世界所有人的方方面面，因此，

为 ICANN 决策提供依据和指导的证据及数据应该也是高度多样化的。 

为了管理互联网唯一标识符这种“全球公共资源”，ICANN 必须具备应对互联网监管系统

的变化以及应对依托于互联网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的能力。 

任何机构组织都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它们利用各种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执行严

格的评估，找出可行的方法，改变不可行的方法。因此，ICANN 也应该通过研究小组、

研究部门或研究职能，以及旨在监测、评估、学习各种证据并将其更有效地应用于 

ICANN 决策实践的系统方法来提高自身的机构能力。 

ICANN 必须通过恰当的方法，对那些可靠、公正和适用于目前各种问题的证据加以利用。

在从“基于信念”到“基于证据”的决策方式的转变过程中，ICANN 还必须要避免“依据

决策制造证据”。 

“以证据为依据”意味着什么？ 

ICANN 在其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以证据为依据，包括组织的运营和管理、政策制定工作、

域名系统服务、外展和参与以及战略和预算规划。不同的证据有不同的问题和顾虑，可能需

要建立不同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衡量一项计划成功与否时，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采用不同

的衡量标准（定量和定性）。 

特别地，由于 ICANN 工作涉及到的数据类型纷繁多样，加之 ICANN 必须履行自己的“公

众利益承诺”，因此，可以采取 meta-ethnographic（meta 民族志）方法来研究。这是

一种系统研究方法，通过将不同来源的数据结合起来，“对不同研究中的概念和隐喻进行

转化并阐述”。172 相关研究工作应该事先确定它们希望的结果。ICANN 的研究工作必须

                         
172 “Meta-ethnography”，BetterEvalu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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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解释性”，即可以比较，建立在规范性框架的基础上， 终成为被人捍卫的原则。

此外，这类工作还应具有“自适应性”，即通过决策（例如，通过随机对照试验173）对方

法进行修改完善，而经改进的方法又反过来促进研究方法的改善。 

为了能衡量成功或“改进”流程，ICANN 必须首先在评估框架内制定衡量度量和指标。

其中，度量可以认为是一种衡量单位（如，投资回报率）。指标则是“一种与一个或多个

对象相关联的度量”，174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建立在输出结果的基础上，后者是定量

衡量成功的基本度量，例如某一服务提供培训的次数，或者参与某一计划的人数。由于度

量和指标均包含在评估框架内，因此 ICANN 在制定框架时应该咨询利益主体的意见，同时

应该认识到打消人们对价值的关注是不太可能的。然后，要实现“以证据为依据”，ICANN 

必须建立对各利益主体明确的既定价值负责的机制。 

为此，ICANN 应通过机构评估职能（或“研究小组”）开展各种研究工作。该研究小组将

负责推动机构群体内部和跨机构群体的研究工作（如，研究收集），以及创建和维护证据

数据库。此外，小组还需要将证据的供应和需求联系起来。这类研究小组被认为是一种跨

机构群体的资源，它应该有能力为各种 ICANN 环境下的决策提供指导，以及为那些希望了

解 ICANN 的公众提供有用的材料。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如果我们对“监管”一词的解释是“机构组织如何分析数据并做出决策以解决诸多集体问

题”，175那么，ICANN 几乎肯定是担任监管的角色无疑了。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涌现，ICANN 所处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也在不断

的发展变化。这就意味着，要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ICANN 必须具备迅速响应变化的能力，

也就是，ICANN 必须能够利用可用的信息来“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应该接受什么以及应该

避免什么”。176 具体而言，ICANN 需要使用由实践得出的证据来明确“哪些方式有效”。177 

                         
173 Goldacre, Ben 和 Torgerson, David：《测试、学习、调整：利用随机对照试验制定公共政策》(Test, Learn, Adapt: Develo

ping Public Policy with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英国内阁办公室行为学洞察力小组，2012 年 6 月 14 日。 

 
174 Barnett, Aleise、Dembo, David 和 Verhulst, Stefaan G.：《（难以想象的）监管指标的制定：管理创新评估的承

诺与挑战》(Toward Metrics for Re(imagining) Governa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Evaluating Innovatio

ns in How We Govern)，GovLab 研究报告第 1 版，2013 年 4 月 18 日，第 5 页。 

 
175 Alexander, Danny 和 Letwin, Oliver：《有效的工具：社会政策证据中心》(What Works: Evidence Centers fo

r Social Policy)，英国内阁办公室，2013 年 3 月。 

 
176 Barnett, Aleise、Dembo, David 和 Verhulst, Stefaan G.：《（难以想象的）监管指标的制定：管理创新评估的承

诺与挑战》(Toward Metrics for Re(imagining) Governa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Evaluating Innovatio

ns in How We Govern)，GovLab 研究报告第 1 版，2013 年 4 月 18 日，第 5 页。 

 
177 About Us: “FAQs.”（关于我们：“常见问题解答”），Alliance4UsefulEvid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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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ICANN 必须“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学习，并以衡量和评估结果为依

据不断调整”。而且，在开展工作的方式上，ICANN 必须履行自己的“公众利益承诺”。这

意味着 ICANN 有义务使用相关的研究成果来为自己的决策流程和所做决策提供指导，尤其是

找到与受 ICANN 决策影响的公众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同时这也意味着 ICANN 有义务让利益

主体参与证据的收集和研究。在进行系统的研究时，ICANN 不应仅仅研究已经知道的情况

（及如何知道的），还应研究那些未知的情况（及要如何去了解），这样才能“为决策提

供指导，明确 好采取哪些进一步研究措施，进而形成良性循环”。178 当然，ICANN 可

以通过设立研究小组来完成这一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ICANN 不能向研究小组授予做出有约束力决策的权利。本质上，设立该小

组的目的在于为召集研究人员和研究活动提供一个平台，以及为那些基本没有时间或资源

开展自己的研究（鉴于 ICANN 经常会碰到新的问题，因此需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情

况下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而通过 ICANN 进行合作的志愿者提供支持。 

 

在 ICANN 内部实施 

为了在 ICANN 内建立评估职能或研究小组，ICANN 可以制定一项包罗不同重点领域的研究

流程和一份总的流程指南，179这应该很有用。例如，这类流程可以涵盖以下首要步骤： 

• 建立一个基于某一变化概念或理论的评估框架180，以确定研究方法和初步议程。 

• 监测和收集相关证据，然后将证据进行综合，创建“证据库”。 

• 评估项目和举措的有效性及/或成本效益性，并依据这两个指标对其进行排名。 

• 展示不同项目和举措的相对成本和影响。 

• 将证据“转化”为与 ICANN 利益主体的需求和利益有关的有用材料。 

• 以通俗易懂、有意义和可操作的格式公布和共享研究成果，采纳证据。 

• 明确研究和研究能力中的差距。 

• 实施好的证据，就如何使用证据向其他人（例如，其他研究人员或研究针对的 ICA

NN 利益主体）提供建议。 

                         
178 Gelman, Andrew：《多层（分层）建模：能为和不能为》(Multilevel (Hierarchical) Modeling: What It Can a

nd Cannot Do)，美国统计协会和美国质量学会《技术计量学》杂志，（2006 年 8 月） 第 48 卷第 3 期，第 43

2 页。 

 
179 《数据及其对监管的用途》(Data and Its Uses for Governance)，GovLab 选读，GovLab Academy，第 3 页。 

 
180 Barnett, Aleise、Dembo, David 和 Verhulst, Stefaan G.：《（难以想象的）监管指标的制定：管理创新评估

的承诺与挑战》(Toward Metrics for Re(imagining) Governa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Evaluating 

Innovations in How We Govern)，GovLab 研究报告第 1 版，2013 年 4 月 18 日，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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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为 NESTA（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的“证据标准”－ 即，通过分级的方

式来定义好的证据以及在使用和讨论好的证据时如何做到严格： 

 

图片来源：Mulgan, Geoff 和 Puttick, Ruth，《如何让证据变得有用：建立新机构的理由》(Making Evidence Useful: T

he Case for New Institutions)，NESTA.org，2013 年 3 月。 

在通过研究小组部署类似的流程时，需涉及到汇总和评估不同类型的证据，类型不同，在

考虑何为 有效利用时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ICANN 应采取一种包容性的态度，谨慎定义

“有用证据”。181 
在确定哪些证据有用时，以下对证据类型的“划分”可能对 ICAN

N 有所帮助。下列证据类型有一定的说明性（同时阐述了不同类型的证据如何通过不同

方式发挥作用），但并不包括全部： 

大数据 

• “大数据”本身并不是一种数据“类型”，它是对需要处理的相对数据量的描述

（即，它可以反映计算程序对数据的相对分析能力）。大数据涉及的原始数据量

非常大，一旦经过分析和使用，便可为从公众意见到运营问题所有事物带来新的

见解。大数据可以经过“多层线性建模”，182将所有变量同时“堆放”在不同的

类别中，创建复杂的分层式变量结构，从而可以利用数据的相互依赖性，这是使

用单层分析所无法预料的。 

                         
181 Lanfranco, Sam：《互联网利益主体和互联网监管》(Internet Stakeholder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Distr

ibuted Knowledge（杂文）博客，2013 年 11 月 15 日。 

 
182 Alexander, Danny 和 Letwin, Oliver：《有效的工具：社会政策证据中心》(What Works: Evidence Centers fo

r Social Policy)，英国内阁办公室，（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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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关于大数据的文献指出，大数据是通过以下方式创造价值的：实现透明化；

允许通过试验来发现需求，进而通过改变来改进表现；细分人群并有针对性的采取

行动；利用自动算法代替/支持人的决策；以及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183 

此外，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还可以与相关信息一起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即使

是那些不具备可以靠自己理解数据的相关科技知识的人也能一目了然（参见 GovLab 

Selected Readings on Data Visualization） 

政策制定数据 

• ICANN 的政策制定数据包括各种参与指标。在研究政策制定数据时，ICANN 应基

于当前实践建立适当的基准，以确定不同干预措施如何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而

言，ICANN 应着眼于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利益主体参与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如何。除

此之外，很明显，ICANN 的政策制定数据还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数据、

合同合规数据以及域名服务和运营数据。为了确定 ICANN 政策产生的影响

（如经济影响），ICANN 可以根据区域将自己的数据分层放置。另外，调查数据

也可以归于这一类中，它们可用于定义“公众利益”（特别是通过话语、内容和

文本分析）。 

文本情感分析 

• 文本情感分析（或民意调查）是指对社交媒体上数据的分析，这类数据对任何关注

利益主体观点的机构组织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宝藏。ICANN 可以利用新工具和数

据科学专家建立一种方式，从 ICANN 机构群体及更广泛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的数据中识别和抽取内在的观点。此外，数据中的元数据、关键词、短语和标签也

可以帮助 ICANN 发现该条证据的意义。在尝试文本情感分析时，ICANN 可以尝

试邀请公众在其社交媒体活动中使用可追踪的话题标签，以此来分析话题标签与新

观点之间的关系。 

• 关于具体的试验对象，ICANN 可以考虑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内部正在进行的

工作，该组织 近特许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GNSO 衡量标准和报告工作组”－ 

负责“进一步研究衡量标准和报告需求，以期改进政策制定流程 [PDP]”。此举旨

在弥补“当前 PDP 和工作组文档中很少提及政策制定需要使用的衡量标准”这一

事实。184  

专家组建议，这类研究举措不应局限于 GNSO PDP，而应该更普遍地应用于整个 ICANN，例

如应用于其他 SO/AC 组织的工作、ICANN 全球利益主体参与部门的工作、“公众利益”的

定义和评估工作以及 ICANN 战略专家组的工作。 

                         
183 Gough D、Oliver S 和 Thomas J.：《从研究中学习：利用系统分析为决策提供指导：快速指南》(Learning from Res

earch: Systematic Reviews for Informing Policy Decisions: A Quick Guide)，NESTA 有用证据联盟，2013 年，第 

5 页。 

 
184 《关于报告一致性的 终问题报告》，GNSO.ICANN.org，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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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通过使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决策流程中的反馈阶段，在该阶段中，有

持续、开放的机制可用于确定是否在“公众利益”中采取行动以及如何采取行动），ICAN

N 可以建立一个负责监督和/或执行以下事项的研究职能机构： 

提供信息 

• 编制内容清晰的总结报告，其内容可向特定的受众阐释 ICANN 政策制定工作的

各个方面和部门。 

o 针对特定受众（即，特定利益主体群体中的特定相关者）编制和策划相应

的材料，并考虑针对那些可能未按照 ICANN SO/AC 的要求组织的受众编制

和策划相应材料。 

• 与 ICANN 机构群体、工作人员和更广泛公众合作，共同编制“ICANN 现状”年度

报告，总结特定时期内的挑战和问题（以及成功）。 

• 编制年度“跨机构群体行动计划”，概述 SO/AC 围绕具体主题和问题可能或应该采

取的合作方式。在编制“行动计划”时应考虑公众通过其他开放式参与和协作平台

提供的意见。 

• 提供客观数据供决策者在审议时使用。研究应能发现并设计供决策者在政策制定和

决策流程中用作变量或“杠杆点”的“旋钮”。 

• 反思并记录政策制定流程以确定“好”政策需满足什么条件，例如一项政策能否在

评估矩阵中有好的表现。这可能是一个不断修改且有时间限制的过程，而记录政策

制定流程中的成功和失败有助于明确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培养和能力建设 

• 设立奖金计划，发现、激励和奖励对推出政策制定流程改进措施做出积极贡献的

个人。 

• 将 ICANN 当前的伙伴计划与美国总统创新之友计划、Code for America 伙伴计划

以及旧金山的市长创新之友 (Mayor’s Innovation Fellowship) 计划等等的经验

相结合，ICANN 可以制定、推出和资助一项为期一年的伙伴计划，对全球创新人

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与 ICANN 机构群体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进行配对，促使

他们相互合作，共同研究出旨在改进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和度量建立及报告流

程的创新解决方案。 

建立公众利益度量体系和指标 

• 制定一系列“远见计划”（如，美国未来研究所所使用的），让 ICANN 机构群体、

工作人员和更广泛公众参与前瞻性预测，即通过早期接触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以

及对各种利益主体激励措施进行调整。 

• 除此之外，ICANN 还可以推出一系列“开放式研究网络”参与计划，让公众就 IC

ANN 的公众利益要求达成共识，以及建立衡量标准供公众评估 ICANN 各方面

工作是否满足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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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不同证据类型的使用案例 

大数据 

• Project Narwhal（独角鲸计划）－ 一个在 2012 年奥巴马总统竞选中扮演重

要角色的技术开发项目。185 当时，“独角鲸计划”被用于组织选民和收集选民数

据（部分数据是在 2008 年竞选中收集的），其所处平台能够“将参与公民的多

重身份（网络活动家、离线选民、捐款人、志愿者）整合为一份单一、统一的党

派资料”。186 该评估能够将单独的数据库进行匹配，创建出更多细致入微的潜在

选民图片，从而为精选策略提供指导。 

• 美国医疗 － 目前，为了更好地理解医患关系和找到提高医生水平的方法，大数

据正越来越多地用于美国医疗领域。对医院而言，数据分析软件可帮助它们“根

据各种指标（如，并发症、再入院和成本核算）比较医生的水平”。187 此举有助

于降低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和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政策制定数据 

• 有用证据联盟 － 有用证据联盟“推崇在社会政策和实践中使用证据。”它拥有庞

大的成员网络，成员包括众多政府部门、NGO、企业和大学。188 它提出了使用严

格证据的建议实践和方法。 

• 行为学洞察力小组 － 英国的行为学洞察力小组 (BIT) 又称“推一把小组”(Nudg

e Unit)。该小组成立于 2010 年，合作伙伴包括政府部门、慈善组织、NGO 和私

人部门组织。小组的职责在于为其合作伙伴设计将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应用于公

共政策的方法，以及凭经验对这些方法进行测试， 终找出有效的方法。例如，B

IT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RCT) 比较了不同方法在鼓励更多人加入器官捐赠者登

记册方面的成功率”以及“与[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合作，测试了哪种形式的催缴

单能提高税款的偿还率”。189  

                         
185 Kolakowski, Nick：《数十亿美元的创业：奥巴马竞选科技解密》(The Billion-Dollar Startup: Inside Obama’s Ca

mpaign Tech)，Slashdot，2013 年 1 月 9 日。 

 
186 Issenberg, Sasha：《奥巴马的大白鲸》(Obama’s White Whale)，Slate 杂志，2012 年 2 月 15 日。 

 
187 《美国医院利用大数据来追踪医生的工作》(Hospitals Prescribe Big Data to Track Doctors at Work)，Physi

cians News Network，2013 年 7 月 17 日。 

 
188 “About Us（关于我们）”，Alliance4UsefulEvidence.org；另参见《一年成就概述》(Year One Overview)，Al

licance4UsefulEvidence，2013 年 6 月。 

 
189 《Nesta 与行为学洞察力小组之间达成合作》(Nesta Partners with the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NESTA.or

g.uk，2014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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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情感分析 

• Agreeble － 一个新兴的民意平台，利用开放式调查来判断公众对给定问题的意见

的极性和共识性。该平台会针对每一个问题生成并维护一项所谓的“语义极性索

引 (SPI)”，这不仅告诉了分析师公众投票数的极性如何，还告知了他们针对具

体问题有多少谈话具有极性。例如，对于“‘千禧一代’是否应该为他们的高失

业率负责？”这一问题，在左边的例子中，投票者基本同意“观点”（即，“千

禧一代在工作上存在许多阻碍”），即使他们在是否支持观点上存在分歧。在右

边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多个不同的“极性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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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ble 还可以根据受访者的民意投票模式，将他们进行匹配。这会生成一个投票者图形，

有助于分析师根据投票者普遍同意/不同意他人的观点，判断投票者聚集的方式。该平台

对如何围绕某些问题组织会议和制定议程可能会存在影响力，或为其提供指导。在将人们

的情感和意见转化为有用的证据供制定决策和框定讨论使用方面，Agreeble 不失为一种

新颖、有用的方法。 

制度创新研究“小组” 

• Mindlab（丹麦哥本哈根）－ MindLab 是一个跨政府部门的“创新小组”，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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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丹麦部委（商业发展部、教育部和就业部）和一个市（欧登塞），并与经济

事务部和内政部合作。该机构旨在联合市民和企业，共同研究、设计并实施针对

自助式数字服务、教育和就业领域的“社会解决方案”。 

• The Studio（爱尔兰都柏林）－ The Studio 是一个由七名都柏林市议会 (DCC) 

成员组成的跨学科“创新小组”，旨在“通过召集公众对政府提出的新想法和新的

工作方式原型进行测试”（例如，使用想法竞争和尝试城市数据及开放数据政策），

提高 DCC 公共服务的质量。 

• Laboratorio Para La Ciudad（墨西哥墨西哥市）－ LabPLC 通过为政府、民间组

织、企业和技术/学术群体提供合作平台，尝试公民创新和公共管理。LabPLC 寻求

来自各个领域和各个地方的创意及人才，以期利用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来解决

墨西哥市当地的各种问题。同时，该“实验室”还保持这些项目透明，从而建立起

良好的城市管理实践库。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ICANN 如何将证据和数据转化为可靠、可操作的知识以鼓励公众参与？ 

• “实验室”战略有什么优点？哪种情况下集中式方法对研究、收集和使用证据比分

散式方法更好？另外，ICANN 的正式研究职能是否应该集中化，例如不同利益主

体群体和部门是否应该请求成立一个中央“研究小组”？或者，这种职能是否应

该分散化，例如其研究人员成员分别隶属于各个利益主体群体和/或 ICANN 部门？ 

• 对 ICANN 利益主体而言，阻碍其使用证据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与委员会和理事

会级别相比，工作组在使用证据方面是否存在不同的阻碍因素？ 

• ICANN 内是否存在应该忽略证据的情况？要使证据和证据的使用都满足严格要求，

ICANN 需要制定哪些框架？ 

• ICANN“研究小组”如何平衡或协调自己既作为证据提供者又作为证据需求者的角色？ 

• 由 ICANN 召集或在 ICANN 内部实施的研究计划如何能有助于更广泛的受众或其他

受众？ICANN 如何增加其研究的价值？ 

致 ICANN 的建议 12： 

鼓励游戏，加强学习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24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12-for-icann-enhance-learning-by-encouraging-games/ 

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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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ICANN 的职权范围并不宽泛，但其决策能对全球所有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

和政治环境带来难以置信的影响。因此，在调动全球利益主体群体参与决策流程，尤其是

调动那些 终会被这些决策所影响的人们参与时，ICANN 必须严肃、谨慎。不过，这并意

味着 ICANN 采用的监管方式就得一本正经。 

相反，ICANN 可以充分利用针对年轻人的各种游戏和活动，让互联网监管和 ICAN

N 工作的复杂性对人们而言更开放、更容易理解以及更有趣。为了帮助人们加深这

一理解以及为人们的能力建设创建资源和流程，ICANN 可以通过开展竞赛来设计可使参与

者更多样化的短片、图片和其他策略等， 终让所有人（从新手到活跃的技术人员）都能

更容易地了解 ICANN 工作。具体而言，在决策过程中应用游戏机制有助于：让参与变得

容易和公平（提高合理性）；建立针对目标专业知识的激励结构（提高有效性）；以及通

过简单的规则降低复杂性（提高适应性和进化能力）。为了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利益主

体群体的干劲和专业知识，ICANN 应使用奖励、游戏和挑战来解决问题。 

“鼓励游戏”意味着什么？ 

游戏是人类活动中很普遍的一个部分，存在于所有文化中。190 游戏的种类纷繁多样，关

于游戏的定义也各有不同（例如，智力游戏；玩具；竞争、合作与冲突；基于战略、技能

和运气的游戏；单一玩家与多人玩家的游戏等等）。一般而言，游戏涉及目标、规则、挑

战和互动这几个部分。191 根据伟大哲学家 Bernard Suits 的定义： 

玩游戏，就是仅利用特定规则所允许的方式来实现特定事态的活动，其中，受

规则限制的方式在范围上要比不受规则限制时少，而接受此类限制的唯一理由

便是实现这类活动。192 

                         
190 “History of Games Timeline（游戏发展史）”，Historic Games 网站。 

 
191 “Game（游戏）”，Wikipedia.org。 

 
192 Suits, Bernard：《游戏是什么？》(What is a Gam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Philosophy of Science》杂志第 

3 4  卷 

第 2 期（1967 年 6 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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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是指“在非游戏环境中应用游戏的设计思维”193来调动用户参与和解决问题。游戏

化有三个基本要素，根据要实现的目标不同（即，通过玩游戏要达到的结果），可对这三

个要素进行不同地设计以应用于不同的问题解决场景中： 

激励措施 

• 激励措施用于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根据要达到的结果的不同，可使用不同的激励措

施来鼓励人们相互协作或相互竞争（例如，零和游戏鼓励相互竞争而正和游戏鼓

励相互协作）。 

• 激励措施可以是与金钱相关的，如奖金。当然，也可以采取非金钱式的激励措施，

例如声望徽章或技能徽章（如，在线论坛上的排行榜），或工作机会、证书或

“荣耀”（如，“出于对活动的热爱”）。一般而言，激励措施可分为外在和内

在两种。 

规则 

• 规则定义游戏。游戏规则有助于界定参与者的权利和责任，以及让玩家之间异步交互

变得可预测。此外，规则还可以用来定义游戏的目标。 

• 部分游戏允许随着游戏的进行对游戏规则进行更改。这种规则被称为“基于合作的

分层管理”，例如，随着游戏的进行，由参与者来决定应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

实现目标的 佳方式。不过，即使在这类游戏中，往往也会存在不可改变的“元

规则”，如使用共享的术语定义和协议。 

目标 

• 不同目标应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目标可以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例如，游戏

参与者是否需要达成一个共同的结果或者是否需要达成各种可能的结果。类似地，

我们也可以根据是否存在“正确结果”（如，正确答案）或“ 佳结果”或多种结

果（例如，没有衡量结果是否正确的客观标准）来对目标进行分类。 

• 如果游戏的目标在于让参与者提供多种可能的结果（如，某种构思过程），则让参

与者以个人身份而非团体身份参与会比较好。如果游戏的目标在于让参与者达成

一个共同的结果（如，DNS 稳定性），则让参与者以团体形式进行协作比较好。 

 

激励措施是鼓励人们参与的动力。参与方式既可以是相互合作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竞争与

合作都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只是前者的潜在“解决方案空间”可能是开放的，而后者是

封闭的。这些结果可用于协作生产、数据收集和汇总、产品开发（即，书面产品）、发现

专家知识以及调动公众参与。 

                         
193 “Gamification（游戏化），GovLab 开放监管知识库，thegovlab.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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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在解决问题所需的相关知识具有分散性，尤其是与创新组织相距较远的时候，游戏便可以派

上用场。194 ICANN 具备两项可对游戏化提供支持的重要能力：一是在短时间内创建新的组织

形式，二是在试验环境中对这些组织形式进行测试。195 

一般情况下，专家参与者与非专家参与者之间存在一种折衷，前者可能提出更可行的

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可能提出更具创意的解决方案。196 

具体而言，可供 ICANN 利用游戏机制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他们分别是：竞

争法（如，“将奖励作为激励手段的竞赛”或“选择性众包”）、协作法（如，“大型挑

战赛”或“集成众包”）以及混合法，其中，混合法是指在游戏过程中依次进行和/或结

合竞争和协作“阶段”。 

竞争法 

• 当问题比较复杂、新颖或没有既定的 佳实践，尤其是在机构组织事先不确定

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时，采用竞争法较为有效。197 若就某一新问题提出

的解决方案需在不同技术领域和利益主体群体中试行，则采用竞争法更合理。198 

例如，当问题或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不确定时，应该采用开放式方法，让广泛的

公众参与，以减小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 当问题存在多个潜在结果、多条潜在解决途径和存在不确定性时有用。199 例如，竞

赛能让试验结果的多样性 大化，有助于发现可用知识中的“盲点”。 

• 若项目目标在于收集人们关于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意见，或了解人们对某一概念或新

“产品”的态度，则在线小组、团体或其他意见收集方法可能比个人通过竞赛参

与项目取得的效果更好。 

                         
194 Afuah, A. 和 Tucci, C. L.：《众包是解决远距离搜索的一种方法》(Crowdsourcing as a solution for distan

t search)，《管理学会评论》，2012 年 7 月 第 37(3) 期，第 355-375 页。 

 
195 Kittur, Aniket 等：《众包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Crowd Work)，第 16 届 ACM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会

议 2013（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operative Work，简称 CSCW）。 

 
196 Aitamuro, T、Leiponen, A. 和 Tee, R.：《创意众包的前景 － 优点、领域、限制》(The Promise of Idea Crowd

sourcing –Benefits, Contexts, Limitations)，Nokia Ideas Project White Paper（诺基亚创意项目白皮书），

（2011 年 6 月）第 25 页。 

 
197 Boudreau, Kevin J. 和 Karim R. Lakhani.：《创新伙伴满天下》(Using the Crowd as an Innovation Partne

r)，《哈佛商业评论》第 91 卷第 4 期（2013 年 4 月），第 61–69 页。 

 
198 Boudreau, Kevin J.、Nicola Lacetera 和 Karim R. Lakhani.：《并行的搜索、激励和问题类型：重新探讨竞争

与创新之间的联系》(Parallel Search, Incentives and Problem Type: Revisiting the Competition and Inno

vation Link)，哈佛商业学院第 09-041 号研究报告（2008 年 9 月）。 

 
199 Campbell, David J.：《任务复杂性的研究和分析》(Task Complexity: A Review and Analysis)，《管理学会评

论》第 13 卷第 1 期（1988 年 1 月），第 4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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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法 

• 对涉及知识积累的问题有用，例如问题的解决方案需建立在过去的举措和进展基础

上；创造性和独特性至关重要；问题具有持续性，无法一次性解决等情况。 

• 协作的主要目标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利用跨学科人群的创造力。200 

• 在问题涉及只有相互结合和整合才能创造价值的依赖性知识时有用。201 

• 适用于要在现有产品、技术或（就 ICANN 的情况而言）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的情况。这种“补充性”的创新方法 好针对的是多个不同问题，而不仅仅是单

个问题。 

• 协作群体的工作环境不应该是那些权利集中的高度控制平台。他们更适合在基于互

惠和公平而自行组织的非正式关系和交易下工作。因此，应利用一些“软”规则和

社会规范对协作法进行约束，例如就技术范式和技术术语达成的一致意见。202 在

鼓励公众相互协作时，ICANN 应鼓励他们获取信息，并强调透明和共享原则。203 

协作法必须建立一定的共享和学习规范、归属感（身份和地位）和互惠原则。204 

竞争-协作混合法 

• 上述两种方法（竞争法和协作法）可以按先后次序混合使用。这对需要先界定群体

问题再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的情况非常有用。 

• 混合法可以减小专有知识保留（竞争法）与知识开放、互惠和共享（协作法）之间

的差异。 

• 在构思流程中，可将竞争法作为第一阶段，其类似于让参与者先提出自己想法的头

脑风暴。 

• 第二阶段，选择和整合 佳想法。这一过程 好使用协作法，邀请参与者对众多想

法进行查看、排名和发表意见。通常情况下，参与者会自发对所有观点进行归一

化， 终达成共识。 

                         
200 Stanoevska-Slabeva, K.：《实现创新：互联网协作创新的工具和方法》(Enabled Innovation: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Internet-base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第一届柏林互联网和社会研讨会 (Berlin Symposium 

on Internet and Society) 会议草案，2011 年 10 月 25–27 日。 

 
201 Pisano, G.P. 和 R. Verganti：《哪种协作适合你？》(Which kind of collaboration is right for you?)，《哈佛

商业评论》，（2008 年 12 月）。 

 
202 S. O’Mahony 和 F. Ferraro：《管理在开源社区内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an Open Source Comm

unity)，《美国管理学会学报》第 50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第 1079-1106 页。 

 
203 C.Y. Baldwin 和 K.B. Clark：《参与式架构：代码体系结构是否有助于减少开源开发模型中的坐享其成？》 

(The 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 Does Code Architecture Mitigate Free Riding in the Open Source D

evelopment Model?)，《管理科学》第 52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第 1116-1127 页。 

 
204 Lakhani, K.R. 和 von Hippel, E.：《开源软件的工作模式：“免费”的用户互相帮助》(How Open Source Software 

Works: ‘Free’ User-to-User Assistance)，《研究政策》第 32 卷第 6 期（2003 年 6 月），第 923-9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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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ICANN 在解决问题时引入游戏机制的目的在于： 

• 扩大参与 － 例如，扩大公众对提议产生阶段、问题框定阶段、工作组和一般利

益群体参与阶段的参与。 

• 改善结果 － 实现意见的多样化，或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获得针对性的专业知识。 

• 加强能力建设 － 建立基于一定规则和目标的参与循环，并通过激励措施维持这

种循环。 

在 ICANN 内部实施 

 

 

图片来源：Noveck, Beth，“Solving Public Problems with Crowdsourcing（用众包方法解决公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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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CANN 内部试行游戏/竞争和/或挑战需分阶段进行： 

• 定义 ICANN 及其内部工作人员的角色。 

o 让工作人员对目标加以定义，以及帮助框定问题、定义目标和确定希望达

到什么样的结果。问题的定义方式对用以解决问题的法律和政策解决方案

有很大的影响。正如哲学家 John Dewey 所说：“说清楚问题就等于解决

了问题的一半。” 

• 明确要参与的用户和利益主体。与研究和开发实验室内的专家相比，受问题影

响或对问题感兴趣的公众可能提出不同的创意。205  

o 此外，确定群体领导者。由于就 ICANN 工作而言，领导者往往站在行业的

前沿，因此很明显，许多出自领导者的新颖想法和产品能够吸引其他用户

参与，从而可能为 ICANN 希望利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基础。 

• 在考虑到解决方案制定流程和决策流程中的其他阶段的情况下，设计可能的游戏化

活动。在构思阶段中，公众可以担任多个不同的角色（例如，提议者和 终用户），

根据构思流程目标的不同，ICANN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这类公众加以利用。 

• 细分工作。ICANN 不能让专家去解决类似“确保 DNS 稳定性”这样宽泛的工作。相

反，ICANN 应该让专家做一些细分的工作部分，然后再将这些工作重新整合成解决

方案。 

• 采用奖励激励，但不仅限于奖励。ICANN 应通过认可、奖励以及其他激励方式

让公众更持续稳定地参与 ICANN 工作。不过，这种激励必须建立在证据而非期

望的基础上，例如根据公众的表现来授予奖励。换言之，若某人提出的解决方案被 

ICANN/ICANN 机构群体采纳，则 ICANN 好给予该人相应的认可。 

• 激励必须因贡献大小而异，且应该基于机构群体。 

o 人们往往愿意免费工作。某些情况下，这是内在激励因素（如，通过参与

获取新技能、利他主义、因自己要利用某项创新而希望看到该项创新的实

现206）的作用结果，而在其他情况下，外在激励因素可能很有用。对协作

参与者起到激励作用的往往是“荣耀”，例如，得到群体内其他同行的认

可。207 这种情况下的激励因素包括： 

                         
205 Von Hippel, Eric A.：《创新民主化》(Democratizing Innova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206 Von Hippel, Eric A.：《创新的源泉》(Sources of Innov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年。 

 
207 Malone, T.W.、R. Laubacher 和 C. Dellarocas：《群众的力量：集体智慧基因的匹配》(Harnessing Crowds: M

apping the Genome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研究报告（2009 年 2 月），第 4732

-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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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望。 

§ 归属感。 

§ 智力上的挑战。 

§ 创造性 － 项目参与者越觉得自己具有创造性，他们会花越多时间

来参与。 

• 让“问题解决者”/专家自行选择。对于想要解决某个问题，不同的专家拥有不同

的理由。ICANN 必须根据不同的利益情况来刺激鼓励。 

• 有计划地将问题散布到其他领域。这个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可能会在那个领域内找

到解决方案。 

• 利用参与者储备库的规模， 终找到可平衡解决方案“两极分化”的“平均 

水平”。 

• 利用参与者的多样性。不同参与者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例如，在神经科学领

域的人看来，大脑仅仅是一个生物实体、生物化学实体或电路。而生物学家、化学

家、物理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同理，ICANN 可对相关的专家进行多种不同

的组织。 

• 允许查看、评论和反馈。平台往往会提供“直通”服务，即由一些 ICANN 认为可

以信赖的个人对任务进行测试，然后报告所遇到的问题。 

对 ICANN 而言，有许多改进方法都是它没有预见到机构群体会提出的方法。ICANN 越能

“客观”评估他人的工作，分布式创新体系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越高。208 这些原则可以

应用于 ICANN 工作中的许多方面，从而提高 ICANN 工作流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自适应

性。这些方面包括： 

协同起草（如，编撰问题报告、建议、公众意见） 

§ 举措：设立“ 佳协作者奖”；奖励起草主持人 

§ 激励：根据参与者的贡献大小和质量授予奖励。 

§ 效果：由于存在可认可其努力并将他们与其他人互联的系统（即，人们在群体中

获得了尊重），人们往往更愿意参与和提供自己的想法。 

                         
208 Unrau, Jack J.：《外围专家》(The Experts at the Periphery)，Wired 杂志，2007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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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如，learn.icann.org） 

§ 举措：用“徽章”作为在线学习的证明。 

§ 激励：对完成学习单元、功课或课程的人授予徽章。 

§ 效果：人们可能会自我激励或在群体成员相互比较的环境中不断提升，获得新的

知识和技能，成为更有效的 ICANN 参与者。 

研究和参与 

§ 举措：利用开放式竞赛设计短片和图片，提高人们对 ICANN 及其工作的认识。 

§ 激励：通过 ICANN.org 上的功能给予认可或授予现金奖励。 

§ 效果：有助于编制出多样化的吸引公众参与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阐明 ICANN 的

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还能提高利益主体和普通公众对数字公民及互联网监管生态

系统的认识。 

全球利益主体参与 

§ 举措：设立地方性的“ICANN 参与分会”；让 ICANN 工作人员或由机构群体推选

的个人作为“特邀发言人”定期在这些分会/中心内进行演讲。 

§ 激励：认可地方级别的参与工作。为促进这些地方性分会活动的开展，ICANN 可

以提供适当的资金或其他资源。 

§ 效果：有助于提高全球公众对 ICANN 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认识。此外，ICANN 还

可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以此了解各个地方的状况、感兴趣的方面、挑战等。 

工作组（如，政策制定工作组） 

§ 举措：建立可反映不同专业知识级别的参与“阶梯”（通过排行榜等向公众展

示），并向不同级别的参与者委以不同程度的责任。 

§ 激励：可向有效参与起草小组的参与者提供负责类似工作或参与非正式任务组的

机会。或者，例如，ICANN 可以邀请那些有效参与多个工作组的公众担任其他讨

论会的主持人或主席。 

§ 效果：热情度 高、致力于用自己专业知识来解决 ICANN 问题的个人可以逐步

担任更大的责任并得到其他人的认可，从而有助于建立领导能力和归属感。 

§ 举措：鼓励多个跨机构群体、跨学科的团队（或工作组）为赢得“政策建议框架”

的采纳（由各个 ICANN 组织投票决定）而相互竞争。 

§ 激励：授予获胜团队依据框架起草政策建议的权利，以及在 ICANN 会议中获得

认可的机会。同时，其他团队可以在传统的工作组布置方面加入获胜团队，根据

获得采纳的框架对建议进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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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实现了竞争法和协作法的结合，鼓励跨机构群体的协作和能力建设。为整

个机构群体开创了政策制定流程中的价值主张方面。具有缓解可能阻碍工作组的

因素的潜力。 

专家网络 

§ 举措：通过有奖竞赛的方式将特定技术问题众包。 

§ 激励：需要公众就特定问题提供非特定的解决方案时，金钱激励可能比较合适。

当然，非金钱式的激励措施可能也有效，例如专家们可能利用他们参与活动的证

据来创建“文件夹”或填充自己的“个人简历”，这些做法都可以给他们带来更

多职业机会。 

§ 效果：具备特定专业知识的人获得动力，致力于为 ICANN 问题解决流程贡献自

己的技能和知识，从而为特定问题带来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某些解决方

案甚至可能是由与 ICANN 不相关的人提出的），使 ICANN 获得更好的结果。 

资金和预算 

§ 举措：建立参与式预算。 

§ 激励：人们可以就自己希望将某部分 ICANN 资金用于哪个项目提出想法。随后，

人们可以对各个想法进行投票，得票 多的项目将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这里的激

励因素是，人们可以清楚看见自己的想法获得讨论和赋予实质。 

§ 效果：人们 热衷或认为 重要的项目得以实施。而且，由于这类参与非常简单，

ICANN 可以获得一个相对较大的参与者储备库。 

技术开发 

§ 举措：通过设置奖项进行众包，寻求技术解决方案。 

§ 激励：技术开发领域的激励方式通常是现金，但内在激励因素和就业机会等其他

因素也适合。 

§ 效果：人们凭自己的力量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是现金奖励且奖金归于个人）。这

有助于广泛寻求人才，鼓励人们在“解决方案空间”之外给出自己的意见，或许

这些意见可能成为某一问题的 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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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竞争 

§ 域名冲突 － 值得注意的是，Verisign 已经率先使用了竞争法来解决与 ICANN 工

作相关的某些技术难题。事实上，在三月份召开的 namecollisions.net 研讨会期

间，专家组将从针对域名冲突主题提交的众多报告中挑选出“ 有价值的研究贡

献”，即“ 能反映知识水平以及/或分析得 深刻、 能缓解风险的报告”，并向

其授予 50,000 美元的奖金。 

§ InnoCentive － 一个在线开放式创新和众包平台，供“寻解者”从“解决者”那里

寻求解决方案。寻解者发布的挑战往往是经过明确定义的一次性问题， 终胜利者往

往是个人。因此，InnoCentive 上的许多活动都是有奖的竞争性竞赛。特别地，Inn

oCentive 强调，众包可以让机构组织从“惯常解谜者”人才库以外的地方找到解决

方案。209 利用 InnoCentive 成功解决问题的案例包括清除泄漏石油的分离石油

和水，以及旨在找到防止车辆逃离检查站的方法的空军研究实验室的“车辆阻停 

装置”。 

协作 

• 维基百科 － 维基百科是一本在线百科全书，拥有多个语言版本，其中的文章都

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编撰的。它是向着共同目标而开展非竞争性协作生产

的典型例子。特别地，维基百科使用的是社区内奖励系统（维基百科的“维基星

章”），向“用心工作，尽职尽责”的维基百科用户授予奖励。210 

竞争-协作 

• Challenge.gov － 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一个在线挑战平台，允许政府与群众协作，

具体做法是政府在网站上发布具体的挑战难题，公众可对问题提交解决方案，

终获得采纳的方案通常会有一定的奖励。211 Challenge.gov 举办过许多不同类

型的有奖竞赛，有些竞赛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奖励较小（例如，环境保护署的气

候变化独创视频大赛），而有些竞赛则可能需要更多的协作，为获胜者提供的现

金奖也较大（例如，能源部的使用 DOE API 解决能源相关问题挑战赛）。 

                         
209 Walker, Richard W.：《205 项有奖挑战赛教会了政府机构什么》(What 205 Prize Challenges Have Taught Gov

ernment Agencies)，BreakingGov.com，2012 年 9 月 10 日。 

 
210 “Wikipedia:Awards（维基百科：奖励）”，Wikipedia.org。 

 
211 “Challenge.gov”，GovLab 开放监管知识库，thegovlab.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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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慈善基金市长的挑战 － 由彭博慈善发起的“市长的挑战”活动邀请人口超过 

30,000 人的美国城市“提交旨在解决严重社会或经济挑战的创意，改善企业或

市民的客户服务体验，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或让政府更负责”。212 之后，来自 2

0 个入围城市的团队被邀请参加“Ideas Camp”（创意大本营），相互分享经验

和加强彼此的想法。 终，Providence 以“普罗维登斯谈话”（Providence Tal

ks，一项学前教育计划）赢得了 500 万美元的奖励。具体而言，“市长的挑战”

选择获胜者的标准是，谁的创意可以“为全世界其他城市所共享和复制”。 

• TopCoder.com － 通过在线平台访问的一个软件开发创新社区。该社区会将项目分

解成组成整个版本的零散工作项。在推出一系列构成整个项目的比赛之后，来自

不同专家社区的超级专家会针对每一个工作项进行注册、竞争和提交解决方案。T

opCoder 因创建帮助管理 TopCoder 平台的“Copilots”而出名。Copilots 构成

了 TopCoder 的社区成员库，这些成员均对 TopCoder 流程和创新竞赛 佳实

践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他们负责管理创建、发布和管理竞赛的技术方面。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新的或重叠的奖项是否会降低其他奖项的有效性？ 

• 竞赛通常都有一个大的目标，但往往缺乏更循序渐进的时间表。如果给予参与者更

多关于如何逐步开展活动的指导，这些竞赛是否会更有效？ 

• 许多有奖竞赛都同时涉及公共赞助商和私人赞助商。这两种赞助会如何影响竞赛的

结果和参与情况？同时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赞助的竞赛是否能够解决诸如多利

益主体大挑战等更宽泛的问题？ 

• 传统的有奖竞赛公众参与者是在车库工作的退休或失业人员。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对竞赛的参与情况如何？是否有大学通过竞赛手段来扩大学

生和教师的参与？ 

• 有奖项目往往与其他形式的众包有明确的联系，那么，这些项目中是否存在众筹 － 

无论是提供奖金方面，还是刺激私人参与需要花钱的项目？ 

• ICANN 如何确定评价提交物依据的标准，例如通过哪些流程、组织和人？ 

 

                         
212 “Government Innovation: ‘Mayors Challenge’（政府创新：‘市长的挑战’）”，彭博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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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13： 

建立“大众”评审团，提供裁决职能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28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13-for-icann-provide-an-adjudication-function-by-establi

shing-citizen-juries/ 

从理论到实践 

当合理组织“在其扮演的指定角色权限内承认并承担行动、产品、决策和政策的责任”时，

要对他们的成员负责。213 承担责任涉及了“可回答性和实施性”。214 裁决的方式多种多样。 

问责制通常属于事前的程序公正性和事后的裁决程序使然，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符合既定目

标和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原则。 

作为促进问责制力度的一种手段（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增加与全球公众的互动，通过增强对 

ICANN 官员的事后监督），ICANN 能指导多个小型大众群体的使用：随机指定，由个

人组成，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官员必须在指定时期内向其汇报（亦即“大众”评审

团）。专家组提出大众评审团而非法院系统，那是因为这些评审团都是轻量级人物、高度

民主，并且基本没有官僚主义。我们并不是要排除针对裁决机制的其他建议。 

我们提出“大众”评审团有何深意？ 

什么是大众评审团 

大众评审团是随机指定的小型大众群体，为审议具体问题而召集，在听取意见有分歧的

“证人”或利益主体的观点后，告知评审团的审议和 终建议或决定。215 

大众评审团的一大目标是“将机构群体的成员拉入决策过程远离他们的那些参与性流程，

或被认为不民主的流程。”216 显然，大众评审团旨在“补充其他形式的咨商，而不是替

代它们。”217 

                         
213 Brown, Ian：《互联网治理的研究手册》(Research Handbook on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爱德华·埃尔

加出版公司，（2013 年），第 100 页。 

 
214 Lenard, T.M.，White, L.J.：《改善 ICANN 的监管和问责制：政策提案》(Improving ICANN’s governance and acco

untability: A policy proposal)，《信息经济学和政策》期刊（2011 年），Doi:10.1016/j.infoecopol.2011.03.001，

第 5 页。 

 
215 《大众评审团》(Citizen Juries)，环境和基础产业部，维多利亚州政府。 

 
216 同上。 

 
2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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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评审团如何工作 

大众评审团的一个常见模式是，由大约十二到二十个随机选择的人或“非专家”组成。218 

对这些小群体采用随机选择的目的是，让机构群体的一个更广泛代表抽样参与决策，赋予

“没有正式阵营或拥护对象”的参与者219审核具体行动或结果的权利。评审团的组成倾向

于在随机的同时，也能“在民主上实现平衡”。220 

大众评审团开会历来亲自出席，时间较长（一般为 2-3 天），审查具有“公共意义”的

某个具体问题。221 显然，提交给大众评审团的问题倾向于局部化。222  

在评审团的会议期间，通常是“专家”介绍或讨论与存争议/待决定的特定主题相关的各

种问题；评审团留有时间来反思和相互探讨、质问专家和细查提交的信息，并形成结论或

行动建议。223 大众评审团结束审议倾向于交付报告，在其中为提请机构建议未来的行动

或方向。224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评审团的建立还发生在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有着更为“自下而上”的

姿态。225 有学者曾指出“大众评审团看来提供了一种行动研究方法，极可能实现方法透

明、参与式审议，并赢得大众拥护。”226 

                         
218 《大众评审团：社会研究的绝佳替代》(Citizen Juries: a radical alternative for social research)，《社

会研究动态》(Social Research Update)，37 期，萨里大学，（2002 年夏）。 

 
219 《大众评审团》(Citizen Juries)，环境和基础产业部，维多利亚州政府。 

 
220 Crosby, Ned 和 Hottinger, John C.：《大众评审团流程》(The Citizen Jury Process)，州政府理事会：知识

中心，2011 年 7 月 1 日，第 321 页。 

 
221 《大众评审团：社会研究的绝佳替代》(Citizen Juries: a radical alternative for social research)，《社

会研究动态》(Social Research Update)，37 期，萨里大学，（2002 年夏）。 

 
222 Crosby, Ned 和 Hottinger, John C.：《大众评审团流程》(The Citizen Jury Process)，州政府理事会：知识

中心，2011 年 7 月 1 日，第 322 页。 

 
223 《大众评审团：社会研究的绝佳替代》(Citizen Juries: a radical alternative for social research)，《社

会研究动态》(Social Research Update)，37 期，萨里大学，（2002 年夏）。 

 
224 《大众评审团》(Citizen Juries)，环境和基础产业部，维多利亚州政府。 

 
225 《大众评审团：社会研究的绝佳替代》(Citizen Juries: a radical alternative for social research)，《社会研

究动态》(Social Research Update)，37 期，萨里大学，（2002 年夏）（讨论英国的大众评审团进展）。 

 
226 同上。 

 



 

 111 

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 

自建立以来，ICANN 一直致力于代表全球公众行动，与其核心使命和价值相一致，如《I

CANN 章程》之规定。但在多年之后，学者和熟悉 ICANN 的人注意到了这个组织的不

足，主张 ICANN 的操作方式趋向于“脱离通常伴随一个公司、标准制定组织或政府部

门（ICANN 与其具有某些相似性的所有类型实体）的大多数问责制机制”。227 

图片来源：Lenard, T.M.、White, L.J.，《改善 ICANN 的监管和问责制：政策提案》(Improving ICANN’s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A policy proposal)，《信息经济学和政策》期刊（2011 年），Doi:10.1016/j.infoecopol.2011.03.001。 

 

 

                         
227 Mueller, Milton：《ICANN, Inc.：关键互联网资源管理的问责制和参与性》(ICANN, Inc.: Accountability and p

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critical Internet resources)，互联网政府合作计划，2009 年 11 月 16 日，

第 3 页。 

 

 

问责制类型 

组织类型 

公司 政府 非营利组织 ICANN 

直接 高管通过董事会对股

东负责；董事会对股

东负责 

当选官员对其选民负责 高管对其成员和捐赠

人负责 

无 成 员 ； 无 选

民；无股东；无

捐赠人 

外部 公司受法律法规的管辖 政府行动需受司法审

查；下级政府需受上

级政府限制 

非营利组织受法律法

规的管辖 

ICANN 属于在加

利福尼亚建立的

一 家 非 营 利 组

织；非营利法律

仅对 ICANN 规定

了一些温和的限

制条款 

退出 客户和/或员工和/或

供应商可能放弃公司 

居民可能离弃辖区 员工和/或捐赠人和/

或顾客可能舍弃组织 

ICANN 是一个垄断

体；与“根”竞

争的可能性有限 

表达意见 客户“热线”；第三

方博客 

“市政厅”会议；游

说；支持或抗议性集会 

组织会议 ICANN 针对建议

启动大量的公众

论坛与“通知和

意见征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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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ICANN 解决影响许多不同利益主体的问题，这些主体的范围从企业到政府到民间团

体，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各有不同。要在评估和审查阶段而不仅是工作的方案制定阶段保证

流程的充分参与性和合理性，要求密切关注不同的本地环境并培养反馈循环，保证结果和

成效能以公正的方式得以分析、学习和发展。 

鉴于此，在 ICANN 建立“大众”评审团有可能： 

• 增加问责制的力度，在对理事会和领导层的行动进行建议或审查时涉及公众； 

• 形成必须公开的“观众效应”，这有利于改进问责制，同时提供了获得外部见解和

意见的机会； 

• “将成员拉入决策过程远离机构群体的那些参与性流程”228； 

• 通过“在机构群体内实现跨部门参与”来提升代表性229； 

• 有利于淡化问题分歧和增加流程透明度230； 

• “评审员”（即，机构群体成员）有机会通过合作形成并加深关于具体 ICANN 问

题231的认知； 

• 就 ICANN 的工作及其对公众利益承诺的执行情况监督或评估机构群体和公众的 

情绪232； 

• 作为中间人解决冲突，或提供“透明、中立的观点”。233 

在 ICANN 内部实施 

在指导大众评审团的建立和使用前，ICANN 应解决如下事项并咨询机构群体的相关意见： 

                         
228 《大众评审团》(Citizen Juries)，环境和基础产业部，维多利亚州政府。 

 
229 同上。 

 
230 同上。 

 
231 同上。 

 
232 同上。 

 
2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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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团的目的 － 想让评审团达成什么目标或做出什么决策？ 

• “大众”评审团已经运用于各种不同环境，例如： 

o 运用于问题：“大众”评审团的组建通常是为了考虑与局部问题相关的具

体行动过程。234 

o 运用于告知“选民”：评审团有时用来评估政治候选人，可以是推荐一个

候选人或针对具体问题评估候选人。235 

o 运用于审查/评估：例如，评审团还用于在政治背景下形成“对于选举办法

的明确、有用的可靠信息”，已经取得重要发现并评估具体的选举办法。236 

• 启用“大众”或网民评审团在事后审查 ICANN 理事会的行动和政策属于实施的一个

非常合适的方面，因为 ICANN 目前在公司监管等领域缺乏事后裁决的传统机制（亦

即，ICANN 未明确对任何清楚规定的“成员”或股东负责）。 

• 但是，ICANN 应考虑在现有的 ICANN 架构中利用大众评审团的所有可能。例如，

在 ICANN 工作的问题成型或方案制定阶段，通过大众评审团启用跨机构群体和公

众审议有助于 ICANN 从新渠道、通过融合了审议和共识构建的流程了解潜在结果

和其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许这种方法 适合这样的 ICANN 工作领域：不存在

已知的期望结果，结果将对各个区域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大众评审团有助于通过

告知潜在方案的广度和要考虑的事项，评估跨机构群体和基于价值的观点；或能向 

ICANN 理事会提供更多意见，帮助强化传统的问题解决流程，或帮助确认正式的政

策制定流程未发现的可能产生计划外结果或问题的领域。 

评审团挑选 － 没有成员，评审团储备库里有哪些人？ 

• 典型的大众评审团一般由随机抽样的个人组成，因而 ICANN 应考虑哪些人构成可

行的 ICANN 大众，才能确定参与者储备库的大致情况。 

• 一些评论者一直支持 ICANN 内的一个正式成员计划。 

o 不过，确立成员则意味着非成员的存在，这会给作为开放性、包容性全球

组织的 ICANN 的持续运营带来一些挑战。 

• 确认候选人储备库但不正式确定成员的一种办法是：使用来自 ICANN 实验室同

业咨询网络参与者的数据、ICANN 会议参加数据，其他全球性互联网监管活动和

组织分享的数据、任何现成的 I* 专家网络数据、利益主体参与数据、ICAN

N 架构内的参与数据，以及从事互联网行业工作或研究的大学和地区地方性组织

可能分享的数据。 

                         
234 Crosby, Ned 和 Hottinger, John C.：《大众评审团流程》(The Citizen Jury Process)，州政府理事会：知识

中心，2011 年 7 月 1 日，第 322 页。 

 
235 同上。 

 
2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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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提及的，ICANN 现有的机构群体大部分由志愿者组成，他们可能

缺乏具体问题的相关知识或没空承担“评审团职责”。因此，ICANN 应考虑是否应

通过一些举措（包括非财务举措）鼓励全球大众，让他们更愿意参与。237 

运营 － 不用到场出席集会，评审团将如何工作，尤其在跨国界

时？ 

• 不论确定了什么具体目标，ICANN 大众评审团应构建在传统的线下模式之上，并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在线上运营。其他专家组建议中推荐的在线工具会促进交流

和实现跨国界审议，尽管毫无疑，问但仍需“从 ICANN 预算中分配一些组织管

理资源”。 

• 为将 ICANN 内的大众评审团理念价值 大化，ICANN 应考虑与机构群体协商制

定《ICANN 网民评审团手册》。尤其注意，Jefferson Center 的《大众评审团手

册》(Citizen Jury Handbook) 是可用于设计此领域的任何试点计划或做法的一本

好指南。 

• ICANN 还应鼓励它的全球机构群体运营本地的“评审团”，由评审团向 ICANN 理

事会或各个委员会回馈。当然，这会要求以开放、可行和清晰的方式与这些分散

的陪审团分享关于理事会或委员会行动的信息。 

 

向评审团举证 － 对于复杂、专业化的问题，如何提交证据？ 

• 尽管大众评审团有机会培养一个环境，让对 ICANN 知之甚少的人能与他人一同获得专

门知识，但一个逃避不了的事实是，ICANN 的工作可能具有复杂性、技术性且专业化

的特点。 

• 因此，ICANN 工作人员可在帮助构建评审团的实用工作框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使得知识各样的所有相关方能就问题展开明智对话。 

• 另外，“专家”或 ICANN 理事会成员、利益主体或机构群体领导层可能在提交

相互矛盾或存在分歧方面的必要证据中起主要作用，以便大众评审团能对要求他

们评论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审议。 

• 尤其注意，履行这一框架和专家工作还有可能支持通常是为了寻求（在不损失含义

的条件下）简化表达 ICANN 工作的方式之工作。 

评审团的权力 － 评审团应拥有哪些责任和“权利”？ 

• 如上所述，大众评审团的产出通常通过报告或行动计划建议体现，可在之后由招募

机构进行评估和考量。如果 ICANN 采用这种评审团产出方法，应考虑标准化大众评

                         
237 这种情况值得试验的不同举措示例请参见与竞赛相关的具体专家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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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团报告其调查结果的方式，从而方便将来的交叉引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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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机构群体还应讨论大众评审团应拥有哪些其他（若有）责任和权利（例如，

免职权和/或否决权是公司裁决流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权利）。同样重要的是，确立在

履行那些权利和责任时机构群体会认为适当的标准为何。 

• 至少，ICANN 应要求大众评审团的调查结果由 ICANN 理事会公开处理，并以公开

方式与理事会回应一同存档，方便公众查阅和阅读。 

成功评估 － 从参与者之角度 

• 如果 ICANN 确实决定采用此建议，我们提倡测试 2-3 个举措，确信从“评审团”

/参与者之角度评估该流程，从而保证我们在一段时间后能得知哪些起作用、哪些

不起作用。 

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 Jefferson Center － 在美国，Jefferson Center 是一只领头羊，致力于“通过改

进公民话语权并将公民主导的知情方案带入公共政治问题，从而强化民主”。它实

现这一做法的途径是在各种环境下支持、实施并研究大众评审团 － 从招聘工作到

经济和美国联邦债务再到医疗保健，范围牵涉极广。该组织和 Promoting Healthy 

Democracy（推进健康民主行动）共同实施的一个具体大众评审团举措针对明尼苏达

州的 2009 年选举计票，被盛赞“有助于为该州的计票程序改革构建两党支持”。
238 

• 公民举措审查 － 由 Healthy Democracy Oregon（俄勒冈州健康民主组织）与 Hea

lthy Democracy Fund（健康民主基金）创建，利用大众评审团模式，“公开评估投

票方法，以便选民在选举时获得明确、有用的可靠信息。”对于审查的每种投票方

法，会组建一个新的小组，“直接接收赞成和反对该方法的竞选运动信息，并在为

期多日的公开审查中召集政策专家。” 

• Prajateerpu（“人民裁决”）－ 此举措发生在 2001-2003 年间的印度安得拉邦 

(AP)，关注“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未来”。具体而言，该举措旨在“允许安得拉邦受政

府粮食农业 [2020 愿景] 影响 大的人能勾划自己的愿景。”由边缘化的农民组成

的小组经确立，流程通过特拉古语（使用人数 少的一种语言）进行。239 评审员都

是“没受过教育（这体现了该邦大多数公民的一个状况）的女性（这体现了她们更

大的实际作用），但缺乏农业方面的发言权。”240 邦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国际发展部

                         
238 “大众评审团”，Participedia 网站，2010 年 3 月 21 日。 

 
239 Wakeford, Tom 等：《评审团下台：参与性项目能向恢复民主走多远？》(The jury is out: How far can participatory 

projects go towards reclaiming democracy?)，《行动研究手册》，第二版，Sage Inc.：纽约，（2007 年），章节 2: 

6。 

 
24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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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举措， 终变更了该邦内的援助政策，这进而影响了津巴布韦和马里的类似

流程。尤其注意，在安得拉邦重复这一流程的计划由于“邦/NGO 职能的缺乏”而流

产。241 

• 农业研究民主化 － 此举措关注南亚、西非、南美和西亚地区，通过大众评审团方

法将地方声音带入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粮食农业政策制定流程。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哪些制度或文化障碍会对实施形成挑战？ 

• ICANN 如何挑选大众评审团的储备库？此选拔流程涉及哪些挑战？ 

• 大众评审团的线上和线下模式有何区别？例如，哪些机制可能要求验证和身份核实，

以便线上的大众评审团不被“投机倒把”？ 

• ICANN 如何运作一个大众评审团流程？例如，大众评审团特别适合采用什么架构

或流程？如果他们看来适当，ICANN 如何在仍能展示概念验证的低风险背景下启

动一个大众评审团流程？ 

• ICANN 如何为“评审团” 有效地设计和提供足够的学问，以便培养有意义、有

用处的审议？ 

• 哪些背景下应赋予大众评审团哪些权力和权利？ 

• ICANN 在理事会审议前利用大众评审团指导政策制定更有意义，还是在审议后利

用它审查决策更有意义，亦或两者都是？ 

• ICANN 目前是否在处理这样的具体问题：全球网民群体的广泛公开审议会有帮助，

但是缺乏相关审议？ 

• ICANN 需要哪些人员配备和资源需求，才能看到此建议开花结果？将此工作与其

他工作（例如，在 ICANN 内制定一个开放数据政策）相配合如何有助于推动组织

内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2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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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ICANN 的建议 14 - 16： 

分散问责制，以试验为依据，采纳新的证

据和见解，成为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
一位高效参与者 

首次发布：2014 年 2 月 25 日， 

http://thegovlab.org/proposals-14-16-for-icann-become-an-effective-participant-in-the-

internet-governance-ecosystem-by-decentralizing-accountability-being-experimental-and-

embracing-new-evidence-and-insights/ 

从理论到实践 

“多利益主体监管”这一理念存在于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诸多层面。组成 ICANN 的各个机

构通过自己的多利益主体模式运营（例如，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使用多利益主体、

自下而上流程开展政策制定，242涉及合同签约方机构和非合同签约方机构的多个不同利益

主体组织和社群）。GNSO 和其他 ICANN 架构均是 ICANN 内更大利益主体模式的一份子，

涉及其他组织，例如代表民间团体的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和代表政府的政府

咨询委员会 (GAC)。ICANN 本身也是甚至更大的一个多利益主体模式（尽管此时还不太好

定义）的一份子，涉及其他“I*”组织，例如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互联网工

程任务组 (IETF)、互联网协会 (ISOC)、国家/地区政府（独立或联合行动，例如通过欧盟）

以及国际政府（例如，联合国或国际刑警组织）。 

鉴于这一多利益主体格局，此建议力求应对的挑战是：ICANN 如何在不扩大目前职权

范围的同时，有意义地参与越来越全球化和多样化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这意味

着 ICANN 的职能（标准、协议，以及针对互联网唯一标识符资源的政策协调），243以及

这些职能与其他互联网监管活动（也可理解为职能）如何相互影响必须得到理解。 

多样化描述了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具有的特征。要了解和浏览此多样化，按问题的“层

级”来领会互联网监管可能会有用，例如： 

• 基础架构层（连通性、全球访问性和网络中立性） 

• 技术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协议和标准） 

• 内容层（知识产权、网络犯罪、垃圾信息和协作性的应用程序） 

• 社会层（信任与身份；人权和数字权利；互联网监管原则） 

                         
242 “GNSO 政策制定流程”，GNSO.ICANN.org。 

 
243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章程》，ICANN.org，2013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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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层级中的每一个均与 ICANN 互动，受 ICANN 活动的影响，而 ICANN 活动反过来也

影响这些层级。可以认为这几个“参与领域”是围绕 ICANN 的核心： 

• 管理权领域（与 ICANN 的 SO/AC、注册服务商、注册管理机构和 GAC） 

• 协调领域（与 ISOC、IETF、互联网架构委员会 (IAB)、万维网联盟 (W3C) 和 RIR） 

• 参与领域（与国家/地区政府、联合国组织、国际组织和特殊利益群体）。 

互联网监管中规模、问题、地域和职能的这一多样化有时也称为互联网监管机制的“大杂

烩”，其特点是“矛盾、共存的法律制度”，形成了复杂的监管挑战。 

因而，此建议推荐一个分布式研究与实践举措，从而设计一个“分布式监管网络”，

解决互联网监管中参与者和问题的多样化，解决 ICANN 必须用来进行这两件事的不同方

式 ： 

a) 与其他参与者协调其工作，b) 评估自己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求 终成

为更大规模互联网监管流程中一个高效的参与者。与我们专家组提出的所有建议相一致，

我们认为互联网的任何此类“分布式监管网络”必须高效、合理和进化，必须采纳这样

做的辅助性原则，这表示他们的职权范围仅包括因他们的中心或权威地位而 有资格、

能胜任的那些职责或任务。 

此类分布式监管网络应具备多个特征，每个特征由一系列的具体活动有力支持。这些特 

征是： 

• 分散问责制 － 这涉及筹划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其层级、问题，乃至管理和/

或产生这些问题之处。这还涉及找出“互联网监管原则”，协同不同的利益主体

和监管举措，确定现有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同时关注现有问题。 

• 试验文化 － 这涉及创建 少或 基本的一套规则，规定有资格参与监管网络的

机构应达到的标准，例如，“所有机构必须遵守下列非常基本的事项”才能参与。

这会在 ICANN 内部和整个分布式监管网络发扬一种试验文化，附带着采纳分析工

具和定性定量框架，能帮我们集中评估和分享关于哪些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的见

解，以便从创新的分布式途径解决各种互联网监管问题。 

• 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 － 这涉及启动实际研究，促进制度层面的变迁和演

进， 终在生态系统全面实现信任和互操作性。由于互联网监管的网络工作特性，

在整个监管网络层面“采纳新的证据”意味着必须落实一系列常见的监管要素和职

能，必须有途径来提高生态系统对于这些新见解的认知。 

这些建议如何有助于培养协调一致的分布式互联网监管生态 

系统？ 

从科学进程来考虑这三个特征可能有帮助。在“分散问责制”中，我们的根本意思是大家必

须察看实际情况，例如背景、资源、环境和变数。而对于“以试验为依据”，是指大家应本

着科学的严谨性开展试验，以便它们能被复制。这关系到设计该流程，以便大家能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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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普遍理解。 后，关于“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我们的意思是，在察看背景并以系统

性的严谨方法完成试验后，大家应分析结果并以他人能理解和使用的方式发布，方便他们复

制和学习，方便这些见解为整个领域所知（此处为互联网监管“领域”或网络）。 

分散问责制 

• 筹划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 

o 这关系到确定互联网监管领域现有机构和机制的一个方阵。这还涉及找出当

前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为何可能造成互联网四分五裂的不利局面。问题和

参与者的定位将能确认哪里需要协作。 

• 找出“互联网监管原则” 

o 这涉及研究。许多不同机构已就互联网监管原则提出各自的建议。244 我们

的专家组也已认为高效、合理和进化是核心原则。 

• 确定现有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并关注现有问题，揭露需要更多协作的地方 

• 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对本身分散的互联网监管问题和优先性分散其问责制是

很重要，对本身集中的互联网监管问题和优先性集中其问责制有意义。集中化优先

性的一个好例子是互联网技术资源的稳定性，例如 DNS 和 IP。分散化优先性可能

是地区层面的优先性，例如，对于采用 IPv6 的不同监管模式。 

• 此类筹划活动有助于确认如何协作和在决策过程的哪个“阶段”协作，例如议程设

定、报告起草、验证（决策）、实施、执行和评估或审核阶段。 

试验文化 

• 创建 少或 基本的一套规则，规定有资格参与监管网络的机构应达到的标准 

o 这利用了“辅助性原则”，它在欧盟背景下指：“决策的作出尽可能亲民，

经常检查以证实欧盟层面的行动从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可能性来考虑 

仍然合乎情理。”245 这里，尤为重要的是无论哪个管理机构都能有效处理

问题。 

o 此举措的目的在于创立一套严谨而稳定的支持机制，允许不同机构开展试

验， 终找出哪些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以及各自的原因。例如，可能

是关于隐私与安全的一般指导和建议、全球互操作性标准的推广、用以评

估哪些地方需要干预的模式指标的使用、公众认知宣传活动，以及为了增

加互联网访问性的资金池等。 

                         
244 Jeonghyun Baak 和 Carolina Rossini：《关于互联网自由的主要宣言的问题比较》(Issue Comparison of Major 

Declarations on Internet Freedom)，（2013 年夏）。 

 
245 “欧盟立法汇总：术语”，Europe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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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虑一般优先性的同时，为试验和协作实施鼓励措施 

o 必须有平衡互联网稳定性和其监管发展两个需求的试验和创新途径。因此，

为了实现目标而规定必要的鼓励措施和责任是很重要的。此外，这些鼓励措

施必须考虑到一路调整试验进程，以适应新发现和新进展。 

o 鼓励措施可能包括诸如技术要求、消费者期望等等。责任可能包括协调、

合规要求以及指标报告等等。 

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 

• 在制度层面发动变革 

o 互联网监管机构必须能利用上述试验进程和研究得来的证据。这意味着必

须了解哪些证据对哪些机构和机制有用。这要求一种通用语言（关于一套

基本原则和谅解的协议），允许整个生态系统受益于新的证据，而不论该

证据产生于何处。 

o 这表示，生态系统的各个“层级”必须采用协调一致的体系，以便整个生

态系统的能力得到发展。 

•  提高生态系统对于新见解的认知 

o 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将知识系统性添加到文集或存储库，且其方式实

现三个目的：可分享，大家知道添加了新证据，大家能通过富有意义的有

效途径查阅和使用该证据。 

o 这关系到对话功能（例如，互联网监管论坛以及其他虚拟手段），将不同

的机构和参与者集中起来，实现以公正的方式交换全球信息。这些参与者

能在容许下放实施和调整权的同时，抱着对各自角色和职能的共识调整他

们的讨论（这证明了集中化与分散化优先性的理念）。 

这些建议对 ICANN 的具体意义何在？ 

在《“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之评》中，Sam Lanfranco 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说明 

ICANN 为什么必须将重点放到它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以及多利益主体创新为

何有助于 ICANN 在执行其职能时更高效、合理、更具有适应性。他建议，专家组的建议应

作为如下战略的起点： 

• “为 ICANN 监管构建可行且有效的多利益主体系统”； 

• “利用它帮 ICANN 定位到互联网生态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 

• “在 ICANN 事务和互联网监管两方面加强互联网利益主体的认知和参与”。246 

                         
246 Lanfranco, Sam：《“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之评》，Distributed Knowledge（杂文）博客，（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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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在技术层扮演着关键而基础的角色。然而，谁也不

能将互联网的内容层或社会层与技术或系统层利索脱离开，ICANN 必然存在于一个“关系

网”中。247 这个网可以描述成历史的偶然之笔。例如，Milton Mueller 主张：“15 年

来，我们一直临时采用集中监管安排，这些临时措施至今未能立足全球完全解决合理性、

遵守性和范围的问题。”248 然而，由于互联网领域的参与者和利益主体极其多样化和分

散，但却有着共同的普遍优先性（隐私、安全性、知识产权、经济增长、政策、文化、权

利、消费者选择、安全等249），互联网监管的问责制结构采取分散却协作的方式极具意义。 

因此，专家组推荐了一个行动研究方法，与如何确定知识科学领域的方法基本差不多。 

这是为了让 ICANN 能够： 

• 更加理解其如何影响互联网监管，以及互联网监管如何影响 ICANN 的工作； 

• 充分运用此知识， 终推动自身的实践，变得更高效、更负责；以及 

• 了解这些见解，利用它们使更大规模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受益。 

这使得 ICANN 能够： 

• 设立系统性方法，用来在共同框架下与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的其他机构和机制协作； 

• 在试验过程中与那些机构和机制合作，方便收集证据； 

• 利用这些试验取得的证据培养整个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的能力；以及 

• 后，这些举措会帮助 ICANN 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且其方式能让 ICANN 确

定两点：一，问题在不同的辖区如何表现；二，ICANN 如何在避免互联网分裂的

不利局面等问题的同时，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 ICANN 内部实施 

重点是要认识到，ICANN 只是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诸多参与者中的一员，承担“管理权”

职责。250 具体而言，ICANN 负责共享资源（互联网唯一标识符资源）的良好管理、使用

和发展。 

                                                                         
 
247 参见 Vinton G. Cerf（主席）等，《ICANN 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职责》，ICANN 战略专家组的报告，2014 

年  

2 月 20 日，第 48 页。 

 
248 Mueller, M. 和 Wagner, B.：《寻找巴西法则：互联网监管的代表性与合理性》(Finding a Formula for Brazil: 

Representation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et Governance)，Internet Policy Observatory（互联网政策瞭望站），

（ 2 0 1 4  年  

1 月），第 11 页。 

 
249 全球互联网监管委员会“常见问题”，OurInternet.org。 

 
250 《ICANN 战略计划草案》，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ICANN.org（2010 年 11 月），第 11 页。 

 



 

 123 

但是，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管理权职责趋向于共担或连带，这是由于互联网问题、参

与者和机制的网络工作特性。因此，ICANN 要参与作为一个协调一致领域的互联网监管之

发展，存在与此建议相关的框架和内容重大问题。具体而言： 

分散问责制 

目前已计划或在进行中的会议、专家组和研究举措激增，它们应作为此建议这一方面的自

然组织平台，以便筹划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此筹划显然将是一个尽量公开、透明的协作

活动。目前进行的大多数举措与以往的活动直接相关，例如：2003 年和 2005 年的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 (WSIS)，或是 2012 年的世界电信国际会议 (WCIT)。当前，利用如下列举

的资源极具意义： 

• 即将于 4 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关于互联网监管未来的全球多利益主体会议。该

次会议将召集众多互联网监管机构和利益主体，共同讨论将来的互联网监管框架。 

• 全球互联网监管委员会，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国际监管创新中心成立。

此委员会将用两年时间来探索几乎所有与互联网监管相关的问题。 

• 全球互联网合作与监管机制高级专家组是由 ICANN 促成的一个战略专家组，通过 

1Net.org 论坛开展其在线讨论。1Net 属于开放性论坛，围绕互联网监管进行对话。 

尤其是，这些举措之间应开展高度协作，以便在收集证据与避免多余讨论和知识空白的长

短期研究和战略举措中，问题和参与者能得到定位。这些不同举措在如下方面展开协作极

具意义： 

• 确认分裂有害而需要协作的领域； 

• 确认如何协作和在哪个层面协作（例如，议程设定、起草、验证、实施、执行 

层面）； 

• 确认必须协作的那些参与者； 

• 创建专家网络可在必要时促进机构群体虚拟信息的分享； 

• 编制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讨论文件，由地区层面和全球会议的更高级别研讨会审查。 

试验文化 

必须有开放和协作的流程，由互联网监管领域的各个机构和机制来决定和构建某些标准或

原则，用以委任互联网监管试验。这表示必须存在高度认同，即意味着必须对某些优先性

集中化，必须围绕那些优先性形成共识。 

这涉及确认需要通过全球监管机制（理解：不是政府间，而是多利益主体）落实、发展和

监督的一系列常见的监管要素和职能。 

分布式研究举措（如上所述）应确定需要国家干预或引导的一些领域，制定方案说明何时

以及如何利用通用框架实施全球引导和干预有助于全球信息交换，进而高度发展实施和调

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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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监管问题可通过五个层级或问题领域进行评估 (ACCTT)： 

• 基础设施的便利性 

• 代码和标准 

• 内容 

• 信任 

• 交易 

利用这些指标，分布式研究举措能生成定期的“互联网监管现状”报告，从而确定某些指

标的行动需要或进展。 

 

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 

为了有效利用新的证据和见解，让整个互联网监管领域知情并受益，一个极有意义的做

法是，由一个协调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制定必要的鼓励措施和责任分配，以便实现其

目标。试验的框架设计应依据不同的参与者和利益主体的责任和职能。通过利用这些框

架，从这些试验收集的证据能在背景下得到有意义的理解。反过来，新的见解应遵守一

套基本原则或优先性（因而不会由于缺乏协作而动摇互联网）。 

分布式研究举措可研究各个举措（例如，技术要求或消费者期望）和各种参与者责任（例

如，协调和合规或指标报告），弄清可实现有效且灵活监管的“一堆利用点”。此外，这

些利用点可围绕具体（可能风险低）的使用情境展开试验。 

分布式研究举措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利益主体参与，这可产生更合理、更全球化的结果。此

外，也需要就如何征求有意义的意见和实现共同创造而实施大阔步创新。请参见专家组的

其他建议，了解如何利用各种创新性参与流程和做法来开展试验和取得新的证据、见解。 

示例与案例研究 － 实践证明哪些起作用？ 

分散问责制 

• 《世界人权宣言》(UDHR) － 通常在涉及 ICANN 问题时会对联合国模式进行相关

讨论，而其反响趋于负面。但是，联合国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实施仍然有 IC

ANN 可学习效仿的重要经验。UDHR 并非条约，本身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它定

义了“基本自由”和“人权”两个词的含义，可见《联合国宪章》，而宪章对成

员国具有约束力。 

o UDHR 是以下两个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之根本：《国际公民及政

治权利公约》(ICCPR) 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

这再一次证明了集中化与分散化优先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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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文化 

•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OGP) － OGP 是一家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提升透

明度、开放性、公民权利和问责制来改进政府工作，同时还推广利用新技术来加

强监管能力。此举措规定了重要话语权和行动的结构框架，同时还能推动政府和

民间团体间的对话。要参加 OGP，政府必须符合资格标准，包括“证明至少在四

个关键领域（财政透明度、信息公开、收入和资产披露、全民参与）遵守政府公

开原则”。251 

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 

• 臭鼬工厂（洛克希德·马丁）－“臭鼬工厂”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开发项目

的官方绰号。它是一个研发试验室，特点是高级研发项目的高产出率。臭鼬工厂

通常具有高度自主性，通过避免会衡量稳定性/创新两者而另行阻碍开发的繁文缛

节，252利用非常新颖而具创造性的一些意见。臭鼬工厂项目趋向于解决经非常准

确框定的问题，征求一系列潜在方案。例如，臭鼬工厂项目在完成其协定的“退

出标准”时便可能结束。 

• 麦克阿瑟研究网络 － 麦克阿瑟基金会发起极具特色的“研究网络”，宗旨是“确

认一个大问题，然后聚集各个学科的研究员、从业者和决策人，共同工作一段长时

间，通常是六到十年”。253 这些研究网络非常公开、协作性强，成员在如何应对

巨大挑战面前被赋予高度自由。提前规划（例如，研究定型、网络成员确定、提案

起草、向外部专家外展）保证了研究网络能对某个领域的知识做出特有贡献，同时

对实际生活产生影响。 

开放性问题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 

• 如何从头创建此类监管网络，同时还实现与更被广泛接受的监管形式相关联的合理

性和合规？ 

• 谁可以参与初步构建，谁将被该流程排除在外？由谁决定？ 

• 参与机会如何在管控下保持公开？ 

• 随着互联网的壮大和扩展，全球互联网监管网络如何逐步引入新的参与者？ 

• 哪些参与者有权就确立所有后续行动规则和程序的问题做决定？ 

                         
251 《如何加入 OGP》(How to Join OGP)，OpenGovernmentPartnership.org。 

 
252 《臭鼬工厂》(Skunkworks)，《经济学人》，2008 年 8 月 25 日。 

 
253 《麦克阿瑟研究网络简介》(About MacArthur Research Networks)，麦克阿瑟基金会，2014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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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如何对此类“环保”工作投资，同时不辜负其全球机构群体认为它不会扩大

职权范围的信任？ 

• 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建立反馈循环，同时考虑各种数字通信技术，

考虑容纳各方参与者所具有的诸多不同文化和语言的需要？ 

 

 

附录 2：关于 MSI 专家

组建议的意见 

 

从 GOVLAB 博客收到的意见和反响  

此附录列出了专家组第 2 阶段工作期间收到的反响，截至 2014 年 3 月 19 日。尤其注意，

GovLab 博客采用的评论功能允许评论者通过点选如下任一预先定义的类别，从而“回应”

建议： 

• 很好 

• 有问题 

• 大问题 

• 小问题 

所有博文仍存于 GovLab 的 ICANN 项目页面 (thegovlab.org/icann2) 和 GovLab 博客。 

许多反响还随附问题或意见，记录如下，适当时还作出回应。 

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 蓝图 

 

 

意见： 对于成立互联网监管试验室的建议，这对 ICANN 研发部门有何鼓舞作用？GovLab 

的部分看来非常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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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互联网监管实验室 (iGovLab) 的宗旨是创立一个分布式的国际研究网络，研究更

广大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所有角色、职能和参与者，而不仅限于 ICANN，以

便加深我们对于一事的共同了解：全球群体如何参与互联网监管问题分散却协作的

决策安排，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壮大和新问题的涌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明确的职权。

GovLab 欢迎大家参与、支持该研究举措。 

意见： Bet[h]，很喜欢你们的观点。只补充一点：将“均衡”加入基本原则会不错。均衡

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将重点放到真正需要的地方，避免被不太重要的问题过多干

扰。同时，它有助于确保参与的方式对于应坐到桌旁的人负担得起…不依赖“雄厚

财力”或“经济利益，而是保证金钱利益更少的社会利益。” 

意见： 我是 NPOC/NCSC 的成员，针对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所编制文档中包含的 16 

条“蓝图”建议写了一篇长达 17 页的评论。其标题为《〈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

蓝图〉之评》，可见 http://samlanfranco.blogspot.ca/2014/02/commentary-on-

quest-for-21st-century.html。同时将向战略专家组直接提交一份副本。- 

建议 1：专家网络 

 

 

 

意见： 鉴于此建议能“鼓励和刺激各 ICANN 架构内部和之间进行协作”，同时“节省时

间和资源”，非常值得探索。然而，此建议的描述中重点关注的专业知识类型看来

不太适合 ICANN。 

回应： 我们认为 ICANN 能受益于各种不同领域、部门和学科的专业知识。此建议的目标

不在于提供所需全部专业知识类型的详尽列表，而是提供一些示例，鼓励大家通过

专家互联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但是它基本根据 ICANN 的需要定义。 

意见： 回应此建议的“为什么”部分 － 我认为，专家组并未充分说明此观念对 ICANN 

有意义。需要进一步论证，保证此建议的价值值得验证它所需的开支。 

回应： 我们认为，许多专家互联技术和网络已经存在，作为确认所需专业知识和全世界自

愿参与者的一种途径来帮助解决互联网监管 (IG) 领域现有和涌现的棘手问题，能

为 ICANN 和整个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创造极大价值。也许在全面采用此建议前，

先从一个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开始能帮助 ICANN 检验提出的价值命题。 

意见： 我对专家组关于此建议的描述有一个一般问题，即它存在将 ICANN 使命和广泛得

多的互联网监管 (IG) 使命相混淆的趋势。所提的创新旨在改善 ICANN 还是更广

泛的互联网监管，亦或是两者？在检验和评估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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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我们认为，此建议可为 ICANN 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所用，对 ICANN 特别有用，同时

能证明让所有 I* 组织受益。然而，我们并不是提倡 ICANN 扩大职权范围。我们

提出此建议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机构可用它来确认、找出和吸纳所需的自愿专家。 

意见： 我同意此建议的根本前提，亦即 ICANN（指 ICANN 机构群体中的所有人）“必须

明智”，因此“必须能够从机构内外资源中获得在形式和格式上均有用且与要做的

决策有关的 佳可能想法”。 

意见： 回应的观点是专家互联能“提高多样性，减少不必要的参与，并消除 ICANN 利

益主体群体和工作组中的既得利益”－ 有既得利益的人 有可能参与，并将受到

大影响；消除既得利益会让彻底审查问题和观点变得不可能。 

意见： 看来专家组认为“使 ICANN 从基于代表的组织变成基于专家的组织”是个不错的

观点。假设它是一个二选一的情况是否准确？他们是否相互包含？结合两者的优势

是否有价值？基于代表的价值… 

回应： 这强调一个大点 － 它们不相互包含。决定由谁拍板什么、时间和方式可能会因为

手上的事情或问题的不同而各异。一些决策（例如，技术要求高的决策）可能更适

合基于专家的结构。然而，那些更以价值为基础的决策可能不一样。价值体现在足

够灵活的决策流程中，以及这样的机构：无论手上的问题是什么，都能通过 适于

获取广泛而明智意见的结构回应之。 

意见： 专家组列出的可能相关的网络和群体主要涉及非常技术性的资源。域名政策制定领

域经确定需要改善，但还完全不确定技术资源是一个大需求。 

回应： 这突出了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区别，并非所有建议都将具有意义，和/或都适用于

所有情景。提出的 16 条建议真是形形色色，希望工作人员和机构群体中的 IC

ANN 专家帮忙确定如何以及在哪里试点和检验针对决策的这些创新方法 好。 

意见： 这是专家组提出的 后一个问题：“由专家制定的决策问责制框架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的措词看上去说明专家组对多利益主体模式缺乏了解。他们看来… 

回应： 我们了解 ICANN 践行的多利益主体方针的自下而上和基于共识的模式，了解无数

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政策制定流程，了解 ICANN 内存在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 

－ 这些共同形成了问责制框架。这个问题只涉及了解 ICANN 如何将现有流程中植

入的原则和价值应用到利用专家互联的试点计划或试验中。“专家制定的决策”这

个说法并未从任何一方面建议完全变更为只有专家的流程，而不鼓励或吸纳广泛意

见。 

意见： 专家组的目的是好的，对反馈的征集也值得肯定，但满足时间表不太现实。此专家

组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出办法来增加 ICANN 活动的参与广度和多样性。这是一个非

常正当的目标，多数建议都有可能有利于该方面，但专家组流程本身不利于该目标。

如果我们只考虑第 2 阶段流程本身，假设它的持续时间差一点才到一个月，期望很

多人来对 16 条不同的建议提供反馈现实吗，这些问题有些还未发布细节，且全都

有数十个事情和问题需要响应。认识到大家都有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工作责任，很

多时候还牵涉其他 ICANN 和 IG 活动，即便期望已经熟悉 ICANN 的人在如此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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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提出很多反馈是否合理，更不用说那些对 ICANN 知之甚少的人？补充一下事

实，还有几个其他专家组在寻求反馈，有一些重要的 IG 活动正在进行中。专家组

实现目标时间表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就用少数参与者提出的少数意见，对 终建议进

行多数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这当然不会是有效的多利益主体方法。这会更快，但决

不可能对问题进行广泛而彻底的考量。另外，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阶段，以及

可能会有的任何试验流程。 

回应： 专家组工作的时间表确实受限制。但我们要重申，专家组的工作还是将经历 ICANN 

传统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专家组提供的这次意见机会只是决定要支持哪些建议和如

何推进对话的流程中第一个机会。 

 

建议 2：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意见： 下面这点看似为此建议的有效前提：“对于一个为公众谋福利的 21 世纪国际性

机构而言，其合理性取决于是否让那些受机构决定影响的公众参与其决策过程。”

详细描述… 

意见： 开场白很好！我提几点意见：众包和利益主体参与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情。正如您

所述，众包有赖于“不明确（通常很大）的一群人”。而另一方面，在利益主体参

与中，只需要涉及非常具体的一些组织或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如果你们的想法是

两者同时采用，或以某种其他互补的形式进行，我建议更详细概述这可能带来的后

果。第二，对于公众参与（让公众涉入影响他们的决策）而言绝对关键的是，提前

得知流程中产生的任何意见对手边的决策有何影响。在你们的例子中，手边的决策

可能就是确定一个议事单。建议的方法是通过将问题的确认和归类众包，支持“前

期问题框定”流程。谁参与此流程以及某些利益主体是否有代表有没有关系？结果

的约束性如何？决策机构会致力于实施众包产生的决定，还是只把它们的意见纳入

考量？ 

意见： 我表扬专家组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它们推荐了如何在 ICANN 结合可用的现有工

具检验此建议。他们认识到了成本效益的重要性。他们还提出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个人认为检验此建议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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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众包监督与制定成功指标 

 

 

 

意见： 看来在线的排名和反馈工具是政策制定活动中的有用工具。  

意见： 我强烈支持增进 ICANN 问责制的所有行动，所以只凭这一个原因，这个主意也

值得进一步探索，但不能马上明确它是否能有效实施。 

意见： 从我的合同签约方角度来看，让我亮起红灯的一个观点是：“利用开放合同原则，

公开在线发布所有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同（随同其他开放数据集，例如

财务数据和现有合规数据），让公众帮助监督…” 

意见： 一个开放性的同行评审平台在我看来可能具有很大的潜能；可能成为政策制定活动

中的一个有用工具。 

意见： 我对专家组确认的制定成功指标的需要没有异议。但不确定这些能否通过众包成功

制定。专家组确实指出了制定指标时应考虑的一些建设性因素。 

意见： 此建议中的一些观点看来显然有可能增加价值，因此似乎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他

观点在我看来还需要更多理由，才能谈为验证它们花费人力物力。（详见我的相

关意见。） 

 

建议 4：协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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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这些案例研究与可能在 ICANN 的用途不是特别相关，但确实阐明了协同起草工

具的一些实际应用可能性。 

意见： 回应的问题是：“分担起草责任的鼓励措施有哪些？”－ 这是融合多个观点的一

种更快途径。 

意见： 回应的问题是：“ICANN 的何处（例如，哪些主题或问题，或哪些场合 － 亦即 S

O 还是 AC） 适合试验协同起草工具？”－ GNSO PDP WG。 

意见： 回应的问题是：“ICANN 之前在应用协同起草工具时遇到什么局限，我们在将来的

试验中如何减少这些局限？”－ 功能受限。 

 

建议 5：变革公众论坛 

 

 

 

意见： 回应的观点是“在职者”参与有称霸 ICANN 会议的趋向 － 这个观点提得很好，

但依据我的经验，每次 ICANN 面对面会议都会看到新人发言。在接下来的几次 IC

ANN 会议上验证此假设，收集一些数据并报告发现，会对此有帮助。即便如此，我

们应鼓励新的参与者。 

意见：我同意这点，但在用到“公平”一词时我总会担心。那是一个值得追寻的高贵理想，

但我不确定这能实现。寻求“更公平的参与机会”可能更好。 

意见： “公平”参与可能不现实，但我们应“力争实现更公平”。 

回应： 答复上面两条意见 －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意公平属于理想，更公平可能是更

具有现实意义的选词。 

意见： 应避免同时检验太多工具。 

意见： 回应此建议对 Textizen 和 Ureport 的讨论，认为它们是远程参与的低带宽

示 例 工 

具 － 听上去很有意思。 

意见： 回应的问题是：“公众论坛如何在想发言和应发言的人间找到平衡点？”－ 这个

问题很好。 

意见： 提供了好几个可利用的工具示例，听上去非常有意思。不清楚它们是否都能对 ICANN 

公众论坛起作用，但看来值得进一步探究。我认为，观念和工具的试点检验需要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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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以便同时检验的事情不会过多。 

建议 6：新的投票方式 

 

 

 

意见： 我认为，专家组为此建议列出的两个目的非常合理：1) 增进公众对于 ICANN 决策

的理解；2) 实现 ICANN 机构群体成员承担思想领导角色。 

意见： 这准确描述了 GNSO 流程，尽管任务组不会再使用。 

意见： 围绕主题和问题而非社群组织公众有利也有弊。如果只允许个人发表意见，有必要

确保足够数量的个人参与，且涉及所有受影响的组织；以及… 

意见： 看来专家组假设这些新的投票方式 可能使委员会层面的投票受益。在我看来，委

员会层面的投票真的没那么大问题。在评估工作组参与者的意见时检验投票方式可

能有用得多… 

意见： 我不清楚 GNSO 委员会或 ICANN 理事会使用流动式投票是否会增加很多价值。当

前的投票方法貌似还不错。但我认为在政策制定工作组中利用流动式投票来评估利

益主体的各种观点可能具有极大价值。 

意见： 正如上面对于流动式民主的观点，我不清楚 GNSO 委员会或 ICANN 理事会使用优

先选择投票是否会增加很多价值。当前的投票方法貌似还不错。但我认为在政策制

定工作组中利用优先选择投票可能具有极大价值… 

回应： 答复上面的三条意见：关于是否和如何在工作组中应用新的投票方法，专家组听到

了各种意见。看来这是未来对话中要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探讨试点此建议的地点

和方式。 

意见： 大众评审团的理念在接受考量前，还需大量调查。 

 

建议 7：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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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重点注意，原则的设计目标是“公众合同”，亦即政府组织的合同。ICANN 并非

政府组织，务必记住这点。同时，ICANN 和政府组织一样，有责任… 

意见： 关于可能使用“开放数据”原则的事情，我认为只要有利于改进 ICANN 透明度

和问责制的机会都值得努力把握。 

意见： 专家组是否认为这会运用到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的合同？如果是，怎样

运用？ 

意见： 在专家组针对采纳“开放合同”列出的其中一个步骤里，建议“ICANN 可落实一个

开放合同计划。这要求确定哪些 ICANN 合同可受开放合同政策约束，包括注册管理

机构合同、注册服务商委任…” 

意见： 总体来看，我认为“开放数据”的观念有改善 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的一些良

好趋势。我还认为，“开放合同”方法可能会为采购合同带来一些好处，但不明确

对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协议是否有好处。 

回应： 答复上面关于开放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同的意见 － 看来这是机构群体应

共同解决的首要问题，探讨是否、如何以及在哪种合同试点此建议。 

 

建议 8：参与式预算 

 

 

 

意见： 回应的问题是：“ICANN 如何决定目前的预算意见征询中公众参与是否充分？”－ 

我个人的回答是：预算流程基于章程的时间要求推进；公众参与是否充分从来不 

重要。 

意见： 我认为，参与式预算 (PB) 能大力改善 ICANN 的预算流程，但应理解 PB 本身不

能解决主要问题。常年累积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流程中，预算细

节的提供不充分或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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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轮值限制 

 

 

 

暂无意见。 

 

建议 10：从“利益主体”到全球参与 

 

 

 

意见： 回应的观点是：新人应能很快在 ICANN 做事的内容和方式上进入状况 － 这是一

个很好的目标，但它是否现实？ 

意见： 专家组称：“通常，大家更了解笼统的互联网监管问题，而不是他们通过 ICANN 

可从那些问题获得的具体‘利益’。”我不明确这是否是个真实的假设；也许是，

但在继续这一建议前，可能还应进行验证。 

意见： 任何新方法的设计都应确保：当前的参与者能有意义地参与到任何试验；用于组织 

ICANN 参与者的基于利益之方法和替代方法之间不会直接抵触，进而贬低价值。 

意见： 在我看来，此建议中有太多好观点值得检验。但要这样做，要求很多时间和资源，

包括志愿者已经疲于应付的能力。同时，有条建议是，机构群体的参与应基于主题

而非利益主体利益，看来这依据的假设是：“大家更了解笼统的互联网监管问题，

而不是他们通过 ICANN 可从那些问题获得的具体‘利益’。”我不明确这是否

是个真实的假设；也许是，但在继续这一建议前，可能还应进行验证，因为貌似整

个建议都以此假设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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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1：采纳证据 

 

 

 

意见： 回应的观点是研究机构不应有权做出约束性决策 － 我认为这些是重大观点。 

 

建议 12：竞赛 

 

 

 

意见： 这些例子说明了如何在 ICANN 中实际应用游戏化。 

意见： 我认为，所有这些方法貌似都值得实行。 

意见： 制定一个计划，以逐步引进游戏化原则并在现有流程中检验其中一部分可能有用。 

 

建议 13：“大众”评审团 

 

 

 

意见： 回应的是“问责制通常属于事前的程序公正性和事后的裁决程序使然，这样才能确

保决策符合既定目标和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原则。”－ 说得好。 

意见： 下面的表格非常简洁地说明了 ICANN 的问责制如何有限。 

意见： 从本地人群中随机选择评审员然后资助该评审团，这会比在 ICANN 的全球人群中

这样做更简单、花费更少。在 ICANN 这样做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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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在地方或地区层面运营大众评审团可能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后面的讨论当然要考虑

的事情。 

意见： 回应提出的这一观点：从现有的 ICANN 参与者数据库中选择评审员 － 我认为，

这会折损大众评审团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随机选择。 

意见：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评审员的选择真正随机，他们会需要大量的培

训，才能就涉及的问题进入状态。这是否可行？这是否划算？我保留自己的怀疑。 

意见： 很遗憾，这个案例和其他三个都基于本地人群，而非 ICANN 的全球人群。 

 

建议 14-16：以试验为依据，分散问责制并产生新的见解 

意见： 逐行注释插件貌似在此文档不起作用，所以我将在此写上自己的意见。 

 如果“ 有资格、 能胜任”意味着与使命一致，我完全赞成辅助性原则。 

 专家组称：“此类分布式监管网络应具备多个特征，每个特征由一系列的具体活动

有力支持。这些特征是：分散问责制 . . . ；试验文化 . . . ；以及系统性采纳

新的证据和见解 . . .”分散问责制与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听上去非常合理，

但我认为试验文化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因为 ICANN 做的事情非常要紧。 

 我的担心由于专家组的这一限制而有所减轻：“而对于‘以试验为依据’，是指大

家应本着科学的严谨性开展试验，以便它们能被复制。”关于试验，我支持专家组

的这一说法：“必须存在高度认同，意味着必须对某些优先性集中化，必须围绕那

些优先性形成共识。” 

 我强烈认同这点：“一大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将知识系统性添加到文集或存储库，

且其方式实现三个目的：可分享，大家知道添加了新证据，大家能通过富有意义的

有效途径查阅和使用该证据。” 

 关于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专家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分布式研究举措的一个基

本要素是利益主体参与，这可产生更合理、更全球化的结果。就如何征求有意义的

意见和实现共同创造而实施大阔步创新也有需要。” 

 在考虑发展监管网络时，ICANN 应落实这些重点：1) 应首先良好履行其首要使命； 

2) ICANN 应就互联网监管领域采取的行动取得机构群体的共识；3) ICANN 应在财

务上负责其承担的所有 IG 活动，并在使用从机构群体获得的资源时征得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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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之评 

笔者：SAM LANFRANCO。 

2014 年 2 月 12 日。查阅网址：http://samlanfranco.blogspot.ca/2014/02/commentary-on-

quest-for-21st-century.html 。 

前言： 

蓝图文件草案《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蓝图》经 ICANN 请求，由 ICANN 的多利益主体

创新战略专家组编写。 

本评论文针对蓝图中的“建议”，不久将加入更多意见，进一步概述文中这些意见提出的

一些问题。 

文中意见的编写风格为轻松探讨式，更便于展开讨论。文中的各部分可按任何顺序阅读。

本文只有两个链接。一个链接到战略专家组的文档，地址：http://thegovlab.org/the-q

uest-for-a-21st-century-icann-a-blueprint/ 。 

另一个链接到本文档的一个在线副本：http://samlanfranco.blogspot.ca/ 

问题或意见可直接递交给笔者，邮箱 < Lanfran@yorku.ca >。 

一篇随同评论文正在编制中，讨论的是如何思考互联网与监管这个更广泛的问题，它是如

下问题的背景：为解决互联网生态系统及其内部的监管，目前正逐步推进多层监管（ICAN

N、互联网、国家/地区等层面），如何思考围绕这种监管的更广泛的利益主体参与和问题。

该评论文完成后，将发布到上述博客链接。 

这些意见假设读者已读过蓝图文件，但仍可作为独立意见单独阅读。它们主要关注蓝图文件

中的十六条建议表达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 

经细查，该文件与其说是蓝图，不如说是一堆观点，涉及多利益主体参与、ICANN 管理实

践和互联网监管的多个方面。 

对于文件标题中提及的“探寻”ICANN，从 ICANN 为中心的角度来理解有三个目标 好：

(1) 为 ICANN 监管构建可行且有效的多利益主体系统；(2) 利用它帮 ICANN 定位到互联

网生态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3) 在 ICANN 事务和互联网监管两方面加强互联网利益

主体的认知和参与。 

在追寻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记住，从利益主体为中心的角度来追寻将有可能产生

不一样的优先顺序。ICANN 内部的各项工作都需要认清这个事实。利益主体参与不同于

志愿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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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接近战略专家组的“蓝图” 

本评论文重点关注构成蓝图的十六条建议。蓝图文件的前言讨论了“ICANN 的实践”，严

重删减 ICANN 的实践，只关注域名系统 (DNS) 的管理，并且它提出的“...ICANN 的职权

范围属于技术范围”有点过于短视，漏掉了 gTLD 字符串和注册管理机构流程的整个“敏感”

领域等。 

我们不会在此提供 ICANN 职权范围的完整列表，但强烈建议利益主体的认知和参与工作

加入：培养大家更深入了解 ICANN 的职权范围，了解这与 ICANN 的内部监管架构有何关

系，了解 ICAN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互联网监管角色。除了这个以 ICANN 为中心的角

度，互联网监管也需要更多以利益主体为中心的认知和参与 

文件的蓝图部分是：“...ICANN 在接下来 5 年如何转变自我监管方式的 16 条具体建

议。”这些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试探气球”提出，涉及 ICANN 监管应如何运作，

在此处被理解为“思想养料”。细细反思，这十六条建议远远超出 ICANN 如何“自我监

管”的范畴，涉足 ICANN 的管理架构和全球互联网监管问题。 

蓝图还提出“尽管这些建议在获得批准后一年内就可以全部推出，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

它们实施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收集关于哪些起作用的数据。”文件还提出这些“...建议都

具有明确的试验性，应该加以尝试、评估并对照当前的做法加以改善”。 

此处需要谨慎。ICANN 的职权范围包括持续管理和执行互联网生态系统的重要职能要素，

这限制了试验范围。当然通常很重要的是评估建议，找出优势和缺点，然后评估选择实施

的前景，并附以监督、评估、反馈、学习和调整。 

如何进行这一工作，以及从哪种程度而言这些建议是进化的监管和政策实施进程的试探气

球、试点项目或初始步骤，这很重要，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这里，它们被标记为在进行任何实施工作前需要谨慎反思和解决的问题。ICANN 必须应

对技术创新的快速步伐。实施时间表和限制只为试验留下了有限的范围，同时还得从快速

的监督和评估中学习，并持续进行过程中调整。gTLD 的当前展开情况可能就是这的一个

典型示例。 

在介绍建议前，蓝图文件还建议了用于实施更多利益主体参与的一个存疑战略。蓝图中建

议，其实施的方式“…应该允许人们在无需知道具体管辖边界的情况下也能参与其中。” 

这种实施战略可能是个错误，至少需要更多的深入讨论。处于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

核心的一个要求是，如何促进博学利益主体的认知和参与。如果利益主体纠缠于争论将 I

CANN 监管、ICAN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现有（和提议）职权范围和互联网监管本身的

问题混为一谈的监管结构，会事与愿违。 

有意义的利益主体参与要求了解哪里（从全球下至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哪个相关监

管结构适用（或应适用）。如果 ICANN 围绕多利益主体参与的创新将监管层面的问题

混淆，或过于以 ICANN 为中心，而忽略这个事实：在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中，除了 I

CANN 以外，利益主体也拥有以利益主体为中心的利益，不会产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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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主体会根据他们面临的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下考虑监管问题。涉及“国家防卫”的问

题不同于涉及“邻里间围栏”的问题。两者的监管牵涉迥异的层面、不同的深度和不同的

监管机制。 

任何利益主体参与战略必须有助于利益主体认识他们有何利益，无论是作为个人、组织/

公司、群体还是民族国家，和认识 ICANN 内外适用和应适用哪个层面的监管，即使只

是为了帮助说明哪些是 ICANN 和 ICANN 的利益主体参与的核心问题。 

忽略这点的风险可能包括目的相反的对话，同时混淆谁负责（或应负责）什么和哪里，以

及对于 ICANN，应在哪个层面的利益主体参与中解决监管工作？在 ICANN 投身于特别

的行动过程前，需要围绕各种利益主体参与战略的范围展开讨论。蓝图文件中有几个观点

混杂在一篮子建议中，远远超出利益主体参与的范畴。 

蓝图文件还号召一个互联网监管实验室，涉入互联网生态系统（I*？）的监管这条大鱼，

以及国家/地区和超国家/地区的参与者。这远远超出战略专家组的使命。它提出了一个重

大问题，同时有点像是针对后续工作和资金的标准顾问角色。 

任何互联网监管实验室的观点都要求在手边的关键核心问题之外，单独进行讨论。很多问

题还不明确，例如，“实验室”战略是否有优势，尤其是应对相同挑战时，集中化方法相

对于相当分散的方法是否更好，还是更差。 

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分布式布局赋予自身此类工作的前景。例如，大家可能更偏向于看到

奋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多个非洲监管实验室举措，而不是非洲人和其他人为充分参与某个

集中化的互联网监管实验室而奋战。一个不集中的分布式方法可能更划算，且全世界的

研究员、学生、实习生和决策者的参与都更开放。此建议要求单独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建议：蓝图的十六个部分 

蓝图的十六条建议按三个标题组织，每个标题下有一条或多条建议组成的小标题。这三个

标题是：(1) 关于高效；(2) 关于合理；(3) 关于进化。这些标题依据的是蓝图文件前面

简要的“基本原则”部分。 

在约束组织使命和愿景的原则及其运营原则之间，存在一些混淆。原则通常会固定任务的

内容、原因和方式，由于这里处理的是不同原则，可以分开处理，但在审查这一篮子建议

前还不用讨论。 

这十六条建议还能以更有逻辑的方式组合；但是为了促进分析，这里仍然按照它们在蓝图

文件中出现的顺序加以评论。作为关于战略专家组使命的“思想养料”，每个建议领域将

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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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十六条建议之列表 

[1] 使用专家网络 

[2]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3] 实现协同起草 

[4] 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5] 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 

[6] 增加轮值限制 

[7] 尝试新的投票方式 

[8] 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 

[9] 建立“大众”评审团 

[10] 众包监督及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 

[11] 分散问责制 

[12] 采用参与式预算 

[13] 以试验为依据 

[14] 产生新的见解和证据 

[15] 采纳证据 

[16] 鼓励竞赛 

 

1. 使用专家网络（强调问题） 

作为以更多证据和知识为依据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要素之一，蓝图建议“ICANN 和其

他互联网监管机构应该采用[和试验]专家互联技术…” 

以更多知识和证据为依据的决策当然会受欢迎。该建议既反映了该目标，也反映了对监管

的必然挑战。同时，由于这有关多利益主体参与，以更多知识和证据为依据的利益主体参

与应是其重点。 

然而，监管中的多利益主体参与不同于组装生产线上的组件，也不同于外包适当组件的生

产。不像汽车或航空生产中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那样，大家在这里不能积累专业知识并继续

监管。简单而言，监管涉及制定“游戏规则”，限定监管各个利益主体能做什么的架构和

流程。它们既允许又限制做事的方式，这里既指实际空间又指虚拟空间。？？？ 

对于 ICANN，特指这如何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完成，如何在 ICANN 内部完成。为此寻求

专业知识和技术很重要，但只是需要做的一部分事情，需要在相关背景下加以理解。 

监管涉及调和利益主体的既得利益和意图之间的差异。如果意图没有差异，也就不需要监

管。物理系统的动态可基于规则/法律来解释。如果没有强烈的意图，就不需要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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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一般而言，既得利益和意图之间的那些差异涉及产权和人权。在更

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会通过持续结合符合逻辑的对话和利益主体（公民）权利的履行

（例如，一致意见、投票表决等），得到相应解决。 

ICANN 监管模式的内部一致性与这两件事有关联：ICAN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战略地位

（自身利益和意图），互联网监管本身。它还建议，相对于 ICANN 强化博学利益主体参

与的战略，蓝图的“专家网络”战略可能更适合 ICANN 的技术责任，它在寻求专家网络

方面已经做得很好。 

这里的战略必须不只涉及寻求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互联网利益主体的知识和参与。

在与基于证据的决策不同的基于专家的决策中，它还必须防止利益主体的利益被边缘化。

重点记住，互联网利益主体有着以利益主体为中心的角度，ICANN 利益主体也是如此，这

取决于 ICANN 在互联网总体运营和监管中的职权范围。 

在 ICANN 流程和互联网利益主体两方面，都可能有值得反思的外部见解来源，以便增强知

识。一个见解来源可能是查看国际劳工组织 (ILO) 等组织如何处理三方的利益主体参与。

另一个是《世界人权宣言》(UDHR) 如何处理其职权范围。这在此处没有解决，但将在之后

评论 ICANN 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中的 ICANN 方法时加以探索。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尽管 ILO 和 UDHR 都是多边条约实体，但对其核心重点都没有立法权。

这对于互联网监管可行模式的更广泛问题尤其重要。在两个领域，ILO 的体面工作领域和 

UDHR 的人权领域，权力被分散到其他管辖机构，范围从多边条约实体到国家/地区和地方

政府机构。 

蓝图建议“ICANN 应尝试使用不同的[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来调动专家知识，这很

有用。这需要理解为促进博学利益主体参与之战略的一部分，而不仅是 ICANN 监管模

式内利用基于专家的决策的一个途径。让专家对流程起告知作用，而不是决定结果。 

 

2.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当前的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潮流致力于使监管和政府决策要素更透明，追寻的是更高效率、

更多问责制。提出这点是因为它可能促进博学利益主体更多地参与到 ICANN 中和互联网

监管中。 

同时还需要重点注意，ICANN 文档的公开访问性非常广泛，问题是利益主体是否有足够的

能力参与如此宏大的信息流，并在必要的时间表内参与咨询流程。这对于企业和政府的问

题相对更小，它们有带薪职位专门负责这些任务，但对于民间团体组织 (CSO) 的问题更大，

因为它们的职责工作和回应均靠自愿。 

不直接进入使用开放数据应用程序的层面（例如，在线“缩略词助手”的建议），而是反

思从其他开放数据工作中学到什么，以及这对 ICANN 可在此领域取得的成果有何启示，

这会有帮助。一方面有效的努力就看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 (IATI)，它关注捐助和受捐国

家/地区之间官方对外援助的流向。这里不是要全面评估从它那里学到的功课，但在进一步

讨论围绕开放数据的任何 ICANN 举措时，需要将其中的几点经验作为意见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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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合同需要学习其他经验，面临其他问题，此处不予细述。总体上，相对于 ICAN

N 的大多数事务，这个要求更适合政府、全球筹资机构（官方援助机构）和大型筹资基

金会等组织。ICANN 与注册管理机构的合同已经非常透明，并且目前，ICANN 并不是资助

他人的主要分散源，尽管“字符串”拍卖产生的收益可能改变这点。 

一个开放数据观点可能需要 ICANN 严肃反思，那就是 IATI 开放数据举措已纳入一项创举，

同意在报告数据和活动时使用代码友好的术语。数值数据本身非常直白，但用来区分特定

项目的术语（gTLD、“标识符字符串”、首字母缩略词等）难懂，使得与文本数据共同作

用的代码应用变得非常难。 

IATI 战略将与一群利益主体（捐助人、受捐人、NGO 和私人立约人）和开源编码社区一

道，制定数据标准和应用，实现明智利用 IATI 开放数据。 

由此学到的有用经验远不止协定“描述开放数据战略所具架构和系统的具体组件所用术语”

的需要和挑战。在捐助领域，鲜少有政府文件使用一二十个不同的术语来指同一件事情。 

围绕开放数据的部分对话是，如何使其成为可用形式，亦即机器可读的可用形式。如果开

放数据只意味着可查阅海量的文本和数据文件文档（这是 ICANN 的现状），透明度和

利益主体认知会受损害。鉴于 ICANN 围绕域名和域名服务器的工作，代码友好术语这

个挑战对于 ICANN 并不是新领域。 

从成功利用开放数据学到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利益主体的计算能力（数学素养和深

奥文件素养）严重参差不齐。数据需要按不同方式呈现，这一工作大都涉及数据可视化应

用（覆盖映射等）。 

IATI 群体吸引了大量自愿的开源编程员，利用了“编程马拉松”和众包方法来编写用于

处理开放援助数据的应用。任何 ICANN 开放数据举措都可以考虑类似的战略。 

开放数据 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利益主体参与（委任此 ICANN 战略专家组背后的推动力）。

这一挑战在 IATI 的工作中和其他地方都存在。在极大程度上，数据访问被有意用它来保

护自己狭隘个人利益的重要利益主体所用。困难在于让开放数据的果实更加公众化，同时

促进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 

从 IATI 和国家/地区开放数据工作中学到的经验提示，任何 ICANN 开放数据举措必须

始于利益主体如何富有成效地参与到数据访问性中，而不仅是可用数据如何广泛、如何

“开放”。 

 

3.  实现协同起草 

表面上看，实现协同起草的战略看上去是“明摆着的好事”（亦即，明显的好主意），尤

其是考虑到在线的协同起草工具很多。然而，一个主意是否好得看它的背景。协同起草在

这些情况 有用：(a) 参与者人数不是太多，(b) 就 终文档预计会成什么样子达成了高

度认同。这个方法好用的一个示例是，一个专家技术组希望为互联网系统或某个编程项目

的一些流程创建一个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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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难以作为大群利益主体参与 ICANN 事务的充分工具，尤其是对于监管问题、ICANN 互联

网政策地位，或为 ICANN 的互联网监管地位起草政策文件。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或印度采

用开放访问的在线协同起草应用来起草他们各自的宪章，或者全世界人民采用某个在线的

协同起草应用来编写《世界人权宣言》(UDHR)，如今会是怎样。这里的问题不是参与的权

利，而是参与的相关运筹。 

如果 ICANN 要在互联网利益主体的认知和参与中发挥领头作用，协同起草工具以外的

一些方法领先该方面的工作更有可能，尽管这些方法可能起到“ 后阶段”的起草作用。

一个战略可能更像 ILO 按兴趣或实践领域召集利益主体的方法，例如，关注海事劳工及

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利益的那些人。 

这并不是说 ILO 的方法就是正确的道路，只是强调围绕问题展开的利益主体主导对话和

使用协同起草工具起草文件的 后阶段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 

就是在这些 后的阶段，正如蓝图所建议，管理效率可通过使用“...简化时效性强工作

流程的新技术”来增强。 

 

4. 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关于包容性合理] 

要在 ICANN 监管中采用多利益主体模式，要有利于互联网监管中的包容性利益主体参与，

认知和参与是核心目标。应在 ICANN 决策链的哪些地方和如何采用利益主体参与的众包方

法要求更多的充分反思。 

要求决策的问题和事项可能来自不同之处。它们可能在持续的实践中横空出现，并要求快

速决策；可能由于众包问题而显现，并要求考虑周全的决策。在两种情况下，通常都需要

针对发生的事审核和修改决策。这通常都会发生在所有决策流程。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挑

战需要细说。 

一个挑战关系到政策制定与实施。将标准组织流程作为讨论的起点很有用。在传统模式中，

政策由理事会（或以各种方式组建的职位类似的组织）制定，而实施会分派给工作人员，且

通常接受执行董事 (ED)、首席执行官 (CEO) 或负责实施的某个类似指定职位之领导。决策

和行动通过“监督和评估”（使用的是蓝图中的用语）流程问责，推动政策和实施之间的相

互作用。 

开放数据和开放监管（对于政府和 ICANN 等组织，以及其他互联网生态系统 I*）属于增

加各方透明度的方法。哪些地方适合众包决策在这里有点令人迷惑。这是否意味着利益主

体在政策制定（好事情）和政策的日常实施（值得怀疑的事情）中都有发言权？若如此，

在 ICANN 管理架构中，对于实施谁对谁负责？众包偏好和管理程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

怎么样（快慢）？尽管包容性参与的目标值得赞赏，且实际上是监管的多利益主体模式之

根本，但要众包“...所有决策阶段”的意见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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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能有利于高度的流程透明度，提供符合利益主体数据/文件素养之方式的开放数据，

更能以促进政策制定参与和实施中问责制的方式培养利益主体认知？ 

再次参考 ILO 模式中的利益主体参与，关注采掘工业体面工作的那些利益主体和关注成

衣业体面工作的那些利益主体有着围绕体面工作的共同关注，但偏重有关他们利益主体群

体各自地位的那些方面，将那些工作成果带回工人生态系统的其他监管领域。 

这里的各个层面都有很多众包参与以外的参与方式，更能服务于 ICANN 监管、利益主

体利益，以及互联网监管中的更广泛问题。 

 

5.  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 

蓝图的这一部分 开始是一个有据可查的观点，认为 ICANN 作为多利益主体组织在利益主

体参与方面严重不足。这是真实情况，挑战是在 ICANN 的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本身，如何提

高利益主体参与。随着科技推动的互联网革命飞速推进，不是互联网利益主体的那些人越来

越近似于空集（亦即小人物）。但是，并非每个利益主体必须在 ICANN 政策中拥有利益，

即便在互联网监管中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 

这意味着 ICANN 在这里需要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是，在普遍的互联网监管问题（政策、

实施）中提高互联网利益主体的认知和参与，以便他们行使良好的互联网公民权利。另一个角

色是，在刻画互联网的未来时，让对 ICANN 是什么、干什么、如何接受监管、走向何方有特

别利益（也许是专业知识）的那些互联网利益主体参与进来。 

这启示了“全球参与”并不是从利益主体参与转变为全球参与。它是从 ICANN 为中心

的角度，号召有效战略，以便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影响利益主体生活和未来的那些方面，

实现更多、更公平、包容性和有意义的参与。战略可以也确实在利用现有的或新的在线参

与工具，但它们也要求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各个参与者之间展开协作，范围从 I*“这条大

鱼”下至作为个人和组织团体的利益主体。 

要是 ICANN 工作人员承担了发起新“参与”工具的任务，适当工具的选择应结合各个参与

领域的具体目的来决定。这不是要求一揽子众包参与的一个领域。 

 

6. 增加轮值限制 

轮值限制是拓宽参与、防止当选机构内部拉帮结派趋势的一种方法。国家政治中经常利用

这些限制来避免在选举流程中某个选举职位受到王朝式的延续性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轮

值限制只是用于分散工作负担，或扩大参与决策和领导层的机会。 

在 ICANN 决策文化这一背景下，大量决策都是经审议后在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同时，对于

参与 ICANN 内部工作的新人，确实看上去会觉得委员会的构成和架构存在朝代性要素。但

同时，有一些成员连续性有利于在 ICANN 的决策流程中体现其组织知识。蓝图提出了一个

正确建议，认为这是一个要求更多思考和反思的领域。同时，可能正确的一点是，认知更

多、参与更多的利益主体群体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减少任期限制的需要，同时为这些选举

职位提供更多符合资格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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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的投票方式 

蓝图建议在决策中试验新的投票方式。ICANN 在各个层面都有投票和共识征求，从委员会

职位到政策地位，再到一些情况下的实施战略。 

如果 ICANN 机构群体发现寻求新投票方式的主意有价值，向前推进的一条道路是一个双管

齐下的方法。一方面，起草一个清单，列出 ICANN 内发生投票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起

草选择投票方式的选单，每个 ICANN 选举程序和感兴趣的利益主体都可提出具体选举情况

的投票方式选择选单。鉴于 ICANN 结合了一致意见和投票程序，这不是“一鞋必须合众人

脚”的一个领域。 

这个深思熟虑的方法可能比在实际实践中试验各个方案更有成效。ICANN 的多数决策非常

重要且很难逆转，这些工作要在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那是缺乏慎重的深谋远虑。 

 

8.  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 

在 ICANN 实际会议的同时开设一个平行的虚拟公众形式，这个主意听上去会提高参与度，

但不太可能发生。可能发生的是“隔开一段”的少量插话，但受时间的限制严重，且因跨

越距离的时区不同而呈现出复杂性。 

此处不予细述，简单提提，一个替代方法是利益主体更加持续参与到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异

步空间，而减少付出到一年几次的面对面会议的关注、时间和工作。面对面会议由于预算

和时间限制，极大程度限制了更广泛的利益主体参与，尤其是民间团体参与。 

一个观点是，ICANN 政策制定的时间路径应类似于冰山，流程的 9/10 在透明度和参与度很

高的持续异步互联网地点进行，涉及并服务于有认知和参与进来的利益主体。流程的另外 1

/10 应该/可以在同步时间和空间或是在线的具体时间进行，但和 ICANN 目前一样跨地点。

同步的部分应根据持续异步的数字互联网地点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事情，予以大力调整

和适应。 

在异步时间和空间建立架构和开展流程的能力也可能是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优势之一。尽管 

ICANN 尽责提供了一些论坛方便公众互动，其中一些高度依赖同步时间，另外还提供了大

量在线的档案资料，但这些缺乏利用互联网空间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开放数据和开放监

管如何支持认知和参与。 

ICANN 流程还极少考虑这两者之间资源限制的差异：在 ICANN 决策中拥有很高财务或政

治利益的利益主体（企业和政府利益主体），生活和未来都受那些 ICANN 决策影响的更广

大的利益主体组织（CSO、NGO、NFP 和群体）。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在 ICANN 内外

发展一个分层次的互联网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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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建立“大众”评审团[促进利益主体监督] 

这个建议是为了加强利益主体的监督，随机指定“多个由个人组成的小型大众群体，并要

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指定时期内向其汇报”。评估这类建议的价值很难，因为它假设了

两点：(1) 拥有适当技能和时间的志愿者组成的一个可用“评审团储备库”，(2) 更重要

的是，ICANN 监督流程会 有利于这类战略。两点假设都值得怀疑。 

一个替代战略是建立在一个开放数据透明度模式之上，ICANN 通过开发专门的应用提供关

于流程的数据和信息（正如 IATI 一例的实践，通过委任、“编程马拉松”等方法），

并将大部分监管工作转到感兴趣利益主体志愿者的视线内。这会吸引大家关注监督热点，

对 ICANN 预算中的组织管理资源无要求或要求极少。 

 

10. 众包监督及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 

简单而言，这一部分是再次号召在监督和评估中有更多的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并制定适

当的指标（衡量标准）来评估 ICANN 的表现，尤其是对于目前正在定义的互联网“公

众利益”。 

这可能是“公众利益”和其他 ICANN 目标都能在 ICANN 利益主体流程中实现的一个领域，

但如果它们能嵌入适用于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某个事项可能更好。那可能是与上文提

及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 类似的某个事项。有人建议了一个类似的《世界数字权利

宣言》(UDDR)。还有人建议了将此类数字权利归入《世界人权宣言》现行版或修订版的

方法。如何将“公众利益”的理念转变为互联网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应如何及在何

处将它们嵌入全球政策和监管，这两个孪生问题是要求在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展

开广泛协作对话的问题。应使用什么标准来评估 ICANN 和互联网生态系统行为的问题

应是互联网利益主体讨论和对话中的高优先级问题。ICANN 应在此领域起主导作用，但

不应“独占”它。 

 

11.  分散问责制 

蓝图的这一部分建议“ICANN 应当促进针对国家互联网监管组织...的标准的制定”，以

便实现创新、开放、透明，方便公平访问，同时支持公民参与。 

这里，作为组织的 ICANN 及其利益主体支持者必须弄清：ICANN 在整个互联网监管中的角

色是什么，ICANN 想如何扮演该角色，也许是配合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 I* 大鱼，并配合

对问题的广泛利益主体认知，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利益主体参与。 

鉴于 ICANN 与国内国际机构互动的一对一流程的复杂性，鉴于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

C) 现有的混杂参与水平，一些人倾向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方法，让一个现有的或新的

国际实体参与进来。一些人倾向于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无约束力的数字权利协议。还

有一些人倾向于以更广泛的利益主体为中心的问责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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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向何方，工具的选择都很重要，并且任何方法的核心都有两个问题：1. 对什么负

责（就观察指标而言）？2. 对谁负责？但是，如何、什么和两个谁的问题在这里得到解

决。来自监管和问责制现有模式的证据表明，这些模式每一个都将存在于互联网生态系统

的不同层面，尽管监管层面包括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另外还可在一堆有或无约束力

的协议中找到依据。 

12. 采用参与式预算 

蓝图中的这一主题合并了两条 ICANN 预算建议。一条建议集中关注如何处理即将拍卖的 

gTLD 字符串产生的（可能一大笔）收入。作为一次意外之财（经济租金），有人建议在决

定这些资金的用途时，纳入利益主体的发言权。另一条建议主张，在 ICANN 的持续预算

流程中扩大利益主体参与度（利益主体被称为“全球公众”）。第一条建议与 ICANN 内

部已经列入日程的一些问题相符。第二条建议要求进一步思考。 

当然会有一些技术范畴的 ICANN 预算决策，透明度和问责制会是其尽责流程的一部分，

但参与式预算可能作用极小。另外，在透明度和问责制之外可能适合参与式预算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要求深入思考。 

 

13.  以试验为依据 

蓝图中的这条建议与其说是蓝图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关于蓝图本质的一条意见。它提出若干

问题。它建议，将蓝图建议视为“试点项目”，通过衡量标准和评估总结得到的经验，然后

采取相应行动。尽管这非常标准地描述了如何运作一个试点项目，但不明确 ICANN 紧急任

务哪些应在该模式下进行。ICANN 面临的许多问题要求边干边学，并在过程中持续调整，当

然这是以衡量标准和评估为依据。 

互联网生态系统的 ICANN 参与中，可能有这样一些领域，情势或利益主体利益可能会促

进具体的试点项目举措，也许是配合从 gTLD 字符串拍卖收入得到的资金。但是，对于 ICA

NN 总体而言，尝试新的做事方法通常涉及更多认可，风险大到难以使用试点项目方法。 

在“以试验为依据”部分，蓝图走向一个爆炸性的建议，它用通俗点的说法就是“互联网

监管房间里的大象”。内容是： 

“...关于何种激励机制 行之有效的实验也可以被设计并融入到方案中（包括信守让他们有

资格参与议程设定的一系列原则和职能的国家级实体联合参与的概念。纳入国家级实体允许

民族国家在处理他们与国内互联网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时发挥作用，同时避免受到国家/地区

政府的直接管理。）” 

这只能视为多边协议进程的建议，在该进程中国家级实体同意“信守[互联网监管]议程设

定的一系列原则和职能[谁的？]”。这是否在 ICANN 或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某个其他现有

或新成员的范畴内？这会止于议程设定，还是也意味着会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此建议包

含的存有强烈争议的问题构成一个虚拟的“潘多拉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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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遵守“以试验为依据”的建议既令人困惑，又看似不适合： 

 “纳入国家级实体允许民族国家在处理他们与国内互联网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时发挥作用，

同时避免受到国家/地区政府的直接管理” 

这会涉及国家/地区放弃自己国家主权的某些方面，废除对其公民的一些监管责任。这看

来像蓝图中“以试验为依据”这条建议下面的一堆内容完全是赤裸裸地建议一个全球性实

体来制定政策和监管互联网。这可能不是原本的意图，但是 

 

无论意图为何，在“以试验为依据”这一块小地毯下躺着一头大象。 

 

14.  产生新的见解和证据 

蓝图的这条建议 开始是一个普遍现象，当前的互联网监管是各种“拼凑”的机制和机构，

要求更多研究和思考（证据和见解），并建议可能产生的结果会是一个更加“分布式的监管

结构”。它暗示了一个事实，互联网监管以及 ICANN 等互联网利益主体内部的监管必须具

有创新、灵活、适应的特点。 

深入反思，大多数监管架构都是“分布式的”，无论是不同的实体还是实体内的各个层次。

随着人类社会努力为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制定监管架构，其大部分的构建将与人类为地球实

际空间构建的监管架构极其相似，这应该不足为奇。当然，实际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这一扩展

事实有希望给予人类一个舞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构建未来。 

此处的一大监管挑战是，相对于人类史上人类构建的系统必须应对的那些技术变化，互联

网生态系统中的技术变化节奏更快、渗透力更强。这里，更广泛的利益主体认知和更多的

利益主体参与是根本。 

 

15.  采纳证据 

简而言之，这是再次号召更多监控和评估，目标是更大的 ICANN 效力和效率。它号召更多

立足证据的政策和实践，更多立足实践的证据（也可以加上，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利益主

体提供更少立足于自私政策的证据）。 

 

16. 鼓励竞赛 

蓝图中 后这条建议的标题有点用词不当。建议 16 讨论的是几条完全不同的建议，它们

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增加利益主体的参与度，无论是参与 ICANN 还是明显参与互联网生态系

统中的监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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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建议，一些 ICANN（或互联网）问题可采用与编程马拉松或大挑战类似的方法，作为

要在竞赛环境下（附带奖励？）解决的问题抛出。相比一些背景，这在另一些背景下可

能更起作用。如同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 (IATI) 一例，开放数据的编码挑战已将编码

工作带到可视化应用（有/无激励或奖励）的面前。互联网地点支持所有形式的工作，包

括视频和音频。 

这里存在强化激励机制的可能，但这不是“一刀切”的一个领域。一些挑战（针对 ICANN 

或互联网）适合众包方案，其他一些适合专家工作组方案，还有一些适宜竞赛奖或立足利

益的激励机制。 

但是，重点要了解，百英里油耗 1 加仑的汽车这个挑战只涉及一个技术指标的表现，而

“减少域名冲突”或“减少对 DNS 基础设施的滥用”涉及持续的挑战和响应过程，要求

包含技术成分的不同方法，偶尔还会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 

这里的“竞赛”建议主张，通过“...充分利用针对年轻人的各种竞赛和活动，让互联网

监管和 ICANN 工作的复杂性对人们而言更开放、更容易理解以及更有趣...”，这可能有

利于更多的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隐含的建议是，年轻人将以不同的方式学习，或是学习

起来有趣才会学。有趣的大多不重要，重要的可能不有趣，而不论“有趣”的吸引力有多

大。更多的利益主体认知将是这方面适当战略的决定因素。 

毋庸置疑的是，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地点将改变学习的大部分面貌，一切都必须适应该事实

并相应调整。同样，竞赛通常会在学习中起作用。“我们可以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让

事情更有趣，这些建议有自己的优点，但必须与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的方法一同考虑，这

些方法更植根于利益主体对什么有利益的理解，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对于更广大的现有和

未来群体的利益。 

 

十六条建议之附言 

后，这十六条建议有关在 ICANN 业务和互联网业务中产生更多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

的战略和战术，无论是通过激励利益主体，还是通过组成 ICANN（和互联网）监管和政策

制定系统的架构和流程。 

这些建议是“思想养料”，远远超出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不言而喻的范围。他们不仅

提供了提议原料的列表，还提供了将这些原料“煮入”ICANN 政策和实践的一些食谱建议。 

从 ICANN 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它们存在且是战略的起点，以便：(1) 为 ICANN 监管构建

可行且有效的多利益主体系统；(2) 利用它帮 ICANN 定位到互联网生态系统和互联网监

管系统；(3) 在 ICANN 事务和互联网监管两方面加强互联网利益主体的认知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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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转换、限制与挑战以及下一步 

在提出十六条建议后，蓝图文件用了一页来讨论“范式转换、限制与挑战以及下一步”。

这一部分基于这些意见。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普及范式

转换的理念以来，“范式转换”一词就被一直引用。蓝图谈论更多的是 ICANN 的“高效”、

“合理”（在利益主体眼中）和“进化”的变化，并列出了多条建议。蓝图并未实际建议

“范式转换”，无论是对于 ICANN 的行为还是互联网监管。 

但是，在这里引用范式转换有据可循。由新技术推动的该转换是扩大的“新现实”，如今

人类构建一切（组织、架构等）和执行过程（监管、生产、社会化等）是跨越实际的时间

和空间，并结合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虚拟地点。范式转换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一扩大的现实面

前，我们如何生活、如何行使职责、如何做事情。 

鉴于技术变化的速度，ICANN 和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已发现，现实超前于监

管，这里尤其注意的是，不仅超前于 ICANN 自身的监管流程，还超前于整个互联网监

管的流程。 

随着互联网虚拟财产、流程和空间的出现，一些人为了私利在这些领域掘金，也有一些

人为了公利在推进管理工作，而不像欧洲扩张时期发现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新世界”

那样。 

作为规划互联网生态系统各方面的主要参与者，ICANN 致力于自身监管的多利益主体模式。

ICANN 应已迫切要求一个多边模式、一个私营机构（公用事业）模式，或是如何构建 ICANN 

的诸多其他方法之一。 

蓝图将 ICANN 的地位确认为，弄清或帮助弄清“在 21 世纪如何监管全球共享公共资源” 

[注意：为免混淆，重点要注意“公共资源”与“公益事业”不是一回事，这两者都与

“公利”有着极大差别] 

ICANN 内外都有一些人深信，一个类似的多利益主体模式为互联网监管本身所必需。也有

一些人对互联网监管持有不同观点，甚至可能对 ICANN 监管或是 ICANN 当前职权范围内

的监管持不同观念。无论对这些问题持有什么立场，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水平更高都将有

利于得到更好的进展和结果。 

蓝图有个建议也许正确，那就是，如果 ICANN 奋起迎接设计和采纳真正起作用的监管和问

责制的多利益主体模式这一挑战，这会对互联网监管群体的余众起到“实际示范作用”。

这是超脱以 ICANN 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利益主体和互联网生态系统的监管，而是从利益主体

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生态系统和 ICANN 的监管。 

这还强调了在每个人几乎都成为互联网利益主体的世界中，围绕 ICANN 成功应对可行

的利益主体模式这个挑战的紧迫感。如果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ICANN 可成为互联网生

态系统中余众的榜样。如果失败，ICANN 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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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制与挑战，蓝图提出了围绕互联网连接能力的挑战，既包括 后一英里接入问题也

包括带宽限制/成本，但极少谈到移动设备的角色，或是即将到来的“物联网”会抛出的

问题。 

蓝图还认识到，地球的实际空间和互联网虚拟空间正融入人类构建的系统中。ICANN 无论

干什么都要求在设计、架构和流程中关注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它还建议，“从此岸到彼岸”

（例如，ICANN 监管和互联网监管）都需要“共同恪守转变文化规范的承诺...以建立必不

可少的相互信任和归属感[认同感]”。 

号召“...转变文化规范...”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重要含义。一个是基于价值的观点，认

为互联网是用于“公益事业”的“公共资源”。有些人将它的很大一部分视为可占作己用

的边界财产。这一紧张关系需要得到认识、理解和解决。它的解决可能会受益于一个事实，

就是利益主体认知大都会比较这两者：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问题，社会在实际的时间和空

间中历来如何处理相似问题。带着小心和关注，人类可能可以改善迄今为止的表现。 

另一个文化规范可能是巩固一个认知，互联网的虚拟生态系统真实如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由

于人类作为产生的变化。再回到 ICANN，将这些规范融入利益主体认知和参与，这对于实

现 ICANN 围绕自己多利益主体监管的目标，对于 ICANN 在互联网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都

很根本。 

讨论下一步时，蓝图文件提出，它将把这些建议变为单独的 1-2 页篇幅建议，实施一个

意见和修改流程，提交专家组的总结工作，并提议成立专门针对建议的工作组，以便制定

将这些建议落实到 ICANN 工作和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是，互联网

生态系统中互联网监管的组成部分）中的计划。 

围绕这些建议的对话，更重要的是围绕 ICANN 监管和政策、互联网生态系统和互联网监

管相关问题的对话，为高度分布式的举措提供了机会，从而惠及对话以及更多的利益主体

认知和参与。本着 ICANN 对多利益主体监管模式的承诺，下一步实际是什么以及应如何

实施都是应由利益主体广泛推动的事情。 

结束 

Sam Lanfranco < Lanfran@yorku.ca> 

NPOC/NCSG 

纽约大学 

加拿大国际卫生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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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 

来自 CHUCK GOMES 的个人意见 － 2014 年 3 月 18 日 

简介 

本文件是我对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发布征求公众意见的 16 条建议进行的

个人分析。提一下，我曾试着在 GOVLAB 网站通过提供的逐行注释插件或意见箱，在建议

的详细描述中发布大部分这些意见，但却发现插件不好用，也不确定我会不会成功；同时，

还不确定其他人能看到我的意见。因此，我还是决定将意见发送到电子邮箱。 

我的意见和分析 开始是一些一般意见，随后按建议的详细描述发布的顺序分析了具体建

议（除去建议 9）。 

 

一般意见 

此专家组的一个合理目标是促进多利益主体流程中的更多参与。但很遗憾，此专家组的工

作即便只是跟进也需要无数时间，更遑论积极参与。就它本身而言，有经验的 ICAN

N 参与者对专家组的观点提出意见都是一个严肃的挑战，更不用说新人。当考虑到其他

三个战略专家组的工作，ICANN 政策制定活动中的大量持续工作，“ICANN 2015 财年运

营计划和预算”流程，新 gTLD 实施活动和目前进行中的全球互联网监管工作，获得广泛

机构群体反馈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它确认了 近发布的世界共同信赖组织 终报告（标

题为《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衡量标准和基准：咨询》）：“提供给利益主体的信息数量

可以成为可达性的障碍 . . . .”因此，我强烈建议专家组在提出 终建议包括提议的时

间表时，要牢记这点。 

总体而言，我认为专家组的建议可能值得进一步探索，甚至可以按照它们的建议进行检

验，但有几条建议我特别有疑问： 

7. 使用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增加透明度 － 什么是开放合同，这可能如何影响注

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在简短描述中，专家组称：“就开放合同数据而言，这一方法

能增加参与监督合同遵从度的机会和使这些机会更加多样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ICAN

N 相对签约方的角色、ICANN 招标过程中可以改进的问题或领域以及合约演进的机会和/

或需求产生更深的理解。”根据它的意思，开放合同可能对签约方产生巨大影响。（我鼓

励大家仔细查看详细描述。） 

9. 增加轮值限制 － 在简短描述中，专家组称：“作为提高和多样化现有 ICANN 投票

组织的参与的方法之一，ICANN 应尝试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对 ICANN 内部所有可选举职位

实施轮值限制。”坦白说，我不了解这会如何完成，因此这在我脑海中升起无数疑问，尤

其是因为它可能影响 GNSO 委员会在签约方和非签约方之间取得的现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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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采纳证据 － 在简短描述中，提及建立“一个制度化的评估网络，为现有实践制定

新的评估标准”，并“对 ICANN 内部的研发职能进行规范化”。这可能不错，但我

需要更多细节。 

14. 分散问责制 － 再一次，关于这点的说明极少：“ICANN 应当促进针对国家互联网

监管组织（例如巴西互联网指导委员会）的标准的制定，以使其成为 21 世纪“开放型”

组织（例如那些透明、提供简易和公平访问以及支持创新与公民参与的组织）。”肯定需

要关于此的更多信息。我不确定这与 ICANN 的使命有何关联，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制定机

构。 

 

建议 1，使用专家网络 

我同意此建议的根本前提，亦即 ICANN（指 ICANN 机构群体中的所有人）“必须明智”，

因此“必须能够从机构内外资源中获得在形式和格式上均有用且与要做的决策有关的 佳

可能想法”。但当读到这样的观点时，我的脑海中亮起红灯：一些人评估说，要就如何解

决如此复杂的问题达成共识，ICANN 当前的工作组 (WG) 模式“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尤其是在处理涉及到许多不同观点和/或在某些特定结果中拥有经济利益的复杂问题上。”

使用专家组肯定会增强工作组模式，但不应被视为工作组模式的替代品。 

我对专家组关于此建议的描述有一个一般问题，即它存在将 ICANN 使命和广泛得多的互联

网监管 (IG) 使命相混淆的趋势。所提的创新旨在改善 ICANN 还是更广泛的互联网监管，

亦或是两者？在检验和评估它们时，分清这点很重要。如果它们是为了改善更广泛的互联

网监管，ICANN 是否是检验它们的正确场合？ 

看来专家组认为“使 ICANN 从基于代表的组织变成基于专家的组织”是个不错的观点。

假设它是一个二选一的情况是否准确？他们是否相互包含？结合两者的优势是否有价值？

基于代表的组织有一个价值在于，它有利于确认所提政策的潜在影响；基于专家的组织能

否如此从容、有效地达成此目的？ 

专家组列出的可能相关的网络和群体主要涉及非常技术性的资源。域名政策制定领域经确

定需要改善，但还完全不确定技术资源是一个大需求。 

这是专家组提出的 后一个问题：“由专家制定的决策问责制框架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

题的措词看上去说明专家组对多利益主体模式缺乏了解。看来它们假设专家可能在 ICANN 做

决策。 

鉴于此建议能“鼓励和刺激各 ICANN 架构内部和之间进行协作”，同时“节省时间和资

源”，非常值得探索。然而，此建议的描述中重点关注的专业知识类型看来不太适合 ICANN 

整合互联网技术标识符的使命。 

我认为，专家组并未充分说明此观念对 ICANN 有意义。需要进一步论证，保证此建议的价

值值得验证它所需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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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众包监督及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 

我强烈支持增进 ICANN 问责制的所有行动，所以只凭这一个原因，这个主意也值得进一步

探索，但不能马上明确它是否能有效实施。下面的内容简要说明了此建议的理念：“ . . 

利用群众的力量对 ICANN 决策是否获得成功进行评估和衡量，衡量依据不仅包括 ICANN 

的公众利益核心价值观，还包括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带来的影响、作用和合规水平。” 

我对专家组确认的制定成功指标的需要没有异议。但不确定这些能否通过众包成功制定。

专家组确实指出了制定指标时应考虑的一些建设性因素。 

在 ICANN 内实施此建议的两个观点看来可能性很大：一个开放性的同行评审平台；在线的

排名和反馈工具。这些看似政策制定活动中的有用工具。 

从我的合同签约方角度来看，让我亮起红灯的一个观点是：“利用开放合同原则，公开在

线发布所有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同（随同其他开放数据集，例如财务数据和现

有合规数据），让公众帮助监督所有签约方是否遵守规定。”如果完成这个工作，会对注

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产生什么影响？这能否在不给签约方带来过度负担的条件下有效

完成？ 

此建议中的一些观点看来显然有可能增加价值，因此似乎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他观点在我

看来还需要更多理由，才能谈为验证它们花费人力物力。 

 

建议 3，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下面这点看似此建议的正当前提：“对于一个为公众谋福利的 21 世纪国际性机构而言，

其合理性取决于是否让那些受机构决定影响的公众参与其决策过程。”下面的详细描述是

这样的：“尤其是针对互联网和 ICANN 的情况，要让 ICANN 成为一个合理的机构，必须

先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轻松、公平地参与由 ICANN 引导的互联网政策与标准的制定过程。”

所有人能够轻松参与看似一个可为之努力的合理理想。然而公平参与可能不现实。它是一

个高尚的目标，但它能否在非常多样化的全球群体中实现？ 

寻找众包观点的方法（对观点“进行分布式的头脑风暴”）可能有利于 ICANN 的政策

制定活动。如果它能以高效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在全球完成，可能提供一种方式，用来从

可能无法另行提出意见的利益主体处收集意见，和/或可能激励新的参与方参加到 ICANN 

政策工作中。 

正如专家组的意见，要使它起作用，ICANN 必须 i)“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全球群体中谁会

受到 ICANN 决策的影响，以及哪些人具备可帮助 ICANN 解决特定挑战的专业知识”， 

ii)“启动在线协作，支持分布式工作，在无需参与者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参与”。

专家组找出了要实现这些事情必须解决的几个挑战，还列出了对 ICANN 流程可能实现的

好几个优点。 

我表扬专家组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它们推荐了如何在 ICANN 结合可用的现有工具检验此

建议。他们认识到了成本效益的重要性。他们还提出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个人认为检验此建议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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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实现协同起草 

如果使用的工具有效力和效率，下面这点在我看来是常情：“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允许全

球广泛参与的开放式机构，ICANN 可以利用协同起草工具（如维客），让不同的人在不同

时间、从不同地方对同一文档进行起草，同时保留记有文档修改历史的追踪记录。这类协同

起草工具允许分散群体在不同时间里协作，可以促进责任共担，实现有意义的参与。” 

专家组称：“对于协同起草工具，ICANN 可以通过它们对在问题框定阶段已认定为专家的

参与者加以利用，或对在 ICANN 推广专家网络时认定为专家的公众加以利用 － 作为讨论区

的‘版主’或项目的‘所有者’。”我不清楚专家组为什么只将专家列为协同起草工具的潜

在用户。在我看来，在制定政策条文的流程中，它们可能对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非常有用。 

专家组列出了评估可能用于 ICANN 的协同起草工具时的一些合意特征。他们还列出了可

用的工具。如果将这些特征与列出的可能工具关联起来，会有很大帮助。 

专家组提供的案例研究阐明了协同起草工具的一些可能用途。它们与 ICANN 中的可能用

途不是特别相关，但确实展示了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应用。 

协同起草工具如果具有效力和效率，在 GNSO 政策制定中会非常有用，看来值得进一步

调查研究。 

 

建议 5，变革公众论坛，提高包容性 

此建议的要点如下：“ICANN 可以尝试在实际论坛（在 ICANN 会议期间举行）之

外，设立一个更动态的虚拟公众论坛，以及尝试使用一些创新的工具和技术，鼓励多

元化的公众参与论坛。” 

专家组准确找出了公众论坛的几个挑战。其中一个是：“公众论坛上占据绝大部分发言时

间的往往是那些‘在职’参与者，例如已经在 ICANN 机构群体内服务十年以上的人。

很少有新参与者在公众论坛上发言。”据个人观察，我认为在每次会议的公开论坛期间，

都看到新参与者发言，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分析并报告，

从而验证此假设会有帮助。即便如此，为帮助新参与者做些事情仍然像是个好主意。 

专家组称：“ICANN 应为公众参与公众论坛提供既简单（即提供可访问、清晰、多语言

和低带宽的参与选项）又公平的参与方式”。看到“公平”一词，我总是感到困扰，因为

它通常无法实现。同时，我认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应是“寻求更公平的参与机会”。他们

在后面建议，我们应尝试“平等化”远程参与，这里我要再次建议我们应“寻求更加平等

的远程参与”。 

对于变革公众论坛，专家组确定的如下优点看来都有价值： 

改进远程参与 

简化提问和意见整合流程 

鼓励参与者互联 

将责任分散给更广泛的参与者群体 

激励非在职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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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ICANN 内的实施，专家组称：“尽管我们相信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能够提高 ICANN 

的包容性，但仍然有必要先测试这一假说是否可靠。为了将这一建议的理论付诸实践，我

们就所需工具和技术提出了一些初步构想（如下），ICANN 可以根据它们来设计试验方

案。”我要提醒注意的一点是，一次不要检验太多的工具和技术。 

提供了好几个可利用的工具示例，听上去非常有意思。不清楚它们是否都能对 ICANN 公

众论坛起作用，但看来值得进一步探究。 

关于如何让此建议更接近实施阶段，专家组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个：

“公众论坛如何在想发言和应发言的人间找到平衡点？”尽管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回答。 

我深信进一步探索此建议是个好主意，尽管我认为，观念和工具的试点检验需要分散开，

以便同时检验的事情不会过多。 

 

建议 6，尝试新的投票方式，提高决策的合理性 

专家组这条建议的目的是：“a) 增进公众对于 ICANN 决策的理解；b) 实现 ICANN 机构

群体成员承担思想领导角色”。在我看来，这两个都是非常合理的目标。专家组特别建议

考虑两个投票模式：流动式民主和优先选择投票。此建议的详细描述中包含每个模式的简

洁明了定义。 

专家组对此建议的详细说明准确描述了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尽管它们涉及不再使用

的任务组。 

专家组为此建议列出的一个可能优势在于，它能“围绕主题和问题而非社群组织公众。例

如，GNSO 内存在许多不同的“社群群体”，有时候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可能与他们所

在社群的观点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下，这些投票方式便具有很大的优先性。” 

围绕主题和问题而非社群组织公众有利也有弊。如果只允许个人发表意见，有必要确保足

够数量的个人参与，且涉及所有受影响的组织；没有正规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的帮助，那

可能难以实现。如果既收到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的意见，也收到这些相同社群和利益主体

组织中持不同意见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提出的意见，那么将需要某种方法来权衡组织意见与

个人意见。如果将一个社群的少数意见与该组织的多数或绝大多数意见等同看待，似乎会

有问题。 

为此建议列出的另一个可能优点在于，它“解决负责投票的人（通常是志愿者）没有足够

时间和知识就每个问题进行有意义地投票这一问题。GNSO 的当前模式就具有这个优点。

如果 GNSO 抛弃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这个优点也会消失。 

列出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会“允许人们选择不以委员会成员身份而直接就问题进行投票，

从而绕过社群级别的投票。”看来专家组假设这些新的投票方式 可能使委员会层面的投

票受益。在我看来，委员会层面的投票真的没那么大问题。在评估工作组参与者的意见时

检验投票方式可能有用得多，而不是正规意义的投票，因为那在共识构建方法中可能不合

需要，而更应作为形成大多数人会支持的立场之工具。同时，工作组绕过社群级别的投票

有可能使得难以得到个人的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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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式民主的一个试点观念是：“新的投票方式可以应用于 ICANN 当前采取投票流程的所

有环节，如委员会或理事会级别。. . . ”我不清楚 GNSO 委员会或 ICANN 理事会使用流

动式投票是否会增加很多价值。当前的投票方法貌似还不错。但我认为在政策制定工作组

中利用流动式投票来评估利益主体的各种观点可能具有极大价值。 

优先选择投票的一个试点观念是：“只要是 SO/AC 委员会和 ICANN 理事会须投票表决的

情况，都可以用优先选择投票来迅速决定哪些问题或候选人获胜（例如，理事会有权任命

提名委员会主席的情况）。. . ”正如上面对于流动式民主的观点，我不清楚 GNSO 委员

会或 ICANN 理事会使用优先选择投票是否会增加很多价值。当前的投票方法貌似还不

错。但我认为在政策制定工作组中利用优先选择投票来评估利益主体的各种观点可能具有

极大价值。 

专家组为此建议列出的开放性问题大多数都很好，但我对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大众评审团”

有疑问：“如何能更广泛地使用创新投票方式（如让‘大众评审团’使用）或如何利用这

些投票方式对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追溯（如，正式 PDP 以外的情况）？”就我浅薄的见识来

看，我认为“大众评审团”的理念在严肃考虑前尚需大量调查。 

我认为此建议在 ICANN 有一些非常令人关注的可能，但可能不在专家组找出的那些领

域内。在我认为，GNSO 委员会或理事会中的投票机制不错，替代性的投票机制不会增加

太多价值，但却认为它们可能为 GNSO 的政策制定工作增加许多价值。我强烈建议进一

步探索提出的这两个投票方法。 

建议 7，使用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增加透明度 

在此建议的详细描述中，专家组提及“公开合同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的 11 条开放合同 

原则。 

重点注意，原则的设计目标是“公众合同”，亦即政府组织的合同。ICANN 并非政府组 

织，务必记住这点。同时，ICANN 和政府组织一样，有责任为公众服务，因此为 ICANN 合

同应用那些原则要素看来合理，但那意味着它们应在符合 ICANN 合同需要时运用。这与原

则前言中的如下描述相符：“这些原则要根据部门和地方特定的背景作调整，补充基于部

门的透明度举措和全球开放政府运动”。换言之，原则需要适应具体的 ICANN 背景。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 ICANN 与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的合同。在该背景下，我

深信，如果开放合同的理念要运用于这些合同，应先就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法律分析。 

11 条原则中的如下几条提出了那方面的一些可能问题，在理解原则的用词时应将“政府”

替换为“ICANN”： 

“7. 政府应承认公众有权参与监督公众合同的成立、授予、签署、执行和完成。”有人

也许会说 ICANN 已经在这样做。引入“开放合同”是否会以任何方式改变这点？注册

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是否会由于支持“开放合同”而发生新费用？合同条款是否需要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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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应与私营机构、捐赠人和民间团体合作，培养所有相关利益主体理解、监督和

改善公众合同的能力，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以支持参与式公众合同。”帮助利益主体理解

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的合同是一个合理的目标，看来“开放合同”有利于此。但

是“开放合同”模式下的利益主体监督会有什么影响。是否有这样的风险，注册管理机构

和注册服务商会为管理和回应利益主体监督活动而产生新费用？ 

“11. 对于具有重要影响的独立合同，签约方应为合同管理中的全民咨询和参与制定战

略。”这听上去会产生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的一个新义务，而它们很多可能已经为

回应客户需求而承担了其他责任。 

关于可能使用“开放数据”原则的事情，我认为只要有利于改进 ICANN 透明度和问责

制的机会都值得努力把握。 

专家组对于在 ICANN 内实施此建议列出的原则之一：“将透明化作为授予合同的必要条

件之一”。专家组是否认为这会运用到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的合同？若如此，会

怎样实施？ 

在专家组针对采纳“开放合同”列出的其中一个步骤里，建议“ICANN 可落实一个开放合

同计划。这需要确定哪些 ICANN 合同可受公开合同政策约束，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合同、

注册服务商委任协议和 ICANN 采购合同。”由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同的重要

性、独特性和持续性，在追求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协议的“开放合同”原则前，应

先展开法律分析。 

总体来看，我认为“开放数据”的观念有改善 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的一些良好趋势。

我还认为，“开放合同”方法可能会为采购合同带来一些好处，但不明确对于注册管理机

构和注册服务商协议是否有好处。 

 

建议 8，实行参与式预算，加强问责制 

正如此建议的详细描述所述：“参与式预算 (PB) 是一项允许某一区域（地区、组织或

某些特定群体）的公众（‘成员’、‘利益主体’）参与组织部分或全部可用资金的分配

的流程。”我认为，参与式预算 (PB) 能大力改善 ICANN 的预算流程，但应理解 PB 本

身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常年累积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流程中，预算细节

的提供不充分或太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 PB 原则得到实施，利益主体仍然不能

提出有意义的意见。 

专家组提出的一个建议采纳结果是：“在机构群体讨论时，参与式预算的参与者（志愿者

或通过创新投票方式选出的公众）可以充当‘预算代表’，与指导委员会、积极参与 ICAN

N 预算决策的 ICANN 工作人员和机构群体领导人共同参与讨论。”我个人认为，在确定某

些预算事项的先后次序时，使用其他建议中讨论的某个新投票方式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专家组提出的一个开放性问题是：“ICANN 如何决定目前的预算意见征询中公众参与是

否充分？”我个人的回答是：预算流程基于章程的时间要求推进；公众参与是否充分从来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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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增加轮值限制 

除了此文件 开始的一两处，逐行注释插件都不能插入意见，所以我把意见都插到这里。 

我发现这个观点很有趣：“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实施轮值限制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如果

一位有能力胜任的公民希望在其组织中任职，则组织应该给予他这种机会。’”这里的一

个关键词是“有能力胜任”，在我看来，胜任能力需要根据涉及的 ICANN 组织需要进

行定义。同时，这是否意味着每个“有能力胜任的个人” 终都应该能进入理事会？想到

我们的全世界有多少“能胜任的”个人，就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所有 ICANN 组织

都存在一个类似的争论。 

专家组称：“实施轮值限制可帮助 ICANN 平息部分公众指责（无论问题是真的存在还

是他人认为存在），包括指责理事会滋生官僚主义，忽视群体的意见，不尽自己所能充分

利用全球群体的力量。”要在理事会层面完成这点，当然要求对《章程》进行重大变更，

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是增加这样一个要求：理事会成员担当机构群体不同部门的代表，而

不是为 ICANN 服务。与此相比，SO 等其他组织已经设计为更具有代表性。 

下面是专家组列出的轮值限制的一些可能优点，紧跟着是我的意见： 

“扩大‘投票者的选择’和提高候选人库的多样性”－ ICANN SO 和 AC 的一个普遍现实

是难以找到候选人。轮值限制可能会恶化这一问题而不能帮助解决。 

“提高整个 ICANN 机构群体的‘学习和在职经验’水平”－ 在职经验可能更适合在工

作组获取，而不是领导职位。 

“避免根深蒂固的在职官僚”－ 这是轮值限制的一个明显优势。在 ICANN 内，理事会

的任期限制倾向于 宽松，每个席位 多连任 3 任，每任 3 年。与此相比，GNSO 委员

会每 2 年改选 2 个职位。 

“防止可能出现‘长期任职者滥用权力或利用职务谋取财政或政治特权’的情况。”－ 

这是专家组成员看来不太了解 ICANN 的很多示例之一。在职者在一些情况下有可能滥

用权力，尽管这看来不太可能。但我认为没有任何谋取财政或政治特权的方式。 

在谈论此建议的实施时以及此建议的整体描述中，都不能明确专家组了解轮值限制已在大

多数 ICANN 组织落实。专家组是否认为这些限制不充分？若如此，应如何改变它们？ 

专家组称：“相对于要求个人提出意见、贡献专业知识或执行推动职能的职位而言，轮值

限制可能更适用于负责投票的‘把门人角色’。”对于 GNSO 委员会这样的情况，是否也

是这个相同的结论？该委员会是根据社群或利益主体组织的指示投票。 

专家组正确认识到：“为了‘让 ICANN 的组织知识在其决策流程中持续发挥作用’，成员

资格的延续性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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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列出了当评估此建议在 ICANN 内的实施时需要回答的一些绝妙问题： 

• “哪些制度或文化障碍会给实施此建议带来挑战？ 

• 是否应该在 ICANN 基于共识的工作组内实施轮值限制？为什么应该或为什么不 

应该？ 

• ICANN 内各职位规定多长时间的任期限制比较合适？ICANN 是否可以通过受控试

验来确定何种方案 适合各个群体或组织？ 

• 为了设计出 有效的试点项目，ICANN 可以通过哪种方式来评估目前实施某种任

期限制的投票机构所取得的成功与不足？” 

我完全不确定专家组成员在提出此建议时充分了解 ICANN。他们只是对轮值限制的价值泛

泛而谈，却未评估轮值限制已在 ICANN 组织中实施的方式，也未找出这些实施在哪些

方面不合意。 

 

建议 10，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提高包容性 

我认为下面的摘录是此建议的要点：“因此，ICANN 应该在现有的利益主体群体参与流程

之外，尝试建立补充性的参与机制。例如，ICANN可以尝试替代或补充的参与渠道

（如基于主题或仅在决策阶段实行的渠道），而不是让公众通过当前现有的利益主

体群体渠道参与。这些渠道将更少关注公众作为利益主体本身的利益，而更多地关注他

们在某一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具体利益，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能激发自己激情和能力的方式来贡

献自己的才能。试验过程中，ICANN 可将各种众包实践作为现有利益主体群体实践的补

充。” 

在“框定 ICANN 的工作，促进不同受众的参与”下面，专家组称：“通常，大家

更了解笼统的互联网监管问题，而不是他们通过 ICANN 可从那些问题获得的具体‘利

益’。”我不明确这是否是个真实的假设；也许是，但在继续这一建议前，可能还应进行

验证，因为貌似整个建议都以此假设为依据。 

在“尝试不同的组织原则，确定如何能 有效地‘将公众塞入’ICANN 工作中”下

面，我强烈认同这个观点：“任何新方法的设计都应确保：当前的参与者能有意义地参与

到任何试验；用于组织 ICANN 参与者的基于利益之方法和替代性方法之间不会相互直

接抵触，进而贬低价值。” 

在“建立机制，明确描述 ICANN 工作内各个级别的复杂性和专业知识”下面，以

下这点是个宏伟的目标，但不确定是否现实：“新人应该能够迅速了解以下三个问题：何

为 ICANN？ICANN 的工作是什么？以及 ICANN 在广义的互联网监管中的职责是什么？” 

在我看来，此建议中有太多好观点值得检验。但要这样做，要求很多时间和资源，包括志

愿者已经疲于应付的能力。同时，有条建议是，机构群体的参与应基于主题而非利益主体

利益，看来这依据的假设是：“大家更了解笼统的互联网监管问题，而不是他们通过 ICAN

N 可从那些问题获得的具体‘利益’。”我不明确这是否是个真实的假设；也许是，但在

继续这一建议前，可能还应进行验证，因为貌似整个建议都以此假设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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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1，“以证据为依据”，成为灵活、自适应和及时响应的组织 

此建议的简短描述如下：“任何机构组织都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它们利用各种

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执行严格的评估，找出可行的方法，改变不可行的方法。因此，ICA

NN 也应该通过研究小组、研究部门或研究职能，以及旨在监测、评估、学习各种

证据并将其更有效地应用于 ICANN 决策实践的系统方法来提高自身的机构能力。” 

我同意专家组在名为“‘以证据为依据’意味着什么？”这部分提出的这些观点： 

“ICANN 在其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以证据为依据，包括组织的运营和管理、政策制定工

作、域名系统服务、外展和参与以及战略和预算规划。不同的证据有不同的问题和顾虑，

可能需要建立不同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衡量一项计划成功与否时，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

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定量和定性）。” 

“然后，要实现‘以证据为依据’，ICANN 必须建立对各利益主体明确的既定价值负责的

机制。” 

“ICANN 应通过机构评估职能（或‘研究小组’）开展各种研究工作。该研究小组将负责

推动机构群体内部和跨机构群体的研究工作（如，研究收集），以及创建和维护证据数据

库。此外，小组还需要将证据的供应和需求联系起来。这类研究小组被认为是一种跨机构

群体的资源，它应该有能力为各种 ICANN 环境下的决策提供指导，以及为那些希望了

解 ICANN 的公众提供有用的材料。” 

在名为“此建议对 ICANN 的意义何在？”这部分，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需要注意

的是，ICANN 不能向研究小组授予做出有约束力决策的权利。本质上，设立该小组的目

的在于为召集研究人员和研究活动提供一个平台，以及为那些基本没有时间或资源开展自

己的研究（鉴于 ICANN 经常会碰到新的问题，因此需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

下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而通过 ICANN 进行合作的志愿者提供支持。” 

我认为，此建议很有意义，能为 ICANN 流程增加诸多价值。关键是在实施的时候持续

咨询机构群体，亦即遵守多利益主体模式。 

 

建议 12，鼓励竞赛，加强学习 

下面是此建议的详细描述的部分摘录，说明了它的本质：“ICANN 可以充分利用针对年

轻人的各种竞赛和活动，让互联网监管和 ICANN 工作的复杂性对人们而言更开放、

更容易理解以及更有趣。. . . ICANN 可以通过开展竞赛来设计可使参与者更多样化的短

片、图片和其他战略等， 终让所有人（从新手到活跃的技术人员）都能更容易地了解 ICAN

N 工作。. . . 为了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利益主体群体的干劲和专业知识，ICANN 应使用

奖励、竞赛和挑战来解决问题。” 

建议描述中介绍了对我而言一个全新的词：“游戏化”。游戏化是指“在非游戏环境中应

用游戏的设计思维，使它们更有趣、更吸引人”。共讨论了游戏化的三个核心原则： 

1)“激励措施用于激励人们采取行动”；2)“游戏规则有助于界定参与者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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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现可预测 . . .”；3) 目标。 

专家组称：“可供 ICANN 利用竞赛机制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他们分别是：

竞争法（如，“将奖励作为激励手段的竞赛”或“选择性众包”）、协作法（如，“大型

挑战赛”或“集成众包”）以及混合法，其中，混合法是指在竞赛过程中依次进行和/或

结合竞争和协作“阶段”。我认为，所有这些方法貌似都值得实行。 

专家组举了很多可以在 ICANN 应用游戏化举措的例子，包括建议的鼓励措施和效果。 

这些例子说明了如何在 ICANN 中实际应用游戏化。 

在我看来，在 ICANN 内建设性使用游戏化的可能非常具有前景。在此建议的详细描述中，

有个名为“开放性问题 －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建议付诸实施？”的部分，专家组提出了很

多好问题，但我认为漏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认识到参与者已经不堪重负的同时，我

们如何以能带来实际正向改变的方式，将游戏化原则引入 ICANN 工作？制定一个计划，以

逐步引进游戏化原则并在现有流程中检验其中一部分可能有用。 

 

建议 13，建立“大众”评审团，提供裁决职能 

我非常喜欢此建议详细描述中的第二段：“问责制通常属于事前的程序公正性和事后的裁

决程序使然，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符合既定目标和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原则。” 

专家组继续提出：“作为促进问责制力度的一种手段（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增加与全球公众

的互动，通过增强对 ICANN 官员的事后监督），ICANN 能指导多个小型大众群体的使用：

随机指定，由个人组成，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官员必须在指定时期内向其汇报（亦

即“大众”评审团）。专家组提出大众评审团而非法院系统，那是因为这些评审团都是轻

量级人物、高度民主，并且基本没有官僚主义。我们并不是要排除针对裁决机制的其他建

议。” 

此建议的一个附带益处是 T.M. Lenard 和 L.J. White 编制的一张表，表明了相对于公

司、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ICANN 的问责制多么有限。专家组提供这一信息是为了阐明 

ICANN 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问责制。他们在之后提到：“ICANN 未明确对任何清楚规定的

‘成员’或股东负责。”这个观点真实、重要。 

对于利用大众评审团来评估问题，专家组称：“‘大众’评审团的组建通常是为了考虑与

局部问题相关的具体行动过程。”从本地人群中随机选择评审员然后资助该评审团，这会

比在 ICANN 的全球人群中这样做更简单、花费更少。在 ICANN 这样做是否可行？ 

在“评审团挑选”部分，专家组建议了在 ICANN 确立评审员储备库的方法，但我认为，

这会折损大众评审团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随机选择。 

在名为“向评审团举证 － 对于复杂、专业化的问题，如何提交证据？”的部分，

专家组尝试应对让评审员做好准备这个挑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评审

员的选择真正随机，他们会需要大量的培训，才能就涉及的问题进入状态。这是否可行？

这是否划算？我保留自己的怀疑。 

专家组举出了四个成功的案例研究。很遗憾，它们都基于本地人群，而非 ICANN 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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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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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评价来看，专家组对于某种形式大众评审团的价值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

证明 ICANN 环境下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方面做得不太好。看来就是只试点几个项目，

也需要大量工作和成本。 

建议 14、15 和 16，分散问责制，以试验为依据，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成为互联

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一位高效参与者 

这些建议推荐“一个‘分布式监管网络’，解决互联网监管中参与者和问题的多样化，解

决 ICANN 必须用来进行这两件事的不同方式：a) 与其他参与者协调其工作，b) 评估自

己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求 终成为更大规模互联网监管流程中一个高效的

参与者。 

与我们专家组提出的所有建议相一致，我们认为互联网的任何此类‘分布式监管网络’必

须高效、合理和进化，必须采纳这样做的辅助性原则，这表示他们的职权范围仅包括因他

们的中心或权威地位而 有资格、 能胜任的那些职责或任务。”如果“ 有资格、 能

胜任”意味着与使命一致，我完全赞成辅助性原则。 

专家组称：“此类分布式监管网络应具备多个特征，每个特征由一系列的具体活动有力支

持。这些特征是：分散问责制 . . . ；试验文化 . . . ；以及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

解 . . .”分散问责制与系统性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听上去非常合理，但我认为试验文化

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因为 ICANN 做的事情都非常要紧。我的担心由于专家组的这一限制

而有所减轻：“而对于‘以试验为依据’，是指大家应本着科学的严谨性开展试验，以便

它们能被复制。”关于试验，我支持专家组的这一说法：“必须存在高度认同，意味着必

须对某些优先性集中化，必须围绕那些优先性形成共识。” 

我认为下面这个观点很有意义：“在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对本身分散的互联网监管问

题和优先性分散其问责制有意义。对本身集中的互联网监管问题和优先性集中其问责制有

意义。集中化优先性的一个好例子是互联网技术资源的稳定性，例如 DNS 和 IP。分散化

优先性可能是地区层面的优先性，例如，对于采用 IPv6 的不同监管模式。” 

我强烈认同这点：“一大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将知识系统性添加到文集或存储库，且其方

式实现三个目的：可分享，大家知道添加了新证据，大家能通过富有意义的有效途径查阅

和使用该证据。” 

关于采纳新的证据和见解，专家组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分布式研究举措的一个基本要素

是利益主体参与，这可产生更合理、更全球化的结果。就如何征求有意义的意见和实现共

同创造而实施大阔步创新也有需要。” 

在考虑发展监管网络时，ICANN 应落实这些重点：1) 应首先良好履行其首要使命；2) ICANN 

应就互联网监管领域采取的行动取得机构群体的共识；3) ICANN 应在财务上负责其承担的所

有 IG 活动，并在使用从机构群体获得的资源时征得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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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的意见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关于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的 

声明 

在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内部以及通过邮件列表讨论此主题之后，来

自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群岛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PRALO) 

的 ALAC 领导团队成员兼 ALAC 主席 Holly Raiche 为本声明撰

写了一份初步草案。 

2014 年 4 月 30 日，此声明在网络普通用户关于 ICANN 战略专

家组的工作空间中发布。 

2014 年 5 月 2 日，ALAC 主席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要求

负责支持 ALAC 的 ICANN 政策工作人员使用 ALAC 通知邮件列表

向所有网络普通用户组织成员发送一份针对建议进行意见征询的

通知。 

2014 年 5 月 8 日，在上述工作空间中发表了纳入所收到意见的

版本，并且主席要求工作人员针对此声明启动 ALAC 审批表决，

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9 日到 2014 年 5 月 15 日。 

然后，主席要求将该声明转入公众意见征询流程，副本已送呈负责

此公众意见主题的 ICANN 工作人员，并附上一则备注，说明该声

明目前正在接受 ALAC 审批。 

2014 年 5 月 16 日，ALAC 的在线投票结果将发布，随后会提交

更新了工作人员简介部分的新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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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ALAC 支持多利益主体创新专家组的报告，保留部分意见。 

2.	 此专家组有力提醒了跳出“常见猜测”的需要，对如何利用

新的方式和技术来支持全球参与提出了一些建议。 

3.	 但是我们担心，为了获得广泛意见的部分建议（例如，众包）

可能被视作就问题达成共识的现有方法之替代。新的方式不

应被认为代替展开合作和对话的有价值政策流程。对政策意

见实施众包存在破坏真正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的风险。 

4.	  我们建议开发和利用工具来促进两类人的参与：应发出声

音但未交流的人，不能用英语轻松交流的人。 

5.	 后，多利益主体创新应针对实现草根层面的广泛参与，而

不是鼓励顶层的反论。 

 

本文档的原版内容为英文版本，可以通过网址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

r r e s 

pondence 查看。如果本文档的非英文版和原版之间存在或可能存在理解差异，应

以原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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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C 关于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

家组的声明 

ALAC 强烈支持多利益主体创新专家组的报告。尽管专家组的成立

早于美国政府对 IANA 职能的公告，还是为 ICANN 在互联网监管

中扩大的角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 

此专家组有力提醒了在 ICANN 会议跳出“常见猜测”的需要，践

行专家组所谓的“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还对如何利用

新的方式和技术来支持该参与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我们认为

专家组的部分结论有严重问题。 

ALAC 烦恼的是，为了获得广泛意见的部分建议（例如，众包）

可能被用来替代就问题达成共识的现有方法。新方式虽然对获得

问题的更多不同意见可能极有价值，也不应被认为代替通过工作

组讨论和面对面会议展开合作和对话的有价值政策流程。另外， 

有利于鼓励更广泛全球参与的一条建议是，（在提供的其他口译

外）开发和利用工具来促进两类人的参与：应发出声音但未交流

的人（通常是弱势群体），不能用英语轻松交流的人（因此要求

可靠的自动翻译）。 

对政策意见实施众包存在破坏 GNSO 和 ALAC 中真正自下而上的

政策制定的风险，从而将工作组的辛苦工作打折。众包还有可能

为有组织且无语言障碍的参与者提供舞台，却扼杀掉两类利益主

体的意见：代表相对不足，母语不是英语。ICANN 应在其构成组

织中提倡工作组层面的参与，而不是在金字塔更高层面中提倡更

多高管过多的个人、零散参与，以及可能混乱的参与。 

 

后，多利益主体创新应针对实现草根层面的广泛参与 － 政策

制定流程的根本，而不是鼓励顶层的反论，只要达成共识的工作

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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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回应 

• 专家组同意，参与机会和任何新工具的开发部署都需要密切考虑不能用英语轻松交

流的人。所有人都应尽可能轻松、公平地访问和使用任何新工具。 

• 关于众包的问题，我们不建议全面更改以取代 ICANN 内的现有流程。我们只是

建议进行小规模试点，试用此方式并检验其价值，目的是补充现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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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的意见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关于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

新战略专家组的意见 

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公众意见 URL：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strategy-pane

ls-25feb14-en.htm 

关于上述问题的此声明是代表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 

(RySG) 提交。随后的声明得到 RySG 成员大多数的支持，无人反对，

两人弃权。 

简介 

RySG 欢迎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发布的报告，同意

将重点放到扩大和加强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前提。专家组建议了要

关注的诸多领域，还建议了能让具体参与和更广大的多利益主体

模式更具包容性的工具、平台和架构变动。RySG 对这些大都很

感兴趣，但希望总体强调一点，任何试验都应有条不紊，并包含

足够的准备和反思时间，以便评判新方法的有效性。 

我们同意并支持专家组促进多利益主体流程中的更多参与这个目

标。但是，对于这一个专家组的海量产出，即便让有经验的 ICAN

N 参与者包括 RySG 成员提出意见都是一个挑战，更遑论此专家

组表面上希望到达的新人和非签约方。考虑到此专家组的工作挨

着其他三个战略专家组的工作，ICANN 政策制定活动中的大量持

续工作，“ICANN 2015 财年运营计划和预算”流程，新 gTLD 实

施活动和目前进行中的全球互联网监管工作，获得广泛机构群体

反馈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当考虑到其他三个战略专家组的工作，

它确认：“提供给利益主体的信息数量可以成为可达性的障

碍 . . . .”，正如 近发布的世界共同信赖组织 终报告（标

题为《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衡量标准和基准：咨询》）所述。因

此，我们强烈建议 ICANN 和机构群体在考虑任何建议包括提议的

时间表时，要牢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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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SG 对专家组的全部 16 条建议提出了意见。我们注意到，专家

组提出的每条建议都包含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机构群体如果试验

任何这些建议，必须在试验时牢记这些问题，以及这里提出的和

在意见征询期提出的其他问题。另外，专家组的很多描述和建议

太宽泛，在继续推进前，应先重新框定，用具体的试验方案解决

具体的问题。 

建议 1，使用专家网络 

在此讨论的一开始，专家组看来假设 ICANN 内（指 ICAN

N 机构群体内的所有人）缺少一般性的专业知识，并称我们必

须“减少不必要的参与，并消除 ICANN 利益主体群体和工作

组中的既得利益。” 

我们不知道“既得利益”的阴霾是否扩及我们自己利益主体组织

内的大量不同专家组织，但我们反对那个表面上的建议，亦即专

业知识对于持续的 ICANN 参与多少存在对立。专家组提出的

后一个问题是：“由专家制定的决策问责制框架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的措词看上去说明专家组对多利益主体模式缺乏了解。

看来它们假设：专家可能在 ICANN 做决策；我们可以且应该以

某种方式确认不会在 ICANN 具有“既得利益”的一组决策专家。

追求这种方法会让多利益主体模式走到尽头。 

另外，当读到这样的观点时，我们的脑海中亮起红灯：“一些人

评估说，要就如何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达成共识，ICANN 当前的

工作组 (WG) 模式‘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在处理涉

及到许多不同观点和/或在某些特定结果中拥有经济利益的复杂问

题上。’”使用专家当然会增进工作组模式，但不应将它们视为

工作组模式的替代。 

我们反对一个事实，在描述此情况和可能的方案时，专家组混淆

了 ICANN 的使命与广大得多的互联网监管 (IG) 使命。所提

的创新旨在改善 ICANN 还是更广泛的互联网监管，亦或是两者？

在检验和评估它们时，分清这点很重要。如果它们是为了改善更

广泛的互联网监管，ICANN 是否是检验它们的正确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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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专家组认为“使 ICANN 从基于代表的组织变成基于专家的

组织”是个不错的观点。假设它是一个二选一的情况是否准确？

他们是否相互包含？结合两者的优势是否有价值？基于代表的组

织有一个价值在于，它有利于确认所提政策的潜在影响；基于专

家的组织能否如此从容、有效地达成此目的？ 

后，专家组列出的可能相关的网络和群体主要涉及非常技术性

的资源。域名政策制定领域经确定需要改善，但还完全不确定技

术资源是一个大需求。 

我们同意此建议的根本前提，亦即 ICANN“必须明智”，因此

“必须能够从机构内外资源中获得在形式和格式上均有用且与要

做的决策有关的 佳可能想法”。鉴于此建议能“鼓励和刺激各 

ICANN 架构内部和之间进行协作”，同时“节省时间和资源”，

非常值得探索。然而，此建议的描述中重点关注的专业知识类型

看来不太适合 ICANN 整合互联网技术标识符的使命。 

建议 2，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下面这点看似此建议的正当前提：“对于一个为公众谋福利的  

21 世纪国际性机构而言，其合理性取决于是否让那些受机构决

定影响的公众参与其决策过程。”下面的详细描述是这样的：

“尤其是针对互联网和 ICANN 的情况，要让 ICANN 成为一个合

理的机构，必须先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轻松、公平地参与由 ICAN

N 引导的互联网政策与标准的制定过程。”所有人能够轻松参与

看似一个可为之努力的合理理想。然而公平参与可能不现实。它

是一个高尚的目标，但它能否在非常多样化的全球群体中实现？ 

寻找众包观点的方法（对观点“进行分布式的头脑风暴”）可能

有利于 ICANN 的政策制定活动。如果它能以高效且具成本效益

的方式在全球完成，可能提供一种方式，用来从可能无法另行提

出意见的利益主体处收集意见，和/或可能激励新的参与方参加到 

ICANN 政策工作中。RySG 支持利用反馈工具的观点和众包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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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支持一个观点，ICANN 应“正式和持续地”参与其他“面对

面的论坛，如互联网监管论坛 (IGF) 或互联网协会 (ISOC)，”

同意此关系可能实现 ICANN 本身内更具代表性的参与。我们支持 

ICANN 将自己的活动动态告知其他相关组织，并捍卫其在展开 I

G 对话中的角色。但是，我们坚决反对 近在为 Netmundial 做

准备时表现出来的 ICANN“代表性参与”，ICANN 首席执行官称

他将代表整个机构群体，而且 ICANN 的签约方并未受邀直接参与。

个人可代表如此众大和多样化的机构群体这个观点是被误导，他

在任职期间的言行显示出他并未奉行此言论。 

建议 3，众包监督及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 

我们继续支持增进 ICANN 问责制的所有行动，所以只凭这一个

原因，这个主意也值得进一步探索，但不能马上明确它是否能有

效实施。下面的内容简要说明了此建议的理念：“. . . 利用群

众的力量对 ICANN 决策是否获得成功进行评估和衡量，衡量依

据不仅包括 ICANN 的公众利益核心价值观，还包括 ICAN

N 政策制定流程带来的影响、作用和合规水平。” 

我们对专家组确认的制定成功指标的需要没有异议。但不确定这些

能否通过众包成功制定。另外，有一个重大的不一致，专家组的很

多建议基于愿意且准备好成为 ICANN“大众”的显然无穷尽的人

力资源，罔顾一个事实是专家组的一个目标是扩大并扩宽 ICANN 

内目前有限的参与。 

专家组确实指出了制定指标时应考虑的一些建设性因素。此外，

在 ICANN 内实施此建议的两个观点看来可能性很大：一个开放

性的同行评审平台；在线的排名和反馈工具。这些看似政策制定

活动中的有用工具。 

从我们的合同签约方角度来看，让我们亮起红灯的一个观点是：

“利用开放合同原则，公开在线发布所有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

服务商合同（随同其他开放数据集，例如财务数据和现有合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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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让公众帮助监督所有签约方是否遵守规定。”并不清楚这

会如何在现有的合同合规相关公共门户 (http://www.icann.org/

e n / 

resources/compliance/complaints) 基础上扩展。专家组是否知

道此门户？如果他们是提议一个新系统，如果完成这个工作，会

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产生什么影响？这能否在不给签约

方带来过度负担的条件下有效完成？这会对现有的协议产生什么影

响，包括 ICANN 正按周与新 TLD 注册管理机构签署的那些注册

管理机构协议？那些协议有望给予签约方确定性和预见性。鉴于

此，对于注册管理机构为了满足这些协议要求而已经或正落实的

报告和合规系统，不应采取可能对其产生不良影响的任何单边行

动。事实上，RySG 的许多新注册管理机构尚无收入，已就基于签

约和合规现状在他们 TLD 申请中列出的业务计划获得批准。 

建议 4，实现协同起草 

如果使用的工具有效力和效率，下面这点在我们看来是常情：

“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允许全球广泛参与的开放式机构，ICANN 

可以利用协同起草工具（如维客），让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从

不同地方对同一文档进行起草，同时保留记有文档修改历史的追

踪记录。这类协同起草工具允许分散群体在不同时间里协作，可

以促进责任共担，实现有意义的参与。” 

专家组称：“对于协同起草工具，ICANN 可以通过它们对在问题

框定阶段已认定为专家的参与者加以利用，或对在 ICANN 推广

专家网络时认定为专家的公众加以利用 － 作为讨论区的‘版主’

或项目的‘所有者’。”我们不清楚专家组为什么只将专家列为

协同起草工具的潜在用户。在我们看来，在制定政策条文的流程中，

它们可能对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非常有用。 

协同起草工具如果具有效力和效率，在 GNSO 政策制定中会非

常有用，看来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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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变革公众论坛 

RySG 承认，公众论坛以及 ICANN 理事会与广大机构群体和公众

的互动是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之本。我们欢迎这些观点：改

进远程参与；简化提问和意见整合流程；鼓励参与者互联；以及

激励非在职人员参与。ICANN 可以有条理地试验建议的部分工具。 

在进行任何试验前，我们鼓励 ICANN 收集关于公众论坛现状的

数据，再决定支持或反对专家组的言论，例如专家组主张，公众论

坛主要是涉足 ICANN 十多年的老参与者，新参与者严重缺失。这

将能对论坛现状有个量化的基本了解，以便对比可能采纳参与强化

工具的未来论坛。 

建议 6，尝试新的投票方式，提高决策的合理性 

专家组这条建议的目的是：“a) 增进公众对于 ICANN 决策的理解；

b) 实现 ICANN 机构群体成员承担思想领导角色”。在我们看来，

这两个都是非常合理的目标。专家组特别建议考虑两个投票模式：

流动式民主和优先选择投票。专家组为此建议列出的一个可能优势

在于，它能“围绕主题和问题而非社群组织公众。例如，GNSO 内

存在许多不同的“社群群体”，有时候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可能

与他们所在社群的观点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下，这些投票方式便具

有很大的优先性。”围绕主题和问题而非社群组织公众有利也有弊。

如果只允许个人发表意见，有必要确保足够数量的个人参与，且涉

及所有受影响的组织；没有正规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的帮助，那可

能难以实现。如果既收到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的意见，也收到这些

相同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中持不同意见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提出的意

见，那么将需要某种方法来权衡组织意见与个人意见。如果将一个

社群的少数意见与该组织的多数或绝大多数意见等同看待，似乎会

有问题。 

为此建议列出的另一个可能优点在于，它“解决负责投票的人

（通常是志愿者）没有足够时间和知识就每个问题进行有意义地

投票这一问题。”GNSO 的当前模式就具有这个优点。如果 GNS

O 抛弃社群和利益主体组织，这个优点也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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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会“允许人们选择不以委员会成员身份

而直接就问题进行投票，从而绕过社群级别的投票”。看来专家

组假设这些新的投票方式 可能使委员会层面的投票受益。在我

们看来，委员会层面的投票真的没那么大问题。在评估工作组参

与者的意见时检验投票方式可能有用得多，而不是正规意义的投

票，因为那在共识构建方法中可能不合需要，而更应作为形成大

多数人会支持的立场之工具。同时，工作组绕过社群级别的投票

有可能使得难以得到个人的广泛参与。 

流动式民主的一个试点观念是：“新的投票方式可以应用于 ICANN 

当前采取投票流程的所有环节，如委员会或理事会级别。. . .”

我们不清楚 GNSO 委员会或 ICANN 理事会使用流动式投票是否会

增加很多价值。当前的投票方法貌似还不错。但我们认为在政策制

定 工 

作组中利用流动式投票来评估利益主体的各种观点可能具有极大 

价值。 

优先选择投票的一个试点观念是：“只要是 SO/AC 委员会和 ICAN

N 理事会须投票表决的情况，都可以用优先选择投票来迅速决定哪

些问题或候选人获胜（例如，理事会有权任命提名委员会主席的

情况）。. .”正如上面对于流动式民主的观点，我们不清楚 GNS

O 委员会或 ICANN 理事会使用优先选择投票是否会增加很多价

值。当前的投票方法貌似还不错。但我们认为在政策制定工作组

中利用优先选择投票来评估利益主体的各种观点可能具有极大价

值。 

专家组为此建议列出的开放性问题大多数都很好，但我们对这个

问题中提到的“大众评审团”有疑问：“如何能更广泛地使用创

新投票方式（如，让‘大众评审团’使用）或如何利用这些投票

方式对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追溯（如，正式 PDP 以外的情况）？”

我们认为“大众评审团”的理念在严肃考虑前尚需大量调查。我

们在关于大众评审团的具体建议（建议 13）中更详细解决了这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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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7，使用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增加透明度 

在此建议的详细描述中，专家组提及“公开合同合作伙伴关系”制

定的 11 条开放合同原则。 

重点注意，原则的设计目标是“公众合同”，亦即政府组织的合

同。ICANN 并非政府组织，务必记住这点。同时，ICANN 和政府

组织一样，有责任为公众服务，因此为 ICANN 合同应用那些原

则要素看来合理，但那意味着它们应在符合 ICANN 合同需要时

运用。这与原则前言中的如下描述相符：“这些原则要根据部门

和地方特定的背景作调整，补充基于部门的透明度举措和全球开

放政府运动”。换言之，原则需要适应具体的 ICANN 背景。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 ICANN 与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

的合同。在该背景下，我们深信，如果开放合同的理念要运用于

这些合同，应先就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法律分析。11 条原则中

的如下几条提出了那方面的一些可能问题，在理解原则的用词时

应将“政府”替换为“ICANN”： 

“7. 政府应承认公众有权参与监督公众合同的成立、授予、签署、

执行和完成。”有人也许会说 ICANN 已经在这样做。针对新 g

TLD 的注册服务商委任协议和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都会接受各种

公众意见，并在多次修改后定稿。引入“开放合同”是否会以任

何方式改变这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是否会由于支持

“开放合同”而发生新费用？合同条款是否需要变更？ 

“9. 政府应与私营机构、捐赠人和民间团体合作，培养所有相关

利益主体理解、监督和改善公众合同的能力，建立可持续筹资机

制以支持参与式公众合同。”帮助利益主体理解与注册管理机构

和注册服务商的合同是一个合理的目标，看来“开放合同”有利

于此。但是“开放合同”模式下的利益主体监督会有什么影响。

是否有这样的风险，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会为管理和回应

利益主体监督活动而产生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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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于具有重要影响的独立合同，签约方应为合同管理中的

全民咨询和参与制定战略。”这听上去会产生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

服务商的一个新义务，而它们很多可能已经为回应客户需求而承担

了其他责任。 

在专家组针对采纳“开放合同”列出的其中一个步骤里，建议“IC

ANN 可落实一个开放合同计划。这需要确定哪些 ICANN 合同可受

公开合同政策约束，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合同、注册服务商委任协

议和 ICANN 采购合同。”由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同

的重要性、独特性和持续性，在追求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

协议的“开放合同”原则前，应先展开法律分析。 

我们相信，如果 ICANN 先公开自己的采购合同（ 近的示例应

包括，已签署的关于 ICC、WIPO、EIU 等提供的新 TLD 拍卖和新 

TLD 外部评估的合同），再对未来的采购合同实施“开放合同”模

式，会是 ICANN 对此建议的兴趣和行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建议 8，实行参与式预算，加强问责制 

正如此建议的详细描述所述：“参与式预算 (PB) 是一项允许

某一区域（地区、组织或某些特定群体）的公众（‘成员’、

‘利益主体’）参与组织部分或全部可用资金的分配的流程。”

我们认为，参与式预算 (PB) 能大力改善 ICANN 的预算流程，但

应理解 PB 本身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常年累积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流程中，预算细节的提供不充分或太迟。如果

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 PB 原则得到实施，利益主体仍然不能提

出有意义的意见。 

专家组提出的一个建议采纳结果是：“在机构群体讨论时，参与

式预算的参与者（志愿者或通过创新投票方式选出的公众）可以

充当‘预算代表’，与指导委员会、积极参与 ICANN 预算决策

的 ICANN 工作人员和机构群体领导人共同参与讨论。”我们认

为，在确定某些预算事项的先后次序时，使用其他建议中讨论的

某个新投票方式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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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提出的一个开放性问题是：“ICANN 如何决定目前的预算

意见征询中公众参与是否充分？”我们的回答是：预算流程基于

章程的时间要求推进；公众参与是否充分从来不重要。 

建议 9：增加轮值限制 

我们完全不确定专家组成员在提出此建议时充分了解 ICANN。他

们只是泛泛而谈轮值限制的价值，却未评估轮值限制已在 ICANN 

组织中实施的方式，也未找出这些实施在哪些方面不合意。以下

是三个示例： 

1.	 RySG 限制其官员的任期。 

2.	 GNSO 委员会的投票席位有两个任期的限制，且对于代表的

各个组织，相应任期在不同的年份结束。 

3.	 理事会席位限制了三个任期，且对于不同的理事会成员设置，

任期在不同的年份结束。 

建议 10，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提高包容性 

在我们看来，此建议中有太多好观点值得检验。但要这样做，要

求很多时间和资源，包括已经疲于应对的志愿者。专家组再次错

误假设它已解决 ICANN 内参与有限的问题，并为它已在别处描

述为资源不足的同一组织带来新工作。 

同时，有条建议是，机构群体的参与应基于主题而非利益主体利

益，看来这依据的假设是：“大家更了解笼统的互联网监管问题，

而不是他们通过 ICANN 可从那些问题获得的具体‘利益’。”我

们不明确这是否是个真实的假设；但在继续这一建议前，可能还应

验证此假设，因为它看来是此建议的依据。 

建议 11 采纳证据 

我们支持 ICANN 发展研究职能，但强调在定义其含义和制定适

当的架构时，应持续咨询机构群体，亦即遵守多利益主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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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2，鼓励竞赛，加强学习 

专家组提出了很多好问题，但我们认为漏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认识到参与者已经不堪重负的同时，我们如何以能带来实际正向

改变的方式，将游戏化原则引入 ICANN 工作？制定一个计划，以

逐步引进游戏化原则并在现有流程中检验其中一部分可能有用。任

何游戏化战略都不应损害手边工作的重心，或消极影响被认为不适

合该竞赛的领域，亦即，通过转移持续性工作或其他紧迫性工作的

关注力和资源。与游戏化有关的任何货币补偿都应告知机构群体。 

建议 13，建立“大众”评审团，提供裁决职能 

我们非常认同此建议详细描述中的第二段：“问责制通常属于事

前的程序公正性和事后的裁决程序使然，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符合

既定目标和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原则。” 

专家组继续提出：“作为促进问责制力度的一种手段（通过在决策

过程中增加与全球公众的互动，通过增强对 ICANN 官员的事后

监督），ICANN 能指导多个小型大众群体的使用：随机指定，由

个人组成，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官员必须在指定时期内向其汇报

（亦即‘大众’评审团）。专家组提出大众评审团而非法院系统，

那是因为这些评审团都是轻量级人物、高度民主，并且基本没有官

僚主义。我们并不是要排除针对裁决机制的其他建议。” 

此建议的一个附带益处是 T.M. Lenard 和 L.J. White 编制的一

张表，表明了相对于公司、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ICANN 的问

责制多么有限。专家组提供这一信息是为了阐明 ICANN 为什么

需要更多的问责制。他们在之后提到：“ICANN 未明确对任何清

楚规定的‘成员’或股东负责。”这个观点真实、重要。 

在“评审团挑选”部分，专家组建议了在 ICANN 确立评审员储

备库的方法，但我们认为，这会折损大众评审团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随机选择。另外，鉴于专家组将大众评审团的使用描述为

通常是为了解决“局部问题”，并不确定在 ICANN 的全球人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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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组大众评审团会具有成本效益且可行。我们很怀疑真正随机选

择的评审员在经过培训后，能以全面、资源有效的方式理解涉及

的问题。 

专家组列举了四个成功的案例研究。很遗憾，它们都基于本地人

群，而非 ICANN 的全球人群。 

从我们的评价来看，专家组对于某种形式大众评审团的价值举了一

个很好的例子，但在证明 ICANN 环境下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方面

做得不太好。看来就是只试点几个项目，也需要大量工作和成本。 

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大众评审团的前景，仍然大力鼓励 ICANN 优先

考虑问责制，与机构群体一道制定其他可能的整治架构。新近，Ry

SG 成员了解到与新 TLD 程序相关的大量不一致，例如字符串相似

度、机构群体异议和相关决策，它们可以成为制定亟需的问责制机

制的适当研究案例。 

建议 14、15 和 16，分散问责制，以试验为依据，采纳新的

证据和见解，成为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一位高效参与者 

这些建议推荐“一个‘分布式监管网络’，解决互联网监管中参

与者和问题的多样化，解决 ICANN 必须用来进行这两件事的不

同方式：a) 与其他参与者协调其工作，b) 评估自己在互联网监

管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求 终成为更大规模互联网监管流程中

一个高效的参与者. . . .” 

在考虑发展监管网络时，ICANN 应落实这些重点：1) 应首先良好

履行其首要使命；2) ICANN 应就互联网监管领域采取的行动取得

机构群体的共识；3) ICANN 应在财务上负责其承担的所有互联网

监管相关活动，并在使用从机构群体获得的资源时征得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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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SG 支持程度 

1. 活跃成员的支持力度： 

• 1.1. 赞成的成员数：17 

• 1.2. 反对的成员数：0 

• 1.3. 弃权的成员数：2 

• 1.4. 不投票的成员数：10 

2. 少数意见：无 

1. 支持力度 － 活跃成员：多数 

• RySG 合格投票成员的总数1：30 

• RySG 投票和非投票成员的总数：34  

• RySG 活跃投票成员的总数2：29 

----- 

1 与 ICANN 有签署协议提供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来支持一个或多个 gTLD 的

所有顶级域名赞助商或注册管理机构运营商，在“有效期”都符合如运营

商或赞助商协议中所述的成员资格（第 III 条成员资格 1）。有关 RySG 

运营章程，请见 http://gtldregistries.org/sites/gtldregistries.org/fil
e s / C h a r t e r _ o f _ t h e _ 

gTLD_Registries_Stakeholder_Group.pdf 

2 根据 RySG 运营章程第 III 条成员资格 4：成员分为“活跃”或

“不活跃”。成员应该划分为“活跃”，除非根据本段的条款被划分为

“不活跃”。未能参与社群会议或投票流程的共连续三次（或二者），或

未能参与会议或投票流程（或二者）六周（以较短时间为准），成员将变

为“不活跃”。除在确定法定人数时被计为出席或缺席以外，不活跃成员

具备所有成员权利和义务。不活跃成员可通过参与社群会议或投票，随时

恢复“活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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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投票成员绝对多数的 低要求：20 

• 活跃投票成员多数的 低要求：16 

• 参与此流程的成员名称： 

1.	 Afilias, Ltd.  

2.	 Charleston Road Registry（无投票权的成员） 

3.	 .CLUB Domains LLC  

4.	 CORE（无投票权的成员）  

5.	 Donuts Inc.  

6.	 DotAsia Organisation  

7.	 dotBERLIN GmbH & Co. KG  

8.	 dotCooperation  

9.	 Dot Kiwi Ltd.  

10.	 Dot Latin, LLC  

11.	 DotShabaka Registry  

12.	 dotStrategy Co.  

13.	 Employ Media LLC  

14.	 Famous Four Media  

15.	 Fundació puntCAT（不活跃） 

16.	 GMO Registry, Inc.（无投票权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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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CM Registry LLC  

18.	 Minds + Machines  

19.	 博物馆域管理协会 － MuseDoma（不活跃） 

20.	 Neustar, Inc.  

21.	 Plan Bee LLC  

22.	 Public Interest Registry - PIR  

23.	 Punkt.wien GmbH  

24.	 Punto 2012 S.A. de C.V.  

25.	 Societe Internationale de Telecommunication Ae
ronautiques – SITA  

26.	 Starting Dot Limited  

27.	 Telnic Limited  

28.	 网络创举基金会“The Smart Internet” 

29.	 Top Level Design LLC  

30.	 Tralliance Registry Management Company (TRMC) 

31.	 Uniregistry Corp.（无投票权的成员） 

32.	 United TLD Holdco Ltd.（无投票权的成员） 

33.	 万国邮政联盟 (UPU)  

34.	 Veri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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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XYZ.COM LLC  

36.	 Zodiac  

• 联系点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o 主席：Keith Drazek，kdrazek@verisign.com  

o 候补 

o 主席：Paul Diaz，pdiaz@pir.org 

o 秘书长：Cherie Stubbs，Cherstubbs@aol.com  

o 负责此声明的 RySG 代表：Chuck Gomes，cgomes@v

erisign.com，以及 

o Andrew Merriam，andrew@tldesign.co。 

关于上述问题，随后的立场代表 ICANN GNSO gTLD 注册管理机构

社群 (RySG) 的观点，见正文。除非另有说明，RySG 的立场通过

结合 RySG 邮件列表讨论和 RySG 会议（包括电话会议）而达成。 

   
专家组回应 

• 专家组不支持 ICANN 奉行围绕专家或代表组织的二选一模式。我们认为混合

方法行得通，且此类模式间的平衡应根据问题和当时的环境适当实现。 

• 专家组很高兴 RySG 同意在 ICANN 架构内部和之间展开协作以便节省时间和

资源很重要，邀请 RySG 找出需要的专业知识类型。 

• 有时，从是针对 ICANN 还是互联网监管中的更广大使命来看，专家组的建议

看上去“混乱”，为此，专家组指出这些建议明确针对 ICANN，尽管我们认识到

它们可能适用于更广大的范围，或可能作为更广大的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的示例。 

• 对于新的投票方式，专家组鼓励大家不拘一格，进一步探索这些投票工具及其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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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GNSO 委员会的意见 

 

GNSO 委员会很高兴有此机会就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

家 

组（MSI 专家组）的建议进行回应并提出意见，专家组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发布包含这些建议的《蓝图》。委员会的理解

是 ， 这 

个和其他战略专家组的成果将直接提交 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   

Fadi Chehadé 供他考量。此意见书既为回应公众意见征询而提

交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strategy-panel

s-25feb14-en.htm)，也同时发送给首席执行官 Fadi Chehad

é 供他考量，因为他会评估 MSI 专家组的这些建议。我们意见的

核心是建议中具体涉及 GNSO 委员会所担任 gTLD 政策制定流

程管理者角色的那些方面。请注意，GNSO 利益主体组织和/或社

群可能提交其他意见，涉及建议中与他们在 GNSO 生态系统中的角

色具体相关的那些方面。 

ICANN 网站所规定 MSI 专家组初步成果的设置是将重点放到： 

• 研究未来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与唯一标识符相关的互

联网政策； 

• 针对广泛的包容性参与、基于共识的政策制定和组织

结构提供新模式建议，以便支持强化的职能；以及 

• 设计可让全球 ICANN 群体参与这些新型参与式决策过

程的流程、工具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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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领域大都密切关系到 GNSO 的职权范围，亦即负责制

定和建议与通用顶级域名相关的 ICANN 理事会实质性政策，因

此 ， 

GNSO 委员会及其利益主体组织和社群一直密切跟进 MSI 专家组

的发展，包括积极参与在 ICANN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上召开的会

议。几个 GNSO 机构群体成员还在 Ideascale 提出了意见，

并参加了之后于一月底组织的网络会议。 一条至关重要的意见是，

GNSO 委员会希望指出，此文中有几条假设关于可能缺乏的合理

性和有效性，这与我们对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的了解不符，

看来是源于专家组对 GNSO 政策制定流程和现有的政策制定机

制缺乏了解，未能详细查看。GNSO 委员会自己承认，在 gTL

D 政策的制定和管理中，存在改善和/或加强的空间。与我们自

下而上的持续改进承诺相一致，在认识到这点后，GNSO 委员会

近已着手一些举措来加强和简化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PDP)，重

点关注的领域例如让新志愿者参与 PDP 流程，改进在线工具和培

训，以及探索其他机制等，力争让政策制定更具效力和效率（参

考 http://gnso.icann.org/en/drafts/pdp- improvements-tabl

e-16jan14-en.pdf）。因此，我们注意到 MSI 专家组的几条建议

非常符合我们自己的方法；其中有一些实际已经生效。 

在有机会更加详细审查蓝图草案后，GNSO 委员会希望分享与建

议相关的如下反馈，这些可以直接应用于 GNSO 及其政策制定

和政策管理活动（注意，更广大 ICANN 机构群体的其他部分对

于这些建议如何适用于他们各自的活动可能持不同的观点或意

见）： 

• 使用专家网络：《蓝图》貌似假设 ICANN 内缺乏专业知

识，但并不明确这个假设的依据在哪里。GNSO 委员会的观

点 

是，事实恰好相反，目前已经有大量专业知识可供利用，来

自不同背景（技术、IP、民间团体、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

商、安全等）的众多专家也已经积极参与到 GNSO 政策制定

活动中。当然，吸引更多专家或找出 GNSO 政策制定活动中

目前缺失哪些专业知识领域总会受欢迎。《PDP 手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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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到，GNSO PDP 工作组应该积极接触对所述 PDP WG 相关

的主题活动有兴趣或渊博专业知识的个人和/或组织。此外，

在审议伊始和流程全程都鼓励 PDP WG 找出哪些地方需要专

家简报，以便协助审议（参考 GNSO《PDP 手册》，地址 ht

t p : / / 

gnso.icann.org/council/annex-2-pdp-manual-13jun13-en.p

df）。有时，ICANN 预算被认为是此类其他资源的障碍，但

总体而言，委员会并未发现这是一个障碍，已经欢迎 ICAN

N 政策工作人员充分参与进来，以便找到并利用 PDP 具

体相关的主题事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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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GNSO 委员会确实认识到，针对专家网络展开更多外展

和联系可能有利于获得更多的见解和观点，尤其是在“内部”

专业知识可能更少的领域。这显然是个会产生预算影响的事

务，对于 ICANN 认识到 PDP 流程中需要这种资源，GNSO 委

员会表示欢迎。 

•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 GNSO 委员会要指出，所有 gT

LD 注册管理机构和 ICANN 委任注册服务商的合同已经可

从 ICANN 网站自由查阅（参考 http://www.icann.org/en/

about/agreements/registrars 和 http://www.icann.org/

en/about/agreements/registries）。如果以机器可读、便

于使用的结构化格式提供此信息会对某些机构群体有帮助，

GNSO 委员会愿意支持此建议。 

在此部分，“合同”一词看上去既指 ICANN 与 gTLD 注册管

理机构和 ICANN 委任注册服务商的合同，又指 ICANN 与第

三方供应商的合同。GNSO 委员会要严重警告以相似的方式对

待这些迥异的合同类型。我们认为更广大的机构群体将支持这

点。 

ICANN 与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和 ICANN 委任注册服务商的合同，

尤其是关于“共识性政策”的规定可通过多利益主体参与 GN

SO 政策制定流程来制定，是 ICANN 模式的一个独有特色，

不应与面向更广大机构群体的不同 ICANN 服务的“常规采

购”合同混淆，这些合同通常是为了开发网站，找出总承包

商，保留不同支持服务方面的专家等，这些领域可能适宜试

验开放平台和众包。 

ICANN 近来的趋势明显是，甚至不发布那些合同进行公开

招标，因此假设利用众包设计这些招标是个有用方法本身就

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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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协同起草 － GNSO 委员会很高兴报告大家，我们已经积

极利用维克展开在线协作（参考 https://community.icann.

o r g / 

category/gnso）。另外，PDP WG 积极利用各种工具，例

如   

Adobe Connect，它们允许在线编辑和分享文档，已对推动

在线协作和参与产生重大影响。在考量新工具时，必须严格

要求和尊重地域参与者的多样性。很对方案忽视了 ICANN 

分布广泛的参与者所面临的带宽和时间限制。 

 

• 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 GNSO 委员会指出，在有机会征求意

见和反馈时，GNSO PDP 工作组已经通过工作组成员，积

极利用头脑风暴工具，例如思维导图、公众意见论坛、讨论

会以及面向其他组织的外展和论坛，鼓励并保证 PDP 的每

个阶段都有征询意见的机会。还可能值得指出的一点是，GN

SO PDP 工作组对有兴趣参与的所有人开放，唯一的参与要

求是填写《利益陈述》，以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众

包并不是用于制定共识性政策的适当工具，该政策具有法规

/约束性合同协议的效力。gTLD 空间中的政策制定带来的责

任要求消息灵通，要求不仅参与政策的设计，还要共同承担

其实施和执行的责任。GNSO 和 ICANN 遵循的公众意见

流程提供了适当的一般机会，方便审查和评论政策建议。大

量意见已提交 ICANN，要求改进公众意见流程，这依赖于改

进工作人员对摘要的支持；依赖于公众意见征询期的调整。 

 

• 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 － GNSO PDP 工作组已经是

基于主题，而非基于利益主体组织或社群（PDP 工作组解决

特定事务或问题，由感兴趣的各方组成，而不论其所属的组

织）。同样，gTLD 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等利益主体组

织已经允许围绕主题组织的这个理念，一个例子就是新 gTL

D 申请人小组 (NTAG)。对当前架构的表现及其允许广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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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介入的能力予以进一步审核，这有望成为即将到来的 G

NSO 审核的一部分。此建议例证了专家组与 ICANN 内实践

和实际之间的鸿沟。 

转变为全球参与，这个观点暗指参与 ICANN 的机构群体并

未努力扩大和深化感兴趣和相关各方的参与，这可能误解了

利益主体组织对于更广大参与的浓厚兴趣。GNSO 委员会将

这条意见留待主要利益主体群体评论。 

• 增加轮值限制 － GNSO 委员会的轮值限制已于上次 GNSO 

审核时引入，参考 ICANN 章程第 X 条第 3(2)款：“除非

在‘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在没有任何候补代表可以

填补的情况下满足利益主体群体章程中定义的地域或其他多

样性要求）下，委员会成员不得连任超过两期，在上述特殊

情况下委员会成员可另外再任一期”。至于 GNSO PDP 工作

组，由于它们的存续时间有限，每个工作组又是新成立，对

其引入任期限制貌似没多大用处，但如果另外确认这有用，

GNSO 委员会很喜闻乐见。 

 

• 尝试新的投票方式 － 要重点指出的是，GNSO PDP 工作

组的政策制定决策是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而非投票。这是 

GNSO PDP 及支撑该 PDP 的多利益主体流程一个至关重

要的特点。GNSO 委员会认为，基于共识的决策实际比投票

有 

挑战得多，但在确保所做决策获得广泛支持方面设计得好得 

多。因此，我们殚精竭虑地找出了需要跟进并做出共识性决

定的流程（参考《GNSO 工作组指南》第 3.6 条，指南

地址 http://gnso.icann.org/council/annex-1-gnso-wg-g

uidelines-08apr11-en.pdf）。 

投票在 GNSO 委员会层面确实存在，委员会作为流程的管

理者，一般会通过投票来确认 GNSO PDP 工作组的成果。这

也是《章程》的一个要求，旨在确保涉及“共识性政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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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可由 ICANN 签约方实施和执行。 

工作组可随时寻求成员的共识，而投票发生在社群/利益主

体以及部分咨询委员会，以肯定或确认政策声明/立场。 

但是，ICANN 的流程极其依赖共识性决策，这在我们看来

属于 ICANN 模式的一个优点。转变为众包、投票则会极大

程度压迫合议本质，这是我们费尽心力才融入 ICANN 的一个

本质。GNSO 委员会不能理解后退这步的价值所在。 

• 众包监督及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采纳证据 － GNSO 委员

会 近启动了一个工作组，任务是就适用时可通过基于事实

的决策将更多信息提供给政策制定的报告和度量标准建议，

探索相关机会。GNSO 委员会正计划将和这些建议相关的所

有进一步信息转告此工作组，以便能纳入其审议。 

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对于提议作为 ICANN 流程形式的“众包”

赋予的热情。ICANN GNSO 政策流程和 ICANN 工作的其他部分

有严格的问责制要求。尽管我们欢迎 ICANN 各部分的积极

知情参与者继续增加，促进参与的机制必须伴有问责制机制。 

总而言之，GNSO 委员会注意到，认为适用于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的 MSI 专家组所提大多数建议要么已经实施，要么已经有针对

进一步探索它们的机制，将对这些建议予以进一步审查和考量。 

我们很感谢有此机会提供意见，欢迎与我们的意见相关的任何问题

或对话。我们致力于 ICANN 自下而上的多利益主体模式，对于我

们在 ICANN 政策管理中实行的基于共识的模式适当和适用的开发

和创新观念，我们一直持开放态度。 

此致 

Jonathan Robinson ，GNSO 委员会主席，为及代表 ICANN GNSO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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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回应 

• 专家组强调，所有建议旨在建议一些方式，承担着协调全球公共资源（例如 DNS）

任务的 21 世纪组织通过这些方式可高效、合理和以能进化的方式运作。 

• 我们同意，专家组和/或 ICANN 工作人员与机构群体之间需要大量关怀和关注，以

便设计出对这些建议 有用的试点方案。一些建议提出小变动，我们认为，即便

是以低风险的方式实验一些小变动，这在检验并证实如此做的价值前，也是避免

浪费资源或进行大量运作变动的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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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GNSO“企业社群”的意见 

 

背景信息 

本文是 ICANN 企业社群 (BC) 的回应。BC 的意见根据我们《章

程》中的定义，从企业用户和注册人的角度提出254： 

企业社群的使命在于确保 ICANN 政策立场与这样的互联网发

展 

相符： 

1. 提高 终用户的信心，因为它是一个开展业务的安全之所 

2. 在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及相关服务的提供方面具有竞

争力 

3. 在技术上稳定、安全、可靠。 

2014 年 2 月 25 日，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发布其

建议草案征求公众意见。 

BC 一般意见 

BC 对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开展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BC 原则上同意“采用结合针对性试验和经验证据的进化方法”

存在优势。 

仍然要强调，尽管此报告提出了一些很棒的新观点，我们认为

“试验”这些观点中的某些部分要求深入理解 ICANN 机构群体

的本来面目。如果不能充分了解 ICANN 如何做事情，以及完成

核心工作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我们不能实施任何这些观点。我们希

望，这些或其他观点的任何实施工作都在透彻了解我们当前所处

                         
254 企业社群《章程》，地址 http://www.bizconst.org/charter.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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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情况下进行。 

认为我们只应在这样的领域考虑试验： 

• 有一个共识认为目前做事的方法不充分，需要改进 

• 有一个共识认为目前做事的方法可以通过试验得到极大改进 

总之，我们认为吸收这些观点、评估它们并实施真正符合组织需

要的那些观点，这将为机构群体带来极大挑战，尤其是在这些过

渡时期。那就是为什么 BC 成员宁愿在没有真正需要或重大动机

时避免试验，并且限制了只有在需要变动或机构群体偏向于变动

的必要情况下，才认为适合试验。 

后，我们在考虑试验时，希望试验灵活且具成本效益，适当时

使用精益方法进行试验。从这点来看，我们强烈同意报告的这个

观点：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试验“实施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收集关于哪

些起作用的数据”，从而从试验汲取经验并走向新局面，而不论

是重新阐述还是实施试验。 

1. 3 个基本原则和 16 条建议 

报告按 3 个基本原则组织信息，共提供 16 条建议，每条建议都

与其中一个原则相关。 

1.1. 基本原则 

报告一开始确认了能描述 好的“21 世纪组织”的三个基本原则。

依据报告的观点，21 世纪组织是这样的组织： 

• 高效； 

• 合理；以及， 

• 进化。 

尽管这三条无疑是合理的原则，但这些显然不是成功的现代化组

织仅有的特征，我们不确定除了将这些混杂的建议结构化，是否



 

 196 

有必要挑出这三条。 

1.2. 建议 

如上所述，报告确认了与 3 条基本原则中每一条相关的一些建

议。我们整合了对于 16 条建议的观点，详见下文。 

关于高效  在“高效”原则这把伞下，报告确认了 3 条建议，

分析如下。） 

总体上，BC 支持让 ICANN 更高效的目标，支持旨在达成此目

标的三条建议，但有一些问题需要考量。 

使用专家网络 

BC 总体同意这个建议提出的使用专家网络这个说法。 尽管如此，

我们认为在专家网络的使用和常说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是恰当的

做法，以便将更多相关的多元化声音带入讨论中。从这层意义来

说，我们要建议在传统的 ICANN 和 IG 机构群体内外使用 好/

合格的专家网络的同时，继续展开认知和外展工作，以便将相

关的多元化声音带入机构群体，帮助新人获得在机构群体承担有

价值角色所需的信息、知识和能力。 另外，我们要指出，我们非

常赞同与此建议相关联的一些理念，例如“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复

杂的新问题”，“提高多样性、减少不必要的参与”这个观点，

以及“鼓励和刺激各 ICANN 架构内部和之间进行协作”。 

不过，我们也读到一些存有担心的理念，例如“使 ICANN 从基于

代表的组织变成基于专家的组织”，因为我们认为 ICANN 的合理

性源于其成员的代表性。 

我们还要表达对于报告中某些意见的担忧，例如认为 PDP 是一

个“进展缓慢的政策制定流程”，需要在速度上加以改进，而罔顾

这样做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出，ICANN 的多利益主体模

式不一定要成为政策制定的快速方式。同时，PDP、建议、报告和

依据这些机制做出的决策都是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多利益主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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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基本要素，我们认为值得所需的时间和工作。当然，我们赞成

改 进 

 

这些机制，欢迎实施这方面的观点，但不赞成将机构群体流程的合

理性和价值作为代价来提高速度。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BC 强烈支持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BC 同意：“ICANN 应将各种

来源的所有数据，包括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合约，以机器

可读、可用和结构化的格式免费提供并使其可在线下载”。B

C 还鼓励 ICANN 及时做这件事，以便促进多语言和多辖区访问。 

BC 同意，ICANN 应促成建立一个越来越容易访问的生态系统，

通过应用程序和模式来增强公众理解。BC 特别支持开发（由 I

CANN 实验室）一个缩略词助手应用程序和统一目前的三个数据集。 

至于开放合同数据，BC 同意“这一方法能增加参与监督合同遵

从度的机会和使这些机会更加多样化”。 

BC 建议 ICANN 试验一个开放采购平台，这是考虑到 ICANN 网站

中目前提供的采购信息很少（ICANN 网站过去 18 个月发布的采

购合同数量只有两个 －链接－）。 

实现协同起草 

BC 强烈支持就实现协同起草展开研究。我们注意到，无论何时

建议 ICANN 使用免费的第三方工具，例如“Google 文件”或

“Google 汇问”，而不是开源授权软件或其自身获得的软件，

总会存在争论。需要解决此争论并制定相应政策。 

BC 认为 ICANN 应研究文档管理系统，而工作人员和机构群体应

能使用（经培训使用）一致的文档命名规范来为文档草案和发布

版命名。 

关于合理 在“合理”原则这把伞下，报告确认了 9 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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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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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BC 不支持围绕“众包所有决策阶段”的建议，因为这会让现有的

利益主体组织（例如 BC）使用并行流程展开试验。BC 坚信众包

虽然可能有价值，也不应替代现有的社群架构。 

重要的是，BC 希望明确其成员决不反对利用新方式来培养 ICAN

N 工作中的更多全球参与，尤其当这会实现各个工作组和项目中的

更知情参与时。也就是说，和 ICANN 机构群体的其他成员一样，

BC 希望避免任何流程导致不理智且不知情的行动号召。我们承认

参与度和新参与者的知识水平这两方面都需要增加，避免在回应热

门话题时形成“全球性的网络滋事”。 

“Google 汇问”作为工具被顺带提及。参考上文“实现协同起草”

部分关于软件工具的说明。 

从“利益主体”参与到全球参与 

BC 的立场和上面第 4 点一样。BC 不支持报告中引用的 Elliot 

Noss 这一悲观看法：“ICANN 在实现广泛参与方面基本上是以

失败告终...”相反，我们的观点是，广泛参与呈现出不断增长的

态势，ICANN 参与者的认知、参与和互动是需要不断进化和完善

的持续工作。 

从这点来看，BC 支持 ICANN 全球多利益主体参与的目标，认为

它应通过社群架构进一步引导而非减少外展，同时直接向社群提

供资源，使得他们能根据自己的背景支持当地成员，从而帮助达

成认知、外展和参与目标。 

增加轮值限制 

任期限制已经落实到某些职位，例如 GNSO 委员。BC 支持在

所有 ICANN 架构中审查任期限制的合理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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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新的投票方式 

BC 原则上支持在决策中尝试不同投票方式的观点。我们还支持

其他人在新加坡会议中提出的意见，即我们不情愿在任何给定情

景下试验这些投票方式，而宁愿选择在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试验，

从而尝试新方式，以求帮助机构群体解决面临的具体问题。 

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 

和 ICANN 机构群体中的很多其他人一样，BC 担忧水平一直低

的远程参与。在过去几年中，这个“问题”已在 ICANN 会议上讨

论无数次，但貌似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我们不相信远程参与总会成

为充分参与 ICANN 工作组的可行方案，BC 支持为改善远程参

与的质量、可用性和使用次数而继续工作。 

建立“大众”评审团 

BC 认为这条建议从其提供的方式来看，与调查专员的工作重复。

在推进此建议前，需要对调查专员体系的不足（若有）展开进一

步研究。 

同时，BC 建议相对于将调查专员换成“大众”评审团，可能更

有意义的做法是，为调查专员提供新的工具，用于解决需要机构

群体中专家/用户/成员/参与者提出意见的那些具体问题。因此，

如果要通过此建议试验“大众”参与，我们愿意运作从机构群体

中随机选组的“大众”专家组，帮助调查专员处理具体问题。 

同时，我们宁愿将这条建议称为“尝试机构群体评审团”，而不

是“建立‘大众’评审团”。我们宁愿以试验的方式运作它，并

建议用“机构群体”评审团取代“大众”评审团，因为“大众”

并非我们在 ICANN 机构群体中用来称呼自己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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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监督及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 

虽然（如上所述）可能有使用众包和其他新的监督方法之所，BC 

的立场是一开始就着手并依赖指标和数据，将其作为知情监督的基

础。这包括衡量 ICANN 政策决策对于更广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产

生的影响。我们认为“众包监督”是这个领域一个误导人的说法。 

分散问责制 

BC 成员认为，这个建议不是应由 ICANN 独立完成的工作，该建

议涉及的行动包括：“筹划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找出“互联

网监管原则”，以及“确定现有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并关注现有

问题，揭露需要更多协作的地方”等等。相反，我们建议这种活

动更适宜同互联网监管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织携手进行。 

采用参与式预算 

BC 支持预算决策更公开并征求更多公众意见，将继续积极参与到

机构群体的财务会议和年度预算的编制中。建议中举出的具体示例

得到支持，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公众论坛上讨论。BC 希望继续就

此问题展开机构群体对话。 

 

关于进化 在“进化”原则这把伞下，报告确认了 4 条建议，

分析如下。以试验为依据 

BC 支持灵活方法，支持精益方法的使用，支持试点项目的理念，

只要有充分的监督、数据收集、审查和有意义的反馈。同时，在

实施/试验时，BC 大力支持对任何这些建议进行具有成本效益的

实施/试验。 

产生新的见解和证据 

此建议看上去号召“对分布式监管结构认真研究，找出可在国际

层面上进行监管的领域和职能”。BC 需要通过例子进一步研究

此主题，才能提出富有意义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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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证据 

BC 认为利用可用的指标和数据很根本，支持收集数据。这是否

扩及设立一个研发部门，BC 尚不能决定。 

鼓励竞赛 

BC 认为此建议是有优点的，尽管“鼓励竞赛”这个词可能不能

充分表达预期成果的重要性。为了澄清，BC 用这个词反映用于

解决全球问题的“大挑战”。 

在更简单的层面，为了鼓励参与工作组，由主席签署的证书也可以

对新人起到鼓舞作用。ICANN 志愿者的大量辛苦工作未得到认 

可，对认可他们的工作尤其是新参与者的工作展开更多工作具有极

大价值。 

从这点来看，要指出的是，此专家组第一阶段的观点已纳入 Idea

scale 软件，对其进行投票得到了那些参与者的高度认可。 

--- 

Gabriela Szlak、Chris Chaplow 和 Andrew Mack 领导起草了这

些意见。这些意见根据 BC《章程》获得批准。 

 

专家组回应 

• 专家组非常感谢提出的这些意见，有利于扩展建议中推荐的观点，让它们更实际。 

• 专家组重申，在将众包方法运用于 ICANN 的任何决策中时，我们不建议完全替换现

有的 ICANN 模式，而是设计适当的试点计划，检验众包是否会是为 ICANN 工作获

得广泛而知情的见解的有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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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CCNSO 委员会的意见 

 

关于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所提建议的意见 

简介 

ccNSO 委员会很高兴有机会就 ICANN 多利益主体创新战略专家组所提建议提出意见。 

委员会感谢专家组进行的大量详细工作，强调专家组为指引 ICANN 多利益主体监管的未

来而付出的努力。 

总述 

我们注意到，文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强调了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各个基

本方面。但是，我们发现将它作为指导文件多少具有挑战性。 

一个普遍问题是，并没有充分解释如何选择基本原则（“高效、合理、进化”）。 

另外，我们对文章的结构感到疑惑，建议看上去既涉及 ICANN 内（ICANN 各个 SO/AC 内）

又涉及 ICANN 外更广大 IG 空间的多利益主体参与。我们发现很难将各个建议联系起来。 

此外，我们要提出，文件的用语非常抽象，在建议中提供更多示例会有用处。我们发现，

提交专家组的一些公众意见（例如，由 Elliot Noss 提出的意见）比专家组文件本身更具

体，更具有参考价值。 

我们还有一个印象是，一些建议并未考虑 ICANN 当前的许多流程和工作。多个建议目前

已存在，或只需要对当前的流程做些小变动，如下所述。 

对建议的意见 

我们对具体建议的意见和问题如下： 

 

- 1. 使用专家网络： 

意见：看来 ICANN 已经很善于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在政策制定流程中联系和纳入大范围

的专家。 

但是，为跟进建议，提出一个案例研究，那就是当前的 ccNSO“机构群体专业知识池”网

站 (http://ccnso.icann.org/about/expertise.htm)，ccNSO 成员在那里自愿列明他们

的专业领域，以便在需要时考量。在公众意见或工作组“提醒”体系中，根据为项目指定

的“标签”到达专家志愿者，这能补充知识池数据库。 

 

- 2.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意见：我们希望指出，开放所有数据和合同可能有问题。尽管这些可能是高尚的目标，但

通过自己的工作生成数据并为数据附加价值的那些人可能非常反对。公开各方之间的合同

这个观点还有可能面临签署该合同之人的反对。这些问题应慎重解决。 

此外，关于“为开放数据建立一个用户生态系统”，这会产生什么影响？ICANN 会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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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支持应用程序的开发，还是只让数据更开放？专家组进一步解释会有帮助。 

- 3. 实现协同起草： 

意见：如果经实施，这仍然应该考虑 ICANN 工作人员如今在帮助机构群体工作和编制

有用工作文档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工作人员的作用不应被忽视。 

 

- 4. 众包所有决策阶段： 

意见：此建议应予以澄清。它是否针对改善公众意见流程？建议是要众包政策制定流程中

的所有阶段，亦或只是部分阶段？ 

 

- 5. 转变到全球参与： 

意见：此意见看来主要针对传统的 GNSO 流程，此外，它对其他 ICANN 架构的适用性如何？

当前的战略专家组模式是不是全球参与的一个例子？专家组能否解释 ICANN 为什么应沿着

那条路走？ 

 

- 6. 增加轮值限制：	  

意见：对于投票成员已经有固定任期的当前 ICANN 机构，这条建议有何差别？这能否

避免再选？另外，NomCom（提名委员会）目前在轮值的基础上任命志愿者，从而实现不同

监管机构的平衡。这条建议会如何改善当前的体系？ 

 

- 8. 变革 ICANN 公众论坛： 

意见：提议的“虚拟现实”与会议中目前提供的远程参与有何区别？ 

 

- 9. 建立大众评审团： 

意见：此建议如何考虑 ATRT 的作用？	  

 

- 11. 分散问责制： 

意见：此建议如何考虑 ccNSO 和 GAC 的工作？为什么 ICANN 应为国家/地区的互联网使

用制定标准，而不将这个问题留给国家/地区当地的 IG 部门，或留待 ICANN 和其他 IG 

论坛共同努力？ 

 

- 15. 采纳证据： 

意见：ICANN 已经与大学和其他机构展开合作，在合同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这条建议

有何不同？这是否会探索在 ICANN 内成立一个研发部门？若如此，鉴于 ICANN 的使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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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ICANN 是否有资格成立一个？ 

专家组回应 

• ccNSO 委员会提出了很多问题，应作为下一步的讨论主题。 

• 显然，专家组选择这三个原则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体现真正运作良好的 21 世

纪组织。它们可能不能涵括这类组织的所有特征，但我们认为用一些理想的组织

原则来将建议分类经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框架。 

• 一些建议只是简要，确实需要更多工作，使其尽可能可行。我们认为，此工作应与

现有的机构群体成员和工作人员一道展开。我们非常同意，如果 ICANN 和战略专家

组要就任何实施工作展开合作，所有建议都可进一步充实和澄清。 

• 回应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o 开放数据和开放合同： 

§ ICANN 可以通过外展支持发展，也可能通过召开或推动召开地区层

面的集会（例如，编程马拉松），以便利用以公开方式发布的数据。

我们并未提议 ICANN 在此阶段为应用程序开发投入任何新合同。 

o 众包： 

§ 众包在政策制定流程的哪些地方和哪些阶段 能起作用，这要求积

极参与 ICANN 当前工作的人从内部角度来看。 

§ 相对于方案制定等阶段，在政策制定的边缘阶段（例如，问题确认

阶段）纳入更广大的大众更有意义。 

o 转变到全球参与： 

§ 战略专家组只是可用来为 ICANN 吸纳新见解的不同集会方式之一，

决不是唯一的示例。我们认为机构群体应积极参与到任何新全球对

话/集会的设计中。 

o 轮值限制： 

§ 需要明确哪些架构目前在实施轮值限制，而不是简单的固定任期限制。 

§ 专家组认为，机构群体应辩论在工作组中试点轮值限制是否有利。 

o 变革公众论坛： 

§ 当前的远程参与机会是将远程参与的人插入 ICANN 实际、实时的

现场参与论坛/活动。虚拟现实为热烈的对话和思想交流营造了一

个独立而截然不同的环境，无需与实时参与起冲突，也不会作为其

二级替代方法。 

o “大众”评审团： 

§ 试点使用“大众”评审团的建议并不是要取代 ATRT。也许该试点

工作可通过 ATRT 协调？ 

o 分散问责制： 

§ 专家组提出，任何标准的制定实际应由 ICANN 和其他 IG 组织齐

心协力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