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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ICANN 

多个议题当前正在公开征询公众意见 

ASO 

 ASO 地址委员会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欢聚一堂 

ccNSO 

ccNSO 任命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协调小组成员 

 

ccNSO 法定人数解读工作组最终报告 

ccNSO 联系人存储库实施工作组最终报告 

在 IANA 管理权移交期间创建全球 ccTLD 电子邮件列表 

汇编伦敦会议后的 ccNSO 会议材料 

ccNSO 欢迎第 151位成员 

GNSO 

GNSO 讨论组 － 新 gTLD 后续轮次 

ICANN 第 50 届会议内容更新，新 GNSO 视频 

IGO-INGO 补救性权利保护 PDP － 批准章程并发布志愿者招募书 

https://new.icann.org/resources/pages/update-2014-02-2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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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普通用户群体 

 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的 ALAC 政策制定活动 

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成功召开网络普通用户峰会 

GAC 

在伦敦召开高级别政府会议 

GAC 总结伦敦会议 

RSSAC 

组建 RSSAC 核心小组 

RSSAC 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与机构群体交流 

选择您的首选语言进行阅读 

《ICANN 政策更新》提供联合国全部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政策更新》文档在 

ICANN 网站上发布，可以在线订阅。如果希望每月通过您的邮箱接收这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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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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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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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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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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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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ICANN 

多个议题当前正在公开征询公众意见 

若干受关注的议题目前正向 ICANN 机构群体广泛征询公众意见。现在即可发表您

对以下主题的意见： 

提交和显示国际化联系数据解决方案的评估研究。本公众论坛旨在就专家为

评估提交和显示国际化联系数据（如 WHOIS）的可用解决方案而进行的研究

征询意见。该研究记录和评估了以非 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字符

集提交或显示联系数据的潜在解决方案。它旨在向 ICANN 机构群体通报音

译、笔录或翻译国际化注册数据的可能性，以提高这些数据的可访问性。意

见回复期于 7 月 24 日结束。 

.NGO 和 .ONG 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评估流程请求 － 引入技术捆绑。Public I

nterest Registry（即 .NGO 和 .ONG TLD 的注册管理执行机构）请求提供

新的注册管理机构服务，以支持其二级域名的强制性技术捆绑。注册管理机

构服务评估流程要求发布提案以征询公众意见。意见回复期于 7 月 30 日结

束。 

.WE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修订 － 引入三级域名销售。Atgron, Inc.（即 .WE

D 的注册管理执行机构）请求允许销售 TLD 中的三级域名，并提交了 11,00

0 个可提供注册服务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评估流程要求发布提案以征

询公众意见。意见回复期于 7 月 31 日结束。 

WHOIS 要求与国家法律冲突。对 WHOIS 国家法律冲突解决程序提供更改意

见或建议。在与当地或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时，ICANN 及其注册服务商和注册

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这个流程收集、展示或分发 WHOIS 数据。意见回复期于 

8 月 1 日结束。 

.PARIS － 引入批准发布程序。The City of Paris（即 .PARIS 的注册管

理执行机构）申请在 TLD 日出期完成之前注册某些域名。批准发布程序申

请流程要求发布申请以征询公众意见。意见回复期于 8 月 1 日结束。 

在新 gTLD 名称空间中引入双字符域名。代表 148 个 TLD 的六家注册管理

机构请求 ICANN 开放某些双字符字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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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 日结束。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ransform-dnrd-2014-06-03-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ech-bundling-2014-06-10-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policy-bd-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policy-bd-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wed-amendment-2014-06-04-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policy-bd-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whois-conflicts-procedure-2014-05-22-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paris-alp-application-2014-06-12-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wo-char-new-gtld-2014-06-1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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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 普遍接受度路线图草案。针对使用域名和相关互联网标识符时出现的技

术接受度问题提议的解决方法提供意见，无论 TLD 的书面文字、长度或新

旧程度如何。意见回复期于 8 月 8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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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获取公开征询意见之议题的完整列表，及近期关闭和归档的公众意见论坛，请访问

公众意见网页。 

工作人员还制作了一个网页，帮助预知潜在的“近期”公众意见征询机会。“公众

意见征询 － 近期”页面提供关于可能进行的未来公众意见征询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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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计划未来的工作量。 

ASO 

ASO 地址委员会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欢聚一堂 

概况 

ASO 地址委员会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欢聚一堂并成功开展了一周的活动。 

最新动态  

ASO AC 向机构群体汇报了其近期的工作，包括 IPv4 耗尽和转换。演示文稿、录

音和笔录资源可在此处找到。ASO AC 在公开会议上与 ICANN 理事会会面，讨论了 

NTIA 对 IANA 职能管理权的移交工作以及其他政策制定相关事宜。 

后续步骤 

下一次 ASO AC 电话会议预计在 2014 年 8 月 6 日 12:00 UTC 召开。 

更多信息 

 ASO 网站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tld-acceptance-initiative-2014-0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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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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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50.icann.org/en/schedule/wed-aso
https://aso.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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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联系人 

Barbara Roseman（政策主管兼技术分析师） 

Carlos Reyes（高级政策分析师） 

ccNSO 

ccNSO 任命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协调小组成员  

概况 

ccNSO 委员会为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协调小组确认了四位 ccTLD 成员。 

最新动态  

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ccNSO 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选拔委员会，其中包括： 

 一位 ccTLD 地区组织指派的代表。 

 一位来自 ccTLD 但非 ccNSO 成员的代表。 

 一位来自 ccTLD 且是 ccNSO 成员的代表。 

 两位 ccNSO 委员会成员，包括 ccNSO 主席。 

公开招募或提名所有 ccTLD（ccNSO 成员或非成员）并经过广泛审议后，该委员会

选出了以下四个人作为协调工作的四位 ccTLD 成员： 

 Martin Boyle (.UK) 

 Keith Davidson (.NZ) 

 Xiaodong Lee (.CN) 

 Mary Uduma (.NG) 

ccNSO 委员会通过电子邮件投票的方式确认人选。 

背景信息 

6 月 6 日，ICANN 宣布协调小组由 27 位通过各自机构群体和流程选拨的成员组

成，并指出“强烈要求仔细选拔，以确保尽力遵循多样性标准，以防出现任何利益
冲突。”在协调小组的这 27 个席位中，预留了四个席位给 ccTLD，由 ccNSO 负

责选拔，ccNSO 成员和非 ccNSO 成员均可。 

mailto:barbara.roseman@icann.org
mailto:carlos.reyes@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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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6 月 25 日的会议上，ccTLD 地区组织和 ccTLD 管理机构在伦敦会议

上提供咨询后，ccNSO 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选拔委员会，其任务是为 IANA 管理权移

交流程协调小组选拔四位 ccTLD 成员（入选人）。选拔委员会包括： 

 Alberto Pérez Gómez，.ES，非 ccNSO 成员 

 Byron Holland，.CA，ccNSO 主席，委员会主席 

 Young Eum Lee，.KR，ccNSO 委员 

 Patricio Poblete，.CL，ccNSO 成员 

 Giovanni Seppia，.EU，ccTLD 地区组织指派的成员 

征集提名并经过广泛讨论后，选拔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候选人。 

更多信息 

 征集提名 

 提名人名单 

 选拔委员会最终报告 

工作人员联系人 

Bart Boswinkel（ccNSO 高级政策顾问） 

ccNSO 法定人数解读工作组最终报告 

概况 

ccNSO 法定人数解读工作组向 ccNSO 委员会提交了最终报告和建议，以供批准。 

最新动态 

该工作组的最终报告在伦敦会议之前就提交给了委员会。但是，由于时间有限，委
员会还未讨论该报告及其建议。 

背景信息 

在审查法定人数解读工作组的前身法定人数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后，ccNSO 委员会
认为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小组的其中一项建议（建议 2）： 

制定一个在投票过程中 ccNSO 成员可指出该如何解读其“不投票”行为的
机制 － 指出 (1)“弃权”、(2)“不赞同政策”或 (3)“不要将我计入法
定人数”，最后一个是指成员认为自己对这件事没有足够的见解，但又不想
妨碍这件事投票通过。 

研究小组建议采用此补救措施，因为有时获得的票数不足以达到 ccNSO 选举和投
票期的法定人数要求。 

http://ccnso.icann.org/node/45624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ccnsowkspc/ccNSO+Selection+Process+for+Coordination+Group+on+the+IANA+Stewardship+Transition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final-iana-stewardship-selectees-14jul14-en.pdf
mailto:bart.boswinkel@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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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希望适当探讨该项建议的影响，了解机构群体是否都支持此项更改。法定人
数解读工作组成立于 2014 年 4 月，其目标是： 

 阐明“不投票”行为的各种含义。 

 分析建议中提出的相关模式会产生什么影响。 

 了解机构群体对该项建议的看法。 

 根据结果向委员会提出最终建议。 

为了解 ccNSO 成员对该项建议的看法，在 2014 年 5 月/6 月期间开展了一项简
短调查。 

由于调查结果显示成员们都不太支持执行此项解决方案，因此工作组的最终建议是
不应强制执行该项建议。 

后续步骤  

ccNSO 委员会预计会在其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该报告及其建议。 

更多信息 

 法定人数解读工作组最终报告 

 法定人数研究小组最终报告 

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政策专家兼 ccNSO 支持部主任） 

ccNSO 联系人存储库实施工作组最终报告 

概况 

ccNSO 联系人存储库实施工作组（下称“CRI-WG”）发布了其最终报告。 

最新动态 

ccNSO 委员会批准了 CRI-WG 最终报告及其建议。 

背景信息 

CRI-WG 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按照原事件响应工作组（下称“IR-WG”）的建议

开展工作。CRI-WG 按照 IR-WG 的提议，探索了实施、维护和运营响应存储库的成

本和其他相关因素。2013 年 12 月还对 ccTLD 机构群体进行了调查，以便了解其

对此项服务的感兴趣程度。CRI-WG 建议是根据此项调查的结果而制定的。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quorum-final-18jun14-en.pdf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quorum-final-04dec13-en.pdf
mailto:%20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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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按照 CRI-WG 的建议，将组建一个跟进工作组（关于 ccTLD 事件响应的安全电子

邮件通信工作组，下称“SECIR-WG”），其目标是部署极其简单的安全邮件列表。

该项工作将与地区组织以及其他采取相似举措的参与者合作进行。 

更多信息 

 ccNSO 联系人存储库实施工作组最终报告 

 关于 ccTLD 联系人存储卡需求的调查结果 

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政策专家兼 ccNSO 支持部主任） 

在 IANA 管理权移交期间创建全球 ccTLD 电子邮件列表 

概况 

为 ccTLD 管理机构创建了一个全球电子邮件列表，以与 ccTLD 管理机构分享关于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的信息并让其参与其中。 

最新动态 

为了让所有 ccTLD 管理机构获得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的相关信息并让其参与到

此流程中，ccNSO 创建了一个电子邮件列表。该列表的订阅者只会收到 ccNSO 秘

书长发布的内容，但无法自行发布内容。 

后续步骤  

该电子邮件列表只会在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期间保留，ccTLD 管理机构可随时取
消订阅。 

如果有 ccTLD 管理机构没有收到关于 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的电子邮件，请联系 
ccNSO。 

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政策专家兼 ccNSO 支持部主任） 

http://ccnso.icann.org/node/45566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r.aspx?sm=DkkO70qW0Ks5Cw6M1Dq1vAzvdjUN6C0_2fm36SVyP5nAg_3d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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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伦敦会议后的 ccNSO 会议材料 

概况 

ccNSO 收集了所有相关的 ccNSO 伦敦会议材料，并将其集中放在 ccNSO 网站的某
个地方。 

更多信息 

 伦敦会议页面 

 音频和笔录 

 ccNSO 会议重要内容报告 

 ccNSO 演示文稿 

 技术日演示文稿 

 会议评估 

 Youtube 视频 

 Flickr 

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政策专家兼 ccNSO 支持部主任） 

ccNSO 欢迎第 151 位成员 

概况 

.RO（罗马尼亚）加入 ccNSO，成为第 151 位成员。 

最新动态 

在伦敦会议期间，ccNSO 委员会批准了罗马尼亚作为最新的 ccNSO 成员。ccNSO 目
前包括 151 位成员，其中有 40 位来自欧洲地区。 

后续步骤 

ccNSO 欢迎其他 ccTLD 的加入！ 

更多信息 

 公告 

 ccNSO 成员列表 

 ccNSO 成员资格申请表 

http://ccnso.icann.org/meetings/london50
http://ccnso.icann.org/meetings/london50/transcripts.htm
http://london50.icann.org/en/schedule/presentation-ccnso-highlights-26jun14-en.pdf
http://ccnso.icann.org/meetings/london50/presentations.htm
http://ccnso.icann.org/meetings/london50/workshop.htm
http://ccnso.icann.org/meetings/london50/evaluation.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sIGReEuKq8&amp;list=UUGM1tyObFr-soYQZmR9oeJQ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cnso/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5may14-en.htm
http://ccnso.icann.org/about/members.htm
http://ccnso.icann.org/applications/for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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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政策专家兼 ccNSO 支持部主任） 

GNSO 

GNSO 为新 gTLD 后续轮次创建讨论组 

概况 

GNSO 委员会为新 gTLD 后续轮次创建了非 PDP 讨论组，以讨论从第一轮新 gTLD 
申请中获得的经验，并在合适时为未来的问题报告确定主题。 

最新动态  

已发布志愿者招募书，并且目前正在制定讨论组成员资格要求。该工作组将向所有

感兴趣的人开放。想要加入该工作组的机构群体成员应该给 GNSO 秘书长发送电子

邮件，清楚说明是想成为邮件列表的正式成员还是观察员。有关更多信息，包括成

员/观察员之间区别的说明，请参见此处的志愿者公告。 

背景信息 

2008 年 6 月，ICANN 理事会通过了 GNSO 对引入新 gTLD 的政策建议，并指示工作

人员为新 gTLD 引入流程制定实施计划。2011 年 6 月，ICANN 理事会批准了新 gTLD 

《申请人指南》（下称“AGB”），并授权启动了新 gTLD 计划。AGB 规定要监管

“引入新 TLD 的持续过程中的第一轮申请”，并且“ICANN 的目标是尽快启动后续 

gTLD 申请轮次。”后续轮次的时间基于“该轮次完成后获得的经验和需要做出的改

变”，并且“目标是为了在首轮申请提交期结束后一年内启动新一轮申请。” 

随着首轮申请提交期于 2012 年 6 月结束后，GNSO 委员会认为仍有兴趣评估首轮

申请的经验以及在必要时为后续轮次的更改提出政策建议，并继续在其中发挥作用。

目前正在创建该讨论组，以便开始处理评估流程，并可能为未来的 GNSO 政策制定

确定领域。 

后续步骤 

让机构群体成员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加入讨论组后，预计将制定会议日程，并召开多

场会议。 

更多信息 

 志愿者招募公告 

mailto:m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mailto:mgnso.secretariat@gsno.icann.org
mailto:mgnso.secretariat@gsno.icann.org
http://g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08jul14-en.htm
http://g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08jul14-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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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O 活动项目页面 

工作人员联系人 

Steve Chan（GNSO 高级政策制定主任） 

ICANN 第 50 届会议内容更新，新 GNSO 视频 

最新动态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对 GNSO 来说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期。在伦敦召开了超过 

60 场会议。除了与 ICANN 高管交换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之外，GNSO 还利用在伦

敦的时间讨论了一些重要议题，例如 gTLD 目录服务专家工作组最终报告、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以及 ICANN 问责制的增强。GNSO 委员会在其于伦敦召开的公开会

议期间还提出并通过了两项动议。(1) 批准 PDP 工作组关于 IGO 和 INGO 使用补

救性权利保护机制的章程；以及 (2) 创建讨论组以评估从第一轮新 gTLD 申请中

获得的经验，从而为未来的问题报告确定可能的议题（参见上文的“GNSO 为新 gT

LD 后续轮次创建讨论组”）。 

GNSO 委员会主席 Jonathan Robinson 最近分享了他对委员会在伦敦的一次视频访

谈中提出的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GNSO 视频网站上很快就会发布 Jonathan 介绍 

GNSO 在 ICANN 会议期间如何运作、对已发布的 EWG 最终报告中提出的 GNSO 后

续步骤的看法以及说明 GNSO 通过讨论组评估新 gTLD 计划的举措的视频片段。 

更多信息 

GNSO 利益主体组织和社群的许多主席还接受了视频访谈，介绍了自己所在组织的

工作，邀请新人加入他们，并对一些同行之间正在热议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请务必访问 GNSO 视频网站、ICANN YouTube 频道以及 GNSO Twitter 帐户，查看

接下来几天和几周的视频内容和更新。 

工作人员联系人 

政策工作人员 

IGO-INGO 补救性权利保护 GNSO PDP － 批准章程并发

布志愿者招募书 

概况 

GNSO 委员会近期批准新的政策制定流程以考虑让国际间政府组织 (IGO) 和国际间
非政府组织 (INGO) 使用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和统一快速暂停程序 (UR

http://gnso.icann.org/en/group-activities/active/non-pdp-new-gtld
mailto:%20steve.chan@icann.org
http://gnso.icann.org/en/council/resolutions#201406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final-report-06jun14-en.pdf
http://gnso.icann.org/en/news/videos
http://gnso.icann.org/en/news/videos
https://www.youtube.com/user/ICANNnews
https://twitter.com/ICANN_GNSO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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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等补救性权利保护机制后，又批准了为就此议题制定政策建议而成立的 PDP 工
作组的章程。此外，还发布了志愿者招募书，招募工作组参与者。 

最新动态 

2014 年 6 月 5 日，GNSO 委员会决定启动一个新的 PDP，探讨 IGO 和 INGO 使

用某些以二级域名争议解决为中心的补救性权利保护机制。在发布问题报告后，GN

SO 委员会将开始投票 － ICANN 章程规定在 GNSO PDP 之前应采取的步骤 － 然

后向机构群体公开征询意见。2014 年 6 月 25 日，GNSO 委员会批准了用于监管

要成立的工作组的审议流程的章程。委员会批准工作组章程后便发布了工作组志愿

者招募书。 

后续步骤 

为工作组要继续招募的志愿者（无论作为成员还是观察员）创建了一个邮件列表。

由 GNSO 委员会副主席 Volker Greimann 担任委员会与工作组的联络员兼工作组

的临时主席，暂时不为工作组选拔永久主席。预计工作组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召开

首次会议。 

背景信息 

2013 年 11 月，GNSO 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针对保护所有 gTLD 中的国际组织名称而

成立的 PDP 工作组 (IGO-INGO PDP WG) 所提出的共识性建议。根据这其中的一条

建议，关于受保护的 IGO 和 INGO 使用补救性权利保护机制（如 UDRP 和 URS）

的问题，委员会应请求一份问题报告以作为可能的 PDP 的先前步骤。2014 年 3 

月 10 日发布了初步问题报告以征询公众意见。2014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所收到

的公众意见的报告，并于 2014 年 5 月 25 日将制定好的包含相关公众意见的最

终问题报告递交 GNSO 委员会。 

在依靠 UDRP 和 URS 保护其二级标识符方面，IGO 和 INGO 当前面临一些困难。

对 IGO 来说，同意提交到法院管辖区进行上诉的程序要求可能会有损他们在国家

司法管辖区内免于被起诉的状态。对 IGO 和 INGO 来说，当前的机制以拥有商标

或其他此类权利为前提 － 虽然一些组织的名称和/或缩写中可能包含商标，但不

是所有 IGO 和 INGO 都是这种情况。 

本 PDP 将探讨是否应修订（如果是，应以何种方法修订）UDRP 和 URS 以便 IGO 

和 INGO 访问以及使用，或者是否应专门制定一个仅适用于 IGO 和 INGO 的独立、

严格限制的争议解决程序。请注意，此 PDP 仅对早期的 IGO-INGO PDP 工作组在

其于 2013 年 11 月被 GNSO 委员会采纳的共识性建议中列举为符合保护资格的那

些 IGO 和 INGO 标识符设定了具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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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IGO-INGO PDP 工作组 2013 年 11 月最终报告 

 关于 IGO 和 INGO 使用补救性权利保护机制的 2014 年 5 月《最终问题报

告》 

 GNSO 委员会 2014 年 6 月启动 PDP 的决议 

 PDP 工作组的网页 

 PDP 工作组志愿者招募书 

 工作组章程 

工作人员联系人 

Mary Wong（高级政策主管）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 

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的 ALAC 政策建议活动 

概况 

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峰会成功闭幕后，ALAC 加紧制定声明，以回应 ICANN 公众意
见征询期以及其他意见和沟通。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期间，ALAC 提交了两份政
策建议声明；其中一份还在等待审批。值得注意的是，亚洲、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
群岛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PRALO) 更加积极地参与了政策建议活动；两位 APR
ALO 机构群体成员首次为 ALAC 政策建议执笔。 

最新动态 

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期间提交的两份 ALAC 政策建议声明现总结如下。 

ALAC 关于 ICANN 五年战略计划草案（2016 - 2020 财年）的声明 

 ALAC 对 ICANN 将来自“ICANN 五年战略计划愿景、使命和重点领域草案”的

各种意见整合到本文档中表示肯定，并建议继续尝试仅用一页总结战略计划。 

 关于先前的战略计划的目标是否达到，ALAC 想知道是否对先前的 ICANN 战

略计划进行了分析。 

 ALAC 注意到从此轮公众意见征询开始时起就缺少本文档的翻译版本。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igo-ingo-final-10nov13-en.pdf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igo-ingo-crp-access-final-25may14-en.pdf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igo-ingo-crp-access-final-25may14-en.pdf
http://gnso.icann.org/en/council/resolutions#20140605-2
http://gnso.icann.org/en/group-activities/active/igo-ingo-crp-access
http://g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11jul14-en.htm
http://gnso.icann.org/en/drafts/igo-ingo-crp-access-charter-24jun14-en.pdf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IDfRAg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strategic-2013-10-29-en


 14 

 ALAC 建议 ICANN：1) 在重点领域 2 下增加一项重点，即在应用级别提高

国际化域名 (IDN) 的技术普遍接受度；2) 在重点领域 3 下增加一项重点，

即增强 ICANN 理事会、工作人员和各个 AC 和 SO 所需的后勤支持；3) 将

重点领域 4.1 下的句子改写为“确保全世界人们明确、认可并充分理解 IC

ANN 利益主体群体在不断发展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ALAC 关于 2015 财年运营计划和预算的声明（审批表决预计在 2014 年 7 月 18 

日结束） 

 ALAC 认为运营计划和预算草案经过精心设计并得到恰当陈述，但是 ALAC 

希望提出以下看法和问题： 

 1.1.2 2015 财年的 3300 万注册数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1.4请阐明“2014 财年资本投资（Salesforce.com、数字平台和网站等）

的影响”为何是“折旧费用”？ 

 1.6 请阐明“GSE/政府参与/公共责任”领域的 370 万美元增长如何能代

表 117.2%？此外，运营费用年增长率看起来既没有考虑美国政府管理权移

交 (B)，也没有考虑其他优先领域 (C)。 

 1.7有了超过一整年的经验，预测 2015 年的新注册数量应该是件简单的事

情。因此，注册数量上升速度较慢的风险不应该为“高”。 

 3.1 如果该计划的工作人员成本的增长并不是重复的，并且这些费用已经

从常规的 ICANN 预算中减去，那么应该清楚地提到这一点。 

 3.1 / 3.4.对于 2013 财年，2014 年 4 月的数字和 2013 年 6 月预估

值之间不应有任何差别，因为 2013 年 6 月是 2013 财年结束时，其数字

不是预估值，而是实际值。 

 ALAC 希望 2016 财年的规划流程以及与机构群体的互动能够显著改善，以

便机构群体的意见可以对最终计划和预算造成影响。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已对 APRALO 副主席 Satish Babu 起草的 ALAC 关于 TLD 普遍

接受度的路线图草案提出了意见。他是首次为 ALAC 政策建议声明执笔。 

目前正在起草另外三份 ALAC 政策建议声明： 

 ALAC 关于增强 ICANN 问责制的声明 － APRALO 成员 Chester Soong 是起

草人之一，他也是首次为 ALAC 政策声明执笔。 

 ALAC 关于在新 gTLD 名称空间中引入双字符域名的声明 

 ALAC 关于为 .DEALS、XN-FJQ720A、.CITY、.XYZ、.COLLEGE、 

.GOP、.TRADE、.WEBCAM、.BID、.HEALTHCARE、.WORLD、.BAND 引入双字符

域名的声明 

https://community.icann.org/x/_ZD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_ZD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FrD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FrD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qIn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Vqz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7bb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7bbh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7bbh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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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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成功召开网络普通用户峰会 

 

 

https://community.icann.org/x/bwFO
mailto:ariel.liang@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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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ICANN 第 50届会议记录了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许多重要成绩，因为来自世界各地
的约 150 位网络普通用户组织代表参加了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峰会 (ATLAS II)。 

ATLAS II 以“Global Internet: The User Perspective”（全球互联网：从用户
角度出发）为主题，为 ICANN 的全球最终用户群体提供了会面、学习、讨论、培
训以及影响政策的机会。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在伦敦取得的成绩包括《ATLAS II 声明》，该声明提供了一些
系列建议和观点，确保将“从用户角度出发”作为 ICANN 活动的核心。 

ATLAS II 主要成绩 

ATLAS II 的主要成绩包括： 

 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峰会 (ATLAS II) 声明 － 该文件包含五个专题小

组在 6 月 21 日星期六和 6 月 22 日星期日召开的四场同步进行的分组会

议的成果。 

o 多利益主体模式的未来。 

o ICANN 的全球化。 

o 全球互联网：从用户角度出发。 

o ICANN 透明度和问责制。 

o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在 ICANN 的参与度。 

该声明包括将为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在 ATLAS II 之后的工作提供依据的观点

和建议。 

 ATLAS II 关于 NETmundial 多利益主体声明的声明 － 该声明陈述了 NETm

undial 多利益主体声明的 ATLAS II 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声明的要点为网

络普通用户群体嘱咐 ALAC 对恪守 NETmundial 的承诺保持警觉，并推动进

一步强化互联网用户的权利。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鼓励更多 ICANN 机构群体学习从 NETmundial 会议中获

得的经验。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支持 /1Net 取得的进展，并接受 NETmundial 

开始后所面临的挑战。 

 成功召开的 RALO 全体会议： 

在 ATLAS II 期间，五个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RALO) 各自都召开了全体

会议。这些会议回顾了去年的工作，讨论了来年的战略以及对 RALO 至关重

要的政策和流程问题。这些会议将构成 RALO 来年工作的依据。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s2/ATLAS+II+Declaration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S+II+Thematic+Group+on+the+Future+of+Multistakeholderism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S+II+Thematic+Group+on+the+Globalization+of+ICANN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S+II+Thematic+Group+on+the+Global+Internet%3A+The+User+Perspective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S+II+Thematic+Group+on+ICANN+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S+II+Thematic+Group+on+At-Large+Community+Engagement+in+ICANN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s2/ATLAS+II+Statement+on+the+NetMundial+Multistakeholder+Statement+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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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展示会： 

6 月 24 日星期二成功举办了机遇展示会。该网络活动有两位主旨演讲者，

他们是 ICANN 理事会理事 Wolfgang Kleinwächter和万维网基金会非洲地

区协调员 Nnenna Nwakanma，五个 RALO 分别进行了网络普通用户问答，由

来自各个 AC/SO 的音乐家组成的多利益主体乐团还为大家做了现场表演。 

背景信息：目的与筹备 

ATLAS II 建立在自第一届网络普通用户峰会 (ATLAS) 以来成功举办的网络普通用

户群体活动的基础之上；第一届峰会于 2009 年 3 月在 ICANN 墨西哥会议期间召

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因为它为当前的许多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 积

极参与 ICANN 事务奠定了基础。 

ATLAS II有三个重要目的： 

1. 通过对 160 家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 进行能力培养以及提高其网络普通

用户政策和流程意识来加强网络普通用户群体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 

2. 增进机构群体对 ICANN 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 ICANN 的角色及责任的认识和

了解，进一步提高网络普通用户群体参与 ICANN 事务的能力。 

3. 为 ALAC/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下一阶段的发展制定计划。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 ATLAS II。 

有一个核心 ATLAS II 组委会和九个 ATLAS II 工作组负责处理具体活动。监督其

他工作组的工作的主要小组是网络普通用户峰会 II 组委会。联合主席是 Eduardo 

Diaz 和 Olivier Crepin-Leblond。组委会进行了 50 多次预备召集来准备峰会各

方面的事务。 

更多信息 

 关于 ATLAS II 的所有活动和成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TLAS II 网页和 A

TLAS II 维客页面。 

 另请参见 ICANN 网站的第二届网络普通用户峰会 (ATLAS II) 大获成功。 

工作人员联系人 

Heidi Ullrich（网络普通用户高级主管） 

http://atlas.icann.org/fayre/).
http://atlas.icann.org/fayre/guest-speakers/
http://atlas.icann.org/fayre/guest-speakers/
http://atlarge.icann.org/summit-en.htm
https://community.icann.org/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39420675
http://atlas.icann.org/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s2/At-Large+Summit+II+Home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s2/At-Large+Summit+II+Home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tlas-ii-approaching-2014-06-05-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tlas-ii-approaching-2014-06-05-en
mailto:heidi.ullrich@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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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在伦敦召开高级别政府会议 

概况 

在六月的 ICANN 第 50 届伦敦会议期间，除了传统的 GAC 会议之外，6 月 23 日
星期一还召开了一次高级别政府会议。 

最新动态 

此次高级别政府会议由英国政府主办，由其文化部部长 Ed Vaizey 和 GAC 主席共

同主持。英国政府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部长，无论他们是否是 GAC 成员。

共有来自 77 个国家政府的 175 位代表（其中有 10 位目前不是 GAC 成员）以及 

11 个政府间组织 (IGO)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内容包括 ICANN 领导层进行汇报

演讲以及讨论 GAC 的作用和美国政府移交 IANA 职能管理权等议题。 

后续步骤 

英国政府通过主席报告发布了会议成果概要，并将其作为接下来在其他地方召开的

互联网监管会议的意见。根据 ATRT 2 建议，下一场高级别政府会议预计将在两年

内召开。 

背景信息 

这是第二次举办此类高级别会议。第一次是在 2012 年 10 月的 ICANN 第 45 届

多伦多会议期间由加拿大主办的。 

ICANN 通过 GAC收到了政府的意见。GAC 的主要作用是针对 ICANN 的公共政策问

题向 ICANN 提供意见，特别是在可能需要 ICANN 的活动或政策与国家法律或国际

协议进行协调的情况下。GAC通常每年在 ICANN公开会议期间会召 开 三次会议，与 

ICANN理事会、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讨论相关问题。GAC可能还会在

其 他 时 候 通过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会议的方式与理事会开会进行讨论。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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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GAC%20London%20Communique%20FINAL%20.pdf?version=1&amp;modificationDate=1403767077808&amp;api=v2
mailto:olof.nordling@icann.org
mailto:julia.charvolen@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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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总结伦敦会议 

概况 

GAC 在伦敦召开会议，以跟进 GAC 新加坡公报未解决的问题，并推动新领域的工
作。GAC 对 ICANN 理事会的回复表示欢迎，同时请求其澄清具体问题。GAC 还讨
论了未来的工作，与其他 ICANN 实体会面，召开了两次专门向更广泛的机构群体
介绍 GAC 相关工作的会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AC 伦敦公报。 

最新动态  

GAC 发布了请求澄清以下事项的建议：新 gTLD 保护措施、一些特定字符串、IGO 

和红十字/红新月保护以及 WHOIS 问题。考量了美国移交 IANA 管理权和增强 ICA

NN 问责制的问题，并一致通过了 GAC 参与的方法。还讨论了 GAC 工作组的成果

以及 ATRT2 建议提出的实施计划，包括咨询小组提议尽早提高 GAC 对 GNSO 工作

的参与度。针对即将进行的 GAC 主席和副主席选拔开放了提名期。GAC 还针对在

未来的新 gTLD 申请轮次中保护地理名称向机构群体做了汇报，并召开了一场公开

会议，以让机构群体了解 GAC 及其工作方法。如需其他详细信息，请访问公报。 

后续步骤  

GAC 成员将评估理事会对伦敦建议的回应，继续着手建立工作组，为即将于十月在

洛杉矶召开的会议做准备，包括选拔 GAC 主席和副主席。 

背景信息 

ICANN 通过 GAC收到了政府的意见。GAC 的主要作用是针对 ICANN 的公共政策问

题向 ICANN 提供意见，特别是在可能需要 ICANN 的活动或政策与国家法律或国

际协议进行协调的情况下。GAC通常每年在ICANN公开会议期间会召开三次会议，

与ICANN理事会、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讨论相关问题。GAC可能还会

在其他时候通过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会议的方式与理事会开会进行讨论。 

更多信息 

 GAC 网站 

 GAC 伦敦公报 

 GAC 新加坡公报 

工作人员联系人 

Olof Nordling（GAC 关系高级主管） 

Julia Charvolen（GAC 服务协调员）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Final%20Communique%20-%20Singapore%202014.pdf?version=2&amp;modificationDate=1396429776000&amp;api=v2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GAC%20London%20Communique%20FINAL%20.pdf?version=1&amp;modificationDate=1403767077808&amp;api=v2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GAC%20London%20Communique%20FINAL%20.pdf?version=1&amp;modificationDate=1403767077808&amp;api=v2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Final%20Communique%20-%20Singapore%202014.pdf?version=2&amp;modificationDate=1396429776000&amp;api=v2
mailto:olof.nordling@icann.org
mailto:julia.charvolen@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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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AC 

组建 RSSAC 核心小组 

概况 

在 2014 年 7 月 10 日的电话会议上，RSSAC 组建了一个由 DNS 和根服务器系统
专家组成的核心小组，以贯彻实施 RSSAC 的基本工作。 

动态 

公开申请流程结束后，RSSAC 成员资格委员会向 RSSAC 提交了一份经批准的候选

人名单，以供考虑成为核心小组成员。RSSAC 批准了 49 位初始成员，其中包括 1

3 位 RSSAC 成员。RSSAC 很快将指导核心小组完成两份文档以供发布：RSSAC 001，

即“根服务器的服务预期”以及 RSSAC 002，即“根服务器系统的测量建议”。 

后续步骤 

核心小组已被邀请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 90 届 IETF 大会期间举办的 RSSAC 

会议。此外，还计划让核心小组参加更多会议，包括 ICANN 第 51 届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会议。 

更多信息 

 RSSAC 核心小组 

工作人员联系人 

Carlos Reyes（高级政策分析师）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rssac-caucus-2014-05-06-en
mailto:carlos.reyes@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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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AC 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与机构群体交流 

概况 

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RSSAC 欢聚一堂并开展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活动。 

动态 

在 ICANN 第 50 届会议期间，RSSAC 召开了一场公众信息会议，向机构群体提供

了关于其正在进行的重组工作的最新进展。演示文稿、录音和笔录资源可在此处找

到。RSSAC 会见了 ICANN 理事会成员，讨论了 NTIA 移交 IANA 职能管理权的问

题以及其他与根服务器系统的运作、管理、安全和完整性相关的问题。此外，在这

一周的四场工作会议期间，RSSAC 在其运作程序和其他监管问题方面也取得了显著

进展。 

后续步骤 

RSSAC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继续按计划召开电话会议，并将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举

办的第 90 届 IETF 大会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举办的 ICANN 第 51 届会议。 

更多信息 

 RSSAC 主页 

工作人员联系人 

Carlos Reyes（高级政策分析师） 

 

#  #  # 

http://london50.icann.org/en/schedule/mon-rssac-information
http://rssac.icann.org/
mailto:carlos.reyes@ican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