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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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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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sta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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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公开征询意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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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解决注册滥用的合同一致性的初步问题报告。是否应为所有 ICANN 协

议制定滥用注册条款的最低要求？意见征询期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结束。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程序锁定域名。工作组正在征询公众

意见，以便清楚地了解根据 UDRP 程序锁定域名所遇到问题的准确性质和

范围。意见征询期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结束。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
http://www.icann.org/en/newsletter/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
mailto:policy-sta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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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uoc-prelim-issue-report-25jul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udrp-locking-25jul12-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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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O 运营程序修改提案。是否应添加有关认可议程程序的新章节？意见

回复期延长至 2012 年 8 月 20 日。 

 Interisle Consulting Group Whois 代理/隐私披露与传达可行性。此报告草

案总结了一个初步研究的结果，以确定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受访者，从而证

明对沟通传达及身份披露请求进行广泛分析研究的合理性。意见回复期延长

至 2012 年 8 月 22 日。 

 

 .name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续约。Verisign 就 2007 .name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提交了续约协议提案。意见回复期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结束。 

 DNS 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审核小组 (SSR RT) 最终报告。最终报告重

点关注 ICANN 对其 SSR 职能的管理，阐述了该组织表现突出的领域，以

及需要改进的领域。意见回复期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结束。 

 ICANN 在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角色和

职责范围的声明草案。为回应审核小组的调查结果，ICANN 恳请提供与 

ICANN 在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角色和

职责范围声明草案有关的反馈。意见回复期延长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 

要查看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议题的完整列表，及近期关闭和归档的公众意见论坛，

请访问公众意见网页。 

ccNSO 

ccNSO 当前讨论的议题 

 

 ccNSO 2012 年 7 月活动摘要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gnso-operating-procedures-2012-09jul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whois-pp-survey-04jun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name-renewal-2012-03jul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ssr-rt-final-report-21jun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draft-ssr-role-remit-17may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draft-ssr-role-remit-17may12-en.htm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
http://ccnso.icann.org/resources/activity-summary-jul12-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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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 

初步问题报告指出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缺少滥用

条款 

概况 

应 GNSO 委员会的请求，ICANN 工作人员审核了 17 个不同的 gTLD 注册管理机
构和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商协议，以确定是否所有协议均一致包含滥用条款。
现正征询公众意见的初步问题报告提供了审核结果。此初步报告向着制订可能的政
策制订流程 (PDP) 迈出了第一步，如果启动，该流程将评估是否需要为所有适用 

ICANN 协议确定滥用注册条款的最低要求，如果确定，则应如何组织条款的语言
才能杜绝最常见的注册滥用形式。 

最新动态及后续步骤 

GNSO 委员会要求 ICANN 工作人员准备一份有关合同一致性主题的问题报告，作

为决定是否启动政策制订流程 (PDP) 前的必要预备步骤。工作人员审核了 17 个不

同的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商协议，以确定是否所有协议

均一致包含滥用条款。关于解决注册滥用的合同一致性的初步问题报告 [PDF，

683 KB] 提供了初步结果。工作人员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开放了公众意见论坛，

初步问题报告正接受公众审查和评论，审查和评论期将一直持续到 8 月 15 日。 

初步问题报告的主要目标是： 

 审核现有的 ICANN 协议及其他公开可用的注册政策，并确定是否存在滥用

注册政策； 

 说明如何构建 PDP 来分析 ICANN 是否应采纳相关政策来解决滥用注册问

题（如果启动该流程）。 

鉴于这些目标，初步问题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GNSO 委员会应考虑是否启动 PDP，将其作为制订任何政策的方法。 

 如果启动 PDP，该报告建议工作组进行深入研究： 

o 了解建立起一致的滥用注册政策后是否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不断出现的

注册滥用行为； 

o 确定那些没有制定任何具体条款或政策来解决滥用的注册管理机构

（和注册服务商）是否解决了（注册）滥用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registration-abuse/prelim-issue-report-uoc-25jul1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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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明确滥用注册条款是如何落实于实践的以及它们是否能够有效解决注

册滥用问题； 

o 如果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条款来处理滥用注册问

题，PDP 工作组还应考虑确立一组初步基准（用于确定初步要求）

或条款框架来打击注册滥用，并定义可能的报告要求来跟踪上述目标

的进展情况。 

最终问题报告将在此初步问题报告的公众意见论坛关闭后公布。交付最终问题报告

后，GNSO 委员会将审核任何公众意见，进行商议，然后决定是否就此主题启动 

PDP。 

更多信息 

 关于解决注册滥用的合同一致性的初步问题报告 [PDF，683 KB] 

 初步问题报告公众意见论坛  

 滥用注册政策工作组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Rob Hoggarth（高级政策主管） 

调查表明 Whois 代理/隐私披露与传达调查不可行 

概况 

很少有人对 Whois 代理/隐私披露与传达可行性调查结果做出回应，GNSO 委员会
已就报告草案的结论（全面研究不可行）征询机构群体的意见。 

最新动态 

于 2011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这项可行性研究旨在确定是否能找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参

与者来进行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从而衡量代理和隐私服务对注册人“身份披露”

请求的响应度。独立顾问公司 Interisle Consulting Group 负责进行该可行性研究。 

该可行性研究收到的回复不多，表明进行广泛分析研究并不可行。为确保机构群体

有时间支持或反对此项结论，支持此结论的报告草案已自 2012 年 6 月 4 日开放

以征询公众意见，并将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结束。在该报告草案开放公众意见征

询期的同时，工作组主持了两次网络会议，向机构群体简单报告了这项工作的背景

信息，并就相关结果征询专家的意见。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registration-abuse/prelim-issue-report-uoc-25jul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uoc-prelim-issue-report-25jul12-en.htm
http://gnso.icann.org/en/group-activities/rap-wg.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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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sle 于 8 月 15 日星期三 13.00（世界标准时间）及 8 月 15 日星期三 20.00

（世界标准时间）安排了简报，总结了这项工作的目标，并审核了研究章程中要求

完成的工作。 

背景信息 

Whois 是包含已注册域名、域名注册人的联系信息以及其他重要信息的数据存储

库。GNSO 委员会正在推进各种研究，以提供关于 Whois 的最新可靠信息供机构

群体讨论。 

更多信息 

 报告草案的“公众意见”页面 

 经 GNSO 批准的 gTLD Whois 研究 

联系工作人员 

Barbara Roseman（政策主管） 

ASO 

ASO 当前讨论的议题  

 ICANN 理事会批准有关处理由 RIR 返回给 

IANA 的 IPv4 地址空间的政策提案 

会员委询咨户用通普络网 

理事会对 ALAC 和工作人员完成机构审查表示感谢 

概况 

8 月 2 日，ICANN 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 (2012.08.02.04)，对 ALAC 及其支持工作
人员完成第一次 ALAC 机构审核（ALAC 改进实施项目）表示感谢。理事会还认
可了为完成这项审核所投入的大量努力和精力。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whois-pp-survey-04jun12-en.htm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whois/studies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policy/update/update-jun12-en.htm#11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policy/update/update-jun12-en.htm#11
http://www.icann.org/en/groups/board/documents/resolutions-02aug12-en.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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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在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项目最终报告中，ALAC 确认它完成了于 2010 年 

6 月 7 日提交的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项目计划中要求的实施步骤。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项目的最终报告已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送交理事会

机构改进委员会进行审核，该报告概述了 ALAC 和网络普通用户为完成这个项目

所开展的活动及取得的成就。具体来说，该报告强调了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工作小组

和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工作组为完全实施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建议所采取

的步骤。 

如下表中所示（更全面的介绍请参阅最终报告的附录部分），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

施项目工作组已完成建议和措施的实施工作。这些完成的工作包括结束有限活动或

将责任分配给 ALAC 和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机构，包括 ALAC 执行委员会、网络普

通用户工作组和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RALO) 及其各自的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以执行需要继续监控和监督的活动。 

 

 

 

https://community.icann.org/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34603644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950348/ALAC-At-Large+Improvements+Implementation+Project+Plan+%287+June+2010%29.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288049481000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mprove/At-Large+Improvements+Workspace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mprove/At-Large+Improvements+Workspace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mprove/At-Large+Improvements+Workspace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mprove/At-Large+Improvements+Project+Taskforce+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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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建议的状态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建议的状态 

建议 状态（完成百分比） 

  25% 50% 75% 100% 

建议 1：ICANN 章程   

建议 2：理事会成员   

建议 3：ALS-RALO-ALAC 架构   

建议 4：ALS 教育培训及参与   

建议 5：战略计划与运营计划   

建议 6：成本模式   

建议 7：通讯工具   

建议 8：公众意见征询期 https://community.icann.org/x/DYD7AQ 

建议 9：翻译流程   

建议 10：互联网个人用户的大本营   

建议 11：有关建议的理事会声明 10   

建议 12：消费者代表的意见   

建议 13：政策建议机制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项目的背景信息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项目的目标是审查并改进  ALAC/网络普通用户参与 

ICANN 的情况以及 ALS 参与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情况。网络普通用户审查工作组

在其于 2009 年 6 月公布的报告中提出了 13 条建议，确定了需要改进的关键区

域，重点关注网络普通用户的组织、效率、参与及与其他 ICANN 实体的关系。 

已实施活动的详细报告请参阅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项目的 最终报告，该

报告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由 ALAC 批准。 

https://community.icann.org/x/DYD7AQ
https://www.bigpulse.com/pollresults?code=2483MVcimBMsGzMUdUeNB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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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ALAC 向 ICANN 理事会主席送交的有关提交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

项目最终报告以由 SIC 审核的信函 

联系工作人员 

Heidi Ullrich（网络普通用户主管） 

ALAC 为域名迁移、新 gTLD 及其他问题的政策讨论建

言献策 

概况 

七月份一个月，ALAC 通过采纳两项声明及送交两封信函，为 ICANN 政策讨论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一项声明涉及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 C 部分政策制订流程初步
报告，另一项声明涉及保护新 gTLD 中的国际名称的 GNSO 初步问题报告。ALAC 

还发送信函，批准了 IPC 有关 .com 续约和详细 Whois 的声明，并向 ICANN 理事
会主席发送了有关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项目最终报告的信函。 

最新动态 

七月份提交的 ALAC 声明及送交的信函包括： 

 ALAC 向 ICANN 理事会主席送交的有关提交 ALAC/网络普通用户改进实施

项目最终报告以由 SIC 审核的信函 

 ALAC 批准 IPC 有关 .com 续约和详细 Whois 的声明的信函 

 有关保护新 gTLD 中的国际组织名称的 GNSO 初步问题报告的 ALAC 声明 

 有关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 C 部分政策制订流程初步报告的 ALAC 声明 

更多信息 

 所有 ALAC 声明均可以在网络普通用户信函页面查看。 

联系工作人员 

Heidi Ullrich（网络普通用户主管）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9jul12-en.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9jul12-en.htm
mailto:heidi.ullrich@icann.org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9jul12-en.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9jul12-en.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8jul12-en.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25jul12-en.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5jul12-en.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
mailto:heidi.ullrich@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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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C 

SSAC 当前讨论的议题  

 SSAC 发布了有关单字符 IDN 的咨询公告和有关无点域的报告 

GAC 

在哪里可以查到 GAC 信息  

概况 

ICANN 通过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接收政府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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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每年召开三次会议，与 ICANN 会议联合进行，其间与 

ICANN 理事会和其他 ICANN 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以及其他团体讨论问题。在
与理事会会面期间，GAC 还可能通过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会议讨论问题。 

更多信息 

 GAC 网站 

联系工作人员 

Jeannie Ellers（ICANN 工作人员）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policy/update/update-mar12-en.htm#13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
mailto:jeannie.ellers@ican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