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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ICANN 

David Olive 寄言 － 评估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II) 以及展

望伊斯坦布尔互联网监管论坛 (IGF)  

当前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议题 

ASO 

 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数字地址资源政策探讨 

GNSO 

GNSO 审查开始 － 推出 360 评估工具收集机构群体的观点和看法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征求您对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声明的

反馈 

RALO 月度总结 

2014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的 ALAC 政策制定活动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扩展到 181 家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GAC 

GAC 开放论坛将于 9 月 2 日在伊斯坦布尔互联网监管论坛 (IGF) 上召开  

RSSAC 

RSSAC 组建两个工作团队 

https://new.icann.org/resources/pages/update-2014-02-2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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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首选语言进行阅读 

ICANN 的《政策更新》提供联合国全部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政策更新》在 

ICANN 网站上发布，同时可以通过在线订阅获取。如果希望每月通过邮箱接

收这些更新内容，请访问 ICANN 的订阅页面，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

选择“政策更新”。此项服务免费。  

ICANN《政策更新》目的声明 

 

如有问题、意见和建议，请发送到：policyinfo@icann.org。 

政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 

地址支持组织 ASO 

国家或地区代码域名支持组织 ccNSO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整个 ICANN 

David Olive 寄言 － 评估 ATLAS II 以及展望伊斯坦布

尔互联网监管论坛 

ATLAS II 声明正在公开征询意见 

ICANN 第 50 届会议召开期间，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召集来自 70 个国家/地区的 150 

家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 参加了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II)。召

开 ATLAS II 的目的在于培养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能力和提高其意识，以强化多利

益主体模式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并进一步调动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参与 ICANN 的

相关活动。  

https://new.icann.org/resources/pages/update-2014-02-20-en
https://new.icann.org/resources/pages/signup-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update-2014-02-20-en
mailto:policyinfo@icann.org
http://aso.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
http://gnso.icann.org/
http://www.atlarge.icann.org/
http://gac.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dns-root/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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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代表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中围绕“全球互联网：从用户角度出发”这一主题展

开了深入探讨。他们的工作成果凝结成一份包含 43 项建议和 10 条想法的声明。

现在，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将邀请更广泛的 ICANN 机构群体针对此份声明提供反

馈。本期《政策更新》描述了提交意见的详细渠道（参见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征求您
对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声明的反馈）。希望大家踊跃分享 

观点。 

2014 年互联网监管论坛日趋临近  

我们将于几周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九届年度互联网监管论坛。全球互联网

监管问题日益突出，2014 年互联网监管论坛的召开可谓一场及时雨。届时，世界

各地的利益主体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八大主题。  

过去一年，我有幸担任了 ICANN 在伊斯坦布尔中心办事处的总经理，通过与这些

地区的利益主体进行更加直接且高效的互动，帮助增强了我们机构群体在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的互联网监管论坛将于 9 月 2-5 日召开，我将同时承担政策和办事处管理职

责。美丽的伊斯坦布尔市拥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各种美

食，其 ICT 行业也不断发展，可谓是本次盛事主办城市的不二之选。 

我谨代表 ICANN 伊斯坦布尔团队的各位优秀工作人员欢迎各位 ICANN 利益主体

和更广泛的互联网群体成员前往土耳其参加 2014 年互联网监管论坛，期待您的 

光临。  

此致 

 
David Olive 

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 

ICANN 伊斯坦布尔中心办事处总经理 

当前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议题 

目前开放了两个公众意见征询期以向 ICANN 机构群体就相关议题征询意见。欢迎

您就下列主题发表意见： 

为  .DEALS、XN-FJQ720A、.CITY、.XYZ、 .COLLEGE、.GOP、 

.TRADE、.WEBCAM、.BID、.HEALTHCARE、.WORLD、.BAND 引入双

字符域名。代表 12 个 TLD 的四家注册管理机构请求 ICANN 开放某些双字

符标签。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评估政策要求发布这些提案以征询公众意见。意

见征询期于 7 月 29 日结束；意见回复期于 8 月 20 日结束。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component/content/article/127-workshop-proposals/1583-main-theme-and-sub-themes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08-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08-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08-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policy-bd-2012-02-2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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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LUXURY、.WANG、XN--3BST00M、XN--6QQ986B3XL、XN--CZRU2D、

XN--45Q11C、.BUILD、.REN、.PIZZA、.RESTAURANT、.GIFTS、.SARL、

XN--55QX5D、XN--IO0A7I 和 20 个与 Top Level Domain Holdings Limited 关联

的 TLD 引入双字符域名。代表 34 个 TLD 的七家注册管理机构请求 ICANN 开

放某些双字符标签。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评估政策要求发布这些提案以征询公

众意见。意见回复期于 9 月 4 日结束。 

要查看公开征询意见的议题的完整列表，以及近期关闭和归档的公众意见论坛，请

随时访问公众意见网页。 

工作人员还制作了一个网页，帮助预览潜在的“近期”公众意见征询机会。“公众

意见征询 － 近期”页面提供关于即将到来的公众意见征询机会的信息。该页面会

在每次 ICANN 公开会议召开后更新，旨在帮助个人和机构群体确定工作重点和计

划未来的工作量。 

ASO 

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数字地址资源政策探讨 

概况 

这五家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都分别设有网页，列出各自地理区域内正在

讨论的互联网数字地址政策提案。我们将通过公开的邮件列表和公共政策会议探讨

各项互联网数字地址政策（邮件列表和会议信息已提供）。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本月通过 RIR 政策邮件列表探讨的一些数字地址政策和其他 

问题。 

AFRINIC 

提案页面  

人们就提案  AFRINIC AFPUB-2014-GEN-002-DRAFT-01 展开了广泛讨

论，因为该提案将限制 AFRINIC 地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 AFRINIC 地区

以外可以使用的 IPv4 地址空间数量。  

APNIC 

提案页面 

APNIC 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到，APNIC 2014 年调查中新增了许多问题，以

便机构群体成员能够就 APNIC 问责制措施提出自己的观点。该调查已于七

月份展开。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policy-bd-2012-02-25-en
https://new.icann.org/public-comments
https://new.icann.org/public-comments#upcoming-public
https://new.icann.org/public-comments#upcoming-public
http://www.afrinic.net/en/library/policies
http://www.apnic.net/community/policy/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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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 

提案页面 

人们对 RIR 间进行 ASN（自治系统数字地址）转让的提案（ARIN-2014-15 

政策草案：允许 RIR 间进行 ASN 转让）展开了讨论。大家担忧此类转让会

对资源公共密钥基础架构 (RPKI) 系统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要借助 RPKI 系

统确保互联网路由安全。  

LACNIC 

提案页面 

LACNIC 前任总裁 Raul Echeberria 已开办博客。  

RIPE 

提案页面 

人们就更改“最后的 /8 区段政策”（last /8 policy）展开了讨论。此政策更

改旨在让一些组织获得另一小段 IPv4 空间。 

后续步骤 － 后期会议 

AFRINIC 第 21 届会议将于 2014 年 11 月 22-28 日在毛里求斯举行。 

APNIC 第 38 届会议将于 2014 年 9 月 9-19 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 

ARIN 第 34 届会议将于 2014 年 10 月 9-10 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

（NANOG 第 62 届会议的举行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6-8 日）。 

LACNIC 第 22 届会议将于 2014 年 10 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 

RIPE 第 69 届会议将于 2014 年 11 月 3-7 日在伦敦召开。 

更多信息 

 AFRINIC (RPD) 

 APNIC (Policy SIG) 

 ARIN (PPML) 

 LACNIC (politicas) 

 RIPE (address-policy-wg) 

工作人员联系人 

Carlos Reyes（高级政策分析师） 

https://www.arin.net/policy/proposals/
http://www.lacnic.net/en/web/lacnic/politicas
http://raul.echeberria.org/
http://www.ripe.net/ripe/policies/current-proposals/current-policy-proposals
http://www.afrinic.net/en/community/email-a-mailing-lists
http://www.apnic.net/community/participate/join-discussions
http://www.arin.net/mailing_lists/index.html
http://www.lacnic.net/web/lacnic/lista-de-discusion
http://www.ripe.net/ripe/mail/ripe-mailing-lists/address-policy-wg
mailto:carlos.reyes@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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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 

GNSO 审查开始 － 推出 360 评估工具收集机构群体的

观点和看法 

概况 

随着一款 360 评估调查工具的发布，2014 年 GNSO 审查现已展开。360 评估是 

ICANN 组织审查框架新的构成部分。它旨在为独立审查员（本次为 Westlake 

Governance）收集数据、观点和想法，帮助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专注于特定相关
领域，同时还有可能会通报日后 GNSO 的自我改善工作。欢迎参与本次调查，并
积极发表您的意见。  

背景信息 

GNSO 的一大重要职能是制定与通用顶级域名相关的重大政策，并向 ICANN 理事

会提供相关建议。 

GNSO 审查符合 ICANN 关于持续改进、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承诺。它运用相关机制

和措施来维持公众对 ICANN 可行性、可靠性和问责制的信心。 

ICANN 的章程（参见第 IV 条第 4 款）要求 ICANN 下包括 GNSO 在内的各个组

织机构每五年接受一次审查。该审查的目的是评价 GNSO 的组织效能，肯定做得

出色的方面，发现需要改进的领域，并推动需要做出的改变。 

GNSO 审查的质量、有效性和可接受度以及根据审查结果确定的改进方面将取决

于背景多样且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群体成员提供的相关、实用反馈。这是 ICANN 自

下而上的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基石。 

根据评估人员与机构群体贡献者之间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设计了 360 评估工

具。它是一款使用方便的在线工具，可方便 GNSO 机构群体、其他 ICANN 组织

和机构群体成员、理事会以及工作人员向独立审查员提供宝贵反馈。  

360 评估链接开放的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10 日 23:59 UTC。 

更多信息 

 调查 

 2014 年 GNSO 审查工作空间 

 GNSO 审查常见问题解答 (FAQ) 

 GNSO 审查背景信息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3-2014-06-23-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3-2014-06-23-en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GNSOREVIEW360SURVEY
http://gnso.icann.org/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ylaws-2012-02-25-en#IV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GNSOREVIEW360SURVEY
https://community.icann.org/x/OJL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zbX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XZLh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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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联系人 

 Marika Konings（政策制定支持高级主管）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征求您对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

会 (ATLAS) 声明的反馈  

概况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目前正在征求机构群体对 ATLAS II 声明的反馈。第二届网络普
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II) 的这一重要成果关注了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在 ATLAS II 

圆满结束之后的工作方向，确保 ICANN 活动始终从用户角度出发。 

最新动态 

在六月份，与 ICANN 伦敦第 50 届会议同期召开的 ATLAS II 吸引了来自 70 个国

家/地区的近 150 家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 参会。  

代表世界各地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各个网络普通用户组织汇聚一堂，就“全球互联
网：从用户角度出发”这一主题展开沟通、学习、探讨和交流，进而对 ICANN 政

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 ATLAS II 声明中，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向 ICANN 理事会、利益主体群体以及 

ALAC 提出了关于如何改善其各自实践的 43 项“建议”。同时声明中还包含涉及
更广泛互联网群体的 10 条“想法”。  

后续步骤 

ATLAS II 声明副本可从 ATLAS II 网站下载。 

如您有任何关于 ATLAS II 声明的意见、建议或观点，请发送邮件至 

atlas2comments@icann.org。  

更多信息 

ATLAS II 网站还提供有关 ATLAS II 活动和结果的其他信息。 

工作人员联系人 

Heidi Ullrich（网络普通用户高级主管）  

mailto:marika.konings@icann.org
http://atlas.ican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ATLAS-II-Declaration-with-appendix-RC9.pdf
http://atlas.icann.org/150-representatives-70-countries-5-ralos-1-declaration/
mailto:atlas2comments@icann.org
http://atlas.icann.org/
mailto:heidi.ullrich@icann.org


 8 

RALO 月度总结 

概况 

在与 ICANN 伦敦第 50 届会议同期召开的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II) 

上面对面交流后，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各个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RALO) 组建了
多个工作组，以执行和实施各自在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策。RALO 希望通过采取
这些措施来简化流程、更好地促进成员之间的探讨以及集中精力处理战略问题，从
而取得更好的成果，进一步促成互联网最终用户参与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 

最新动态 

 AFRALO － 程序规则 (ROP) 审核 

新组建的工作组已开始分析 2009 年 AFRALO 运营原则，其目的在于综合考虑 

ALAC 和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然后更新规则，使之与 2013 年 

ALAC 程序规则相协调。这些规则修正内容的采纳是由下而上进行的，AFRALO 

的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 成员直接参与了相关工作。  

 APRALO － APRALO － APAC 中心战略草案  

APRALO 成员正在讨论由全球利益主体参与亚洲办事处工作人员所撰写的 

APRALO － ICANN APAC 中心试点框架文件草案。 

该战略的目标是找出 APRALO 与 ICANN APAC 中心之间的协同合作领域和工作
重心，从而确定关键的优先工作、举措和协作事项，加强民间团体对 ICANN 地区
战略的参与。APRALO 地区计划于 8 月 31 日公布其意见。   

 EURALO 成员参加 ICANN StudienKreis 会议 

EURALO 成员将参加 2014 年 8 月 28–29 日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召开的第 14 届 

ICANN-Studienkreis 会议。 

多名 EURALO 成员于 2014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在德国麦森参与了互联网监
管欧洲暑期学校开办的课程。  

 LACRALO 的监管和 ccTLD 工作组 

LACRALO 成员重新启用了监管工作组。该工作组的任务是审核和研究当前的 

LACRALO 运营原则和程序规则。该工作组将研究在 2014 年 LACRALO 伦敦全体
会议上提交的下列文件：1)“关于修正 LACRALO 运营原则的提案”以及 2)“改
善 ICANN 组织中 ALS 参与度的程序”。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FRALO/AFRALO+MOU+and+Organising+Documents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PRALO/APRALO+-+ICANN+APAC+HUB+PILOT+FRAMEWORK
http://www.icann-studienkreis.net/
http://www.euro-ssig.eu/
http://www.euro-ssig.eu/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LACRALO/Gobernanza+-+Governance+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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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组还将审查绩效指标，并依此为 LACRALO ALS 提出建议。该工作组的一
些具体目标包括在 LACRALO 内部确定专题领域以研究该地区的特定需求，并制
定 LACRALO 参与互联网生态系统（即地区 IGF、全球 IGF、LACNIC、/1net 

等）的标准。  

ccTLD 工作组致力于统一该地区对 ccTLD 问题的看法。该工作组的一些具体目标
包括跟进 ccNSO 的工作并在适当时候对其作出评价；绘制每个国家 /地区与 

ccTLD 的关系图；讨论并记录拉丁美洲/加勒比岛屿地区关于 ccTLD 政策的观点，
以及从总体上加强和培养解决 ccTLD 问题的能力。 

 NARALO 在 ICANN 第 51 届会议上组织外展活动  

NARALO 已经开始准备将在 ICANN 洛杉矶第 51 届会议上举行的 NARALO 外展
活动。请访问工作空间了解相关信息。  

工作人员联系人 

Silvia Vivanco，网络普通用户地区事务负责人  

2014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的 ALAC 政策制定活动 

概况 

ALAC 一直在按部就班地根据 ICANN 公众意见制定相应的声明。7 月底至 8 月
初，ALAC 提交了两份政策建议声明。  

最新动态 

ALAC 关于《推动服务水平较低地区的域名行业发展》报告的声明 

 ALAC 强烈支持推动服务水平较低地区的域名行业 (DNI) 发展之建议，同时

亦指出仅发展域名行业而不带动相关需求将于事无补。 

 域名行业项目的发展应遵循以下原则：1) 在提高域名行业普及率时，不得

降低供应商标准；2) 向所有阶层的人们提供教育是关键所在；3) 通过提供

培训和支持来澄清和简化注册服务商申请和审批流程；4) 应根据当地生活

成本和经济状况合理地对注册服务商提出要求；5) 新 gTLD 计划的第二轮

活动应优先考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申请人，并通过举办外展活动来促进人们

理解此计划；以及 6) 向服务水平较低地区的新 gTLD 申请人提供技术和法

律援助。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NARALO/NARALO+Outreach+event+-+ICANN+51+meeting+in+Los+Angeles
mailto:silvia.vivanco@icann.org
mailto:https://community.icann.org/x/mrnh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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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C 关于 TLD 普遍接受度路线图草案的声明 

 对于维护公众对日益发展的域名生态系统的信任以及促进全球更广泛人群的

参与而言，普遍接受度是非常重要的。  

 ALAC 赞赏 ICANN 在发布路线图草案方面所做的努力，并认为该草案将为

最终用户群体带来重大益处。  

 ALAC 强调了确保携手合作努力实现普遍接受度的广大利益主体之间进行频

繁互动和自由顺畅交流的重要性。 

 ALAC 建议创建一个跨机构群体的中期机制，该机制不仅可以促进利益主体

之间的互动，而且还允许对相关问题予以有组织的保留和开展学习。  

 ALAC 建议根据共同确定的指标对普遍接受度举措 (UAI) 的进展情况实施 

监控。  

 ALAC 重申对所有利益主体机构群体（特别是最终用户群体）进行持续宣传

以传播普遍接受度相关信息的必要性。  

 ALAC 建议 ICANN 探讨使用某些机制，以便快速确认 TLD，从而提升最终

用户信任度。  

 ALAC 提议，针对最终用户的倡议和外展工作必须在与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协

商后才可开展。 

 

后续步骤 

 在新 gTLD 域名空间中引入双字符域名 － ALAC 正在就其声明进行投票表决 

 为  .DEALS 、 XN--FJQ720A 、 .CITY 、 .XYZ 、 .COLLEGE 、 .GOP 、 

.TRADE、.WEBCAM、.BID、.HEALTHCARE、.WORLD、.BAND 引入双

字符域名 － ALAC 正在起草声明  

 为 .LUXURY、.WANG、XN--3BST00M、XN--6QQ986B3XL、XN--CZRU2D、

XN--45Q11C、.BUILD、.REN、.PIZZA、.RESTAURANT、.GIFTS、.SARL、

XN--55QX5D、XN--IO0A7I 和 20 个与 Top Level Domain Holdings Limited 关联

的 TLD 引入双字符域名 － ALAC 正在起草声明  

 

更多信息 

网络普通用户政策制定页面 

 

工作人员联系人 

Xinyue (Ariel) Liang（网络普通用户政策协调员） 

mailto:https://community.icann.org/x/FrDhAg
mailto:https://community.icann.org/x/VqzhAg
mailto:https://community.icann.org/x/7bbhAg
mailto:https://community.icann.org/x/7bbhAg
mailto:https://community.icann.org/x/7bbhAg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7-23-en
https://community.icann.org/x/bwFO
mailto:ariel.liang@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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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扩展到 181 家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AC 已认证并批准以下三家机构成为新的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尼日利亚开
源基金会 (OSFON)、乍得互联网协会、毛里求斯互联网协会。这些新的 ALS 进一
步体现了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的区域多元化。该机构群体代表成千上万的互联网
最终用户。在新增了这些新组织后，现在获得批准的 ALS 总计将达到 181 家。  

本周将开始对 Instituto Panameño de Derecho y Nuevas Tecnologías（隶属 

LACRALO）和 Our Rights（隶属 NARALO）所提出的申请进行投票表决。 

ICANN 工作人员目前正在等待 AFRALO 领导层和 NARALO 领导层分别对申请人 

Our Rights 和在线新闻协会 (Online News Association) 提出地区性建议。 

此外，我们还在对其他三家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南美互联网协会豪登省分会、
Internauta Colombia 和冈比亚互联网协会。 

最新动态  

ALAC 对认证批准尼日利亚开源基金会、乍得互联网协会和毛里求斯互联网协会成

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发起了投票。认证过程包括由 ICANN 工作人员执行尽职调

查，以及由相关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此处为 APRALO）提供地区性建议。 

有关这些新网络普通用户组织的更多信息：  

尼日利亚开源基金会位于尼日利亚阿布贾。其使命为在政府、教育行业、非政府组

织、企业决策者之间和公民中推广以及宣传使用 Linux 操作系统、免费开源申请和

开放标准的好处。该组织属于 AFRALO 下的一个 ALS。  

乍得互联网协会位于乍得 Salam。该组织致力于在乍得推广互联网、提高互联网

的可访问性以及鼓励人们参与互联网协会，同时组织开办更多面向各阶层互联网用

户的培训课程。该组织属于 AFRALO 下的一个 ALS。  

毛里求斯互联网协会位于毛里求斯居尔皮普。该 ALS 致力于促进互联网的开放发

展、进化和使用，造福全世界人民。  

背景信息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一大优势是，它结合了五大 RALO 中各互联网最终用户组织

（即 ALS）的各种全球多元化观点。这些草根组织的观点通过一个自下而上形成

共识的内部流程收集起来，并在 ALAC 官方文档中予以陈述。 

更多信息 

 通过认证及等待认证的 ALS 的完整列表 

 关于全球 ALS 代表的统计信息 

http://www.atlarge.icann.org/en/applications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rge+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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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认证的 ALS 全球地图 

 有关如何加入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信息 

 ICANN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网站 

工作人员联系人 

Nathalie Peregrine（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政策支持工作人员） 

  GAC 

GAC 开放论坛将于 9 月 2 日在伊斯坦布尔互联网监管

论坛 (IGF) 上召开  

概况 

9 月 2 日，GAC 将在伊斯坦布尔互联网监管论坛 (IGF) 上召开其第二届“GAC 开
放论坛”会议。  

最新动态  

为了让机构群体了解 GAC 及其工作方式，GAC 将在伊斯坦布尔互联网监管论坛

上举办其第二届开放论坛会议。结合从六月份举办于 ICANN 伦敦第 50 届会议的

首届会议上收到的反馈，9 月 2 日会议的时间将延长，以为与会人员提供更多时间

来发问和展开讨论。  

GAC 开放论坛源于 ATRT2 的一项建议。  

后续步骤  

GAC 开放论坛会议将于 9 月 2 日星期二 9:00 至 10:30 UTC（11:00 至 12:30 

EEST）在伊斯坦布尔的卢特菲·克尔达尔会议和展览中心第 9 会议室召开。互联

网监管论坛的多场会议均可通过远程参与的方式参加。 

背景信息  

ICANN 通过 GAC 接收政府的意见。GAC 总计拥有 141 名政府成员和 31 名政府

间组织 (IGO) 观察员。这些人员的数量预计还会增长。GAC 的关键职能是就公共

政策问题向 ICANN 提供建议，特别是当 ICANN 活动或政策可能涉及国家法律或

国际协定时。GAC 通常每年在 ICANN 公开会议中召开三次会议，与 ICANN 理事

会、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以及其他团体讨论问题。GAC 还会与理事会在其他时

间通过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会议讨论问题。 

http://www.atlarge.icann.org/members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structures-app.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
mailto:policy@icann.org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component/content/article?id=1557:2014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component/content/article?id=1557:2014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remote-participati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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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伊斯坦布尔互联网监管论坛 

 GAC 网站 

 GAC 伦敦公报 

工作人员联系人 

Olof Nordling（GAC 关系高级主管） 

Julia Charvolen（GAC 服务协调员） 

RSSAC 

RSSAC 组建两个工作团队 

概况 

在 2014 年 7 月 20 日的会议上，RSSAC 组建了两个工作团队负责撰写有待发布
的文档。  

最新动态  

在 2014 年 7 月 10 日会议期间，RSSAC 批准了即将发布的以下两份文档的范围

确定声明：“根服务器的服务预期”（即“RSSAC 001”）以及“根服务器系统

的测量”（即“RSSAC 002”）。这些范围确定文档随后将在 RSSAC 核心小组

内部传阅，以便领导者和志愿者为每份文档组建工作团队。RSSAC 于 2014 年 7 

月 20 日建立了这两个工作团队。  

后续步骤 

RSSAC 001 工作团队和 RSSAC 002 工作团队现将着手为各自的发布文档定稿。

这两个工作团队计划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完成定稿工作。  

更多信息 

 RSSAC 主页 

 RSSAC 发布文档 － 包括范围确定声明 

 RSSAC 会议 － 包括会议记录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component/content/article?id=1557:2014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GAC%20London%20Communique%20FINAL%20.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403767077808&api=v2
mailto:olof.nordling@icann.org
mailto:julia.charvolen@icann.org
http://rssac.icann.org/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ssac-publications-2014-05-12-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ssac-meetings-2014-05-0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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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联系人 

Carlos Reyes（高级政策分析师） 

Steve Sheng（RSSAC 和 SSAC 咨询报告制定支持主管）  

 

 

#  #  # 

mailto:carlos.reyes@icann.org
mailto:steve.sheng@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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