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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关于使用国家和地区名称作为 TLD 字符串的新研究小组  

GNSO 

跨机构群体报告解决新 gTLD 中的道德和公共秩序议题  

终止了上下游融合 PDP；在新 gTLD 中允许互持所有权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域名转让政策（B 部分）工作组着手撰写最终报告 

实施草案起草小组着手为 GNSO 委员会制定滥用注册政策方法 

过期域名恢复工作组寻求一致意见 

GNSO 改进：新说明建议、新工作组模式、公众论坛和网站计划 

GNSO 仍在处理的其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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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 

最近的 ICANN 会议上提交了大量资源政策制订活动 

联合工作 

地理区域审核工作组发布中期报告 

在联合工作方面仍在处理的其他议题 

网络普通用户 

新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理事在 ICANN 理事会就职 

ALAC 2010 年提交的政策声明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提高 

 SSAC 

SSAC 遵循工作计划  

选择您的首选语言来阅读 

《ICANN 政策更新》以联合国的全部六种官方语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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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务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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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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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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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ICANN 

目前公开征询意见的议题 

ICANN 各机构群体所关注的若干议题现正广泛征询公众意见。现在就来发表您对

以下这些主题的意见吧： 

 TLG 审核 – 最终报告。ICANN 理事会机构改进委员会 (SIC) 正在对独立外

部审核方 JAS Communications LLC 编写的关于 ICANN 技术联络组的 

(TLG) 最终报告 [PDF, 452 KB] 征询意见。该报告的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

是 2011 年 1 月 24 日。 

 地理区域审核工作组的中期报告。此《中期报告》回顾了 ICANN 地理区域

框架的基本历史、目标和一般原则，提出了基本战略问题，进而讨论了《初

步报告》中提出的且有可能在《最终报告》中解决的具体问题。意见征询截

止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30 日。 

 新的“非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申请和章程。NPOC 倡导者修改了章程提

案，以反映其拟建社群的新名称 － 非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他们还修改了

拟建组织的使命。请参阅说明这些修订的文档。意见征询期已延至 2011 年 

1 月 30 日。 

 IDN ccTLD 快速通道流程审核。快速通道流程的《最终实施计划》要求每

年对该流程进行一次审核。欢迎各机构群体在 2011 年 1 月 31 日前提出更

改建议，以改进终端用户（包括各 IDN ccTLD 管理机构、政府和由此产生

的 IDN ccTLD 用户）的流程。 

 ATRT 已发布其最终建议 [PDF, 2.54 MB] 以征询公众意见。这些建议在初步

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包括意见征询期内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意见和 ICANN 

会议期间收到的意见（38 和 39）。欢迎各机构群体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之

前参与此意见征询论坛。 

 国际化注册数据工作组的中期报告。国际化注册数据工作组 (IRD-WG) 《中期

报告》汇总了以前讨论的问题，提出了初步建议，并就国际化注册数据相关问

题向各机构群体征询意见。意见征询截止日期已延至 2011 年 3 月 14 日。 

要查看目前正在征询公众意见的所有议题，及近期关闭和归档的公众意见论坛，请

访问公众意见页面。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tlg-final-report
http://www.icann.org/en/reviews/tlg/tlg-review-final-report-03dec10-en.pdf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ublic-comment-201101-en.htm#tlg-final-report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geo-regions-interim-report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npoc-petition-charter
http://gnso.icann.org/en/improvements/newco-process-en.htm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fast-track-review-2010
http://www.icann.org/en/reviews/affirmation/atrt-final-recommendations-31dec10-en.pdf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ird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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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新 GNSO 委员会成员 

来自注册服务商利益主体组织的 Stéphane van Gelder 已被任命为新 GNSO 委员

会的主席。来自通用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的 Jeffrey Neuman 任 

GNSO 合同签约方机构 (CPH) 的新副主席。Olga Cavalli 担任 GNSO 非合同签约

方机构 (NCPH) 的临时副主席，直至该机构群体的换届选举完成。 

GNSO 委员会有五个新委员： 

 Jeff Neuman（北美洲，通用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 

 Ching Chiao（亚太地区，通用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 

 Jonathan Robinson（欧洲，通用顶级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利益主体组织） 

 John Berard（美国，商业利益主体组织，企业社群） 

 Carlos Dionisio Aguirre（拉丁美洲，阿根廷 – 提名委员会代表） 

 

 

ccNSO 

已就 TLD 授权、重新授权和停用提出了建议 

概况 

ccTLD 的 ccNSO 授权、重新授权和停用工作组 (DRD WG) 发布了第四份报告，
其中包含关于无需现任运营商同意即可对 ccTLD 进行重新授权的建议。 

最新动态 

DRD WG 发布了其建议终稿以供讨论并征询反馈意见（可在线查看该工作组的报

告，向下滚动链接页面以查看其各项建议）。DRD 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了

最新报告，其中包含关于无需现任运营商同意即可对 ccTLD 进行重新授权的重要

决定和建议。但这并不代表 DRD WG 的工作已完成，DRD WG 还将继续努力。 

背景信息 

当前，ICANN 有关授权和重新授权的政策和做法体现在现有的 IANA（互联网号

码分配当局）流程中。（有关设立新  ccTLD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IANA 的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drdwg.htm
http://ccnso.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1dec10-en.htm
http://www.ia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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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LD 设立程序”以及 IANA 的授权报告。） 自上世纪 90 年代发布 RFC 1591 

以来，行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ccNSO 认为是时候审核其政策，以更好地了解

当前的政策问题，然后再采取更深入的措施了。 

后续措施 

DRD WG 将在其进展报告中考虑公众意见，并在《最终报告》中纳入公众意见。

《最终报告》会在即将于旧金山召开的 ICANN 硅谷会议之前进行修订并重新发布。 

更多信息 

 有关 DRD WG 的信息，请登录 ccnso.icann.org 

 关于无需同意即可授权和重新授权的报告公告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高级政策顾问） 

为财务工作组及战略和运营计划工作组分别任命了新主席 

概况 

ccNSO 委员会任命 CIRA (.CA) 执行官 Byron Holland 为 ccNSO 财务工作组主
席，任命 Roelof Meijer 为战略与运营计划工作组主席。 

最新动态 

在卡塔赫纳会议上，ccNSO 委员会任命了最近成立的 ccNSO 财务工作组主席和

战略与运营计划工作组 (SOP WG) 主席。 

背景信息 

成立财务工作组的目的有两个： 

1. 与 ICANN 商讨应将多少 ICANN 预算划拨给 ccTLD；设计一种方法，

供各个 ccTLD 计算其愿意为 ICANN 运营贡献的、公平合理的分摊额，

并向 ccTLD 机构群体提出这些建议； 

2. 协调、促进和增强 ccTLD 管理机构在 ICANN 战略与运营规划和预算流

程的财务方面的参与度。 

http://www.iana.org/reports/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drdwg.htm
http://ccnso.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1dec10-en.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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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WG 旨在促进和提高 ccTLD 机构群体在 ICANN 战略和运营计划流程方面的

参与度。 

后续措施 

财务工作组正着手为即将在 3 月召开的 ICANN 会议准备文稿。SOP WG 正着手

准备就 ICANN 战略规划流程提交材料。 

更多信息 

 有关财务工作组的信息，请登录 ccNSO.icann.org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高级政策顾问） 

应急响应计划工作组完成了最终报告 

概况 

向 ccNSO 委员会提交其《最终报告》后，应急响应计划工作组的使命即告结束。 

最新动态 

应急响应计划工作组提交了其最终报告，其中包含 ccTLD 机构群体应急响应数据

存储库的详细信息，并提供详细联系信息、使用案例和相关材料。该工作组还确定

了在实施前要关注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自制还是购买”、维护水平、供应情况

以及经费筹措。 

后续措施 

将在预定于 1 月 25 日召开的下一次 ccNSO 委员会会议上考虑最终报告、确定的

主题和后续措施。 

更多信息 

 应急响应计划工作组最终报告。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高级政策顾问）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drdwg.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erpwg.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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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SO 通过了 DNS 安全与稳定分析工作组章程，寻找

志愿者 

概况 

继 ALAC、GNSO 和 NRO（充当 ASO 的号码资源组织）之后，ccNSO 通过了 

DNS 安全与稳定分析工作组 (DSSA WG) 章程，现正寻找 ccTLD 志愿者来完成相
关工作。 

最新动态 

ccNSO 在 12 月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通过了 DSSA WG 章程。 

后续措施 

ccNSO 已发出号召，寻找该 DSSA 联合工作组的志愿者。委员会将在下一次会议

上任命新的 ccNSO 志愿者。 

背景信息 

在 ICANN 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成立的特别工作组（包括 ALAC、ccNSO、GNSO 和 

NRO）认为需要了解全球域名系统 (DNS) 的安全与稳定情况。参与的 SO 和 AC 

成立了一个章程起草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包括来自网络普通用户、ccNSO、

GNSO 和 NRO 的成员）制定了跨机构群体 DNS 安全与稳定分析工作组 (DSSA 

WG) 的章程草案，并将其提交给 SO 和 AC，以便在卡塔赫纳会议上通过。 

DSSA 工作组的目标是： 

 检查 DNS 所受威胁的级别、频率和严重性； 

 检查当前的工作和活动以减轻这些威胁； 

 找出当前的安全应对措施与 DNS 问题可能存在的差距。 

 

更多信息  

 志愿者招募 

 DSSA 联合工作组章程 

 

联系工作人员 

Gabriella Schittek（ccNSO 秘书长） 

http://www.ccnso.icann.org/call-for-volunteers/call-for-volunteers-dssa-wg-20dec10-en.htm
http://www.ccnso.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15nov10-en.htm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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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关于使用国家和地区名称作为 TLD 字符串的新研

究小组 

概况 

ccNSO 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向 ccNSO 委员会、ccTLD 机构群体和
其他利益主体提供以国家和地区名称作为 TLD 字符串的相关问题简介。这些问题
适用于所有顶级域名 (TLD)，包括新 gTLD 和国际化域名 [IDN]) ccTLD。 

最新动态 

目前，ccNSO 正在对 IDN 执行政策制订流程 (PDP)。其范围限于 ISO 3166-1 列

表中有意义的地区名称表示法，其中至少包含一 (1) 个非 ASCII 字符。除非采取措

施进行阻止，否则可在第一轮新 gTLD 申请之后提交以地区名称为基础的新 gTLD 

申请。为了便于了解所牵涉的问题，ccNSO 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向

利益主体提供具体问题的简介和应对措施建议。 

后续措施 

ccNSO 委员会要求来自 NORID (.NO) 的 Annebeth Lange 起草并提交一份活动目

的和范围声明，以便在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通过。 

更多信息 

将在研究小组的网页上及时提供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高级政策顾问） 

GNSO 

跨机构群体报告解决新 gTLD 中的道德和公共秩序议题  

概况 

在卡塔赫纳进行的一项机构群体意见征询重点关注了在 ICANN 最终确定新 gTLD 

计划的细节后，涉及所提出的违反有限公众利益的若干重要议题。ICANN 理事会
呼吁针对一些主要原则展开进一步对话。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9 

背景信息 

关于引入新 gTLD 的政策建议是由 GNSO 经过两年的努力提出的。这些 GNSO 

政策建议包含“建议 6： 

字符串不能违背人们普遍接受并被国际法律原则认可的道德和公共

秩序相关法律规范。” 

ICANN 目前正在敲定启动新通用顶级域名 (gTLD) 的实施细节。ICANN 最近发布

的最终指南提案借可能有伤风化的新 gTLD 字符串所产生的道德和公共秩序问

题，概述了解决这些违规问题的程序。 

最新动态 

由 GAC、GNSO 和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成员所组成的跨机构群体工作组 (CWG) 

发布了一份报告，以解决关于“建议 6”实施提议的新问题。 

ICANN 发布了一份分析 CWG 报告的说明备忘录，并在卡塔赫纳举行了一次机构

群体咨询，以帮助各机构群体了解 CWG 的建议。ICANN 理事会请 CWG 对三个

主要议题进行深入阐述，对此，CWG 做出积极回应，以协助 ICANN 最终确定对

这些违反有限公众利益问题的处理。 

其他信息 

 如需查看《最终指南提案》中的“建议 6”实施计划提案 [PDF，3.02 MB]，

请参阅第 3 单元 

 关于建议“ 6”的 ICANN 理事会决议  

 向理事会做出的 CWG 阐述  

负责人 

Margie Milam（高级政策顾问） 

终止了上下游融合 PDP；在新 gTLD 中允许互持所有权 

概况 

在 ICANN 理事会决定促进新 gTLD 的竞争时，GNSO 委员会投票终止了其在注册
服务商和注册管理机构之间进行的上下游融合 (VI) PDP，并允许在新 gTLD 中互
持所有权。 

http://icann.org/en/topics/new-gtlds/draft-rfp-clean-12nov10-en.pdf
http://icann.org/en/topics/new-gtlds/explanatory-memo-morality-public-order-12nov10-en.pdf
http://icann.org/en/topics/new-gtlds/draft-rfp-clean-12nov10-en.pdf
http://icann.org/en/minutes/resolutions-10dec10-en.htm#2
http://gnso.icann.org/mailing-lists/archives/council/msg10426.html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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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2009 年，GNSO 启动了一个政策制定流程 (PDP) ，以评估涉及新老 gTLD、在注

册服务商与注册管理机构之间进行“上下游融合”(VI) 的各项政策。GNSO 快速

执行了该 PDP，但各机构群体无法及时就各项建议达成一致意见，因而未能对有

关启动新 gTLD 的《申请人指南》最终版本产生影响。 

最新动态 

GNSO 的 VI 工作组发布了中期报告 [PDF，1.17 MB]，试图找出一种各机构群体支

持的模式，以便在第一轮新 gTLD 申请时解决注册服务商与注册管理机构之间的上

下游融合问题。虽然有一些备选提案，但无一能在 VI WG 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9 月，GNSO 委员会通知 ICANN 理事会，GNSO 委员会无法提出解决方案建议。 

在没有获得 GNSO 委员会的任何指导建议的情况下，ICANN 理事会考虑了这一议

题并进行投票，以促进新 gTLD 的竞争。具体来说，ICANN 将允许新 gTLD 注册

管理机构拥有注册服务商，并决定不制定禁止注册服务商申请或经营新 gTLD 注

册管理机构的新规则。 

其他信息 

 注册管理机构与注册服务商之间上下游融合的中期报告（第  I 阶段）
[PDF 1.17 MB] 

 如需进一步了解有关该议题的理事会决议，请参阅公告。 

 有关新 gTLD 实施计划活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文档。 

负责人 

Margie Milam（高级政策顾问）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域名转让政策（B 部分）工作组着手

撰写最终报告 

概况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域名转让政策 (IRTP) 旨在为域名持有者提供一个直接在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之间转让域名的程序。GNSO 委员会成立了一系列工作组（从 

A 到 E 共五个工作组）来审核并考量对该政策的各种修订。 

http://gnso.icann.org/issues/vertical-integration/vi-interim-report-phase-i-09nov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vertical-integration/vi-pdp-wg-initial-report-23jul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vertical-integration/vi-pdp-wg-initial-report-23jul10-en.pdf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09nov10-en.htm
http://www.icann.org/en/topics/new-gtld-program.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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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有 13 方对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工作组最新起草的报告提交了 

17 条独立意见。大多数意见都侧重于该工作组提出的快速转回政策 (ETRP)提

案。工作组已审核完收到的意见，并已开始编写《最终报告》以提交给 GNSO 委

员会。 

后续措施 

工作组希望赶在旧金山的 ICANN 硅谷会议之前发布其《最终报告》初稿，并将在

提交给 GNSO 委员会之前予以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注

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工作组的工作空间。 

背景信息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PDP 工作组去年发布了《初步报告》，提

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和建议以征询机构群体的意见，其中包括“快速转回政策 

(ETRP) 提议。”ETRP 是一个“快速转回”流程，用于在最近售出的域名被劫持

时，将其返还给原所有者，ETRP 旨在纠正欺诈性域名转让或域名误转。它并不处

理或解决因域名控制或使用而引起的争议。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PDP 是五个系列 PDP 中的第二个，这五个 

PDP 针对现有注册服务商之间转让政策中的不同改进领域。该工作组解决五个方

面的问题，主要涉及域劫持、紧急返还不当转让的域名以及锁定状态。如需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阅该工作组的章程。 

更多信息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PDP 初步报告 [PDF, 764 KB]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域名转让政策网页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目前进展状态报告页面 

 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议题报告 [PDF, 256 KB] 

 PDP 建议 [PDF, 124 KB] 

 对所获公众意见的总结和分析 

 ICANN 入门指南播客：注册服务商之间的转让政策（B 部分）的音频说明 

[MP3, 18 MB] 

联系工作人员 

Marika Konings（高级政策主管） 

https://st.icann.org/irtp-partb/index.cgi?irtp_part_b
https://st.icann.org/irtp-partb/index.cgi?irtp_part_b
https://st.icann.org/irtp-partb/index.cgi?irtp_part_b
http://gnso.icann.org/issues/transfers/irtp-b-initial-report-29may10-en.pdf
http://www.icann.org/en/transfers/
http://www.icann.org/en/processes/gnso/current-issues.html
http://gnso.icann.org/issues/transfers/irtp-report-b-15may09.pdf
http://gnso.icann.org/drafts/transfer-wg-recommendations-pdp-groupings-19mar08.pdf
http://forum.icann.org/lists/irtp-b-initial-report/msg00017.html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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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草案起草小组着手为 GNSO 委员会制定滥用注册政

策方法 

概况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在处理滥用域名注册问题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对于哪
些行为构成“滥用注册”的质疑则一直存在。为了研究滥用注册政策，GNSO 委
员会成立了一个滥用注册政策 (RAP) 工作组。 

最新动态 

滥用注册政策 (RAP) 实施草案起草小组 (DT) 编制了一份表格，按照优先程度、预

计复杂程度和所需资源对 RAP WG 最终报告 [PDF, 1.7 MB] 中的各项建议进行了

归类。该小组于 2010 年 11 月向 GNSO 委员会致函 [PDF, 184 KB]，概括介绍了

建议采用的方法，以供后者考量。 

后续措施  

GNSO 委员会在卡塔赫纳工作会议上审核并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法，并在 1 月 13 

日星期四的会议上考虑了后续措施。 

背景信息 

RAP 工作组在 6 月召开的 ICANN 布鲁塞尔会议上向 GNSO 委员会提交其最终报

告 [PDF，1.7 MB] 和建议。GNSO 委员会随后成立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即“滥用

注册政策 (RAP) 实施草案起草小组 (DT)，以根据报告中的建议起草方法提案，包

括成立一些小组来考虑报告中的建议以及如何处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建议。”请浏

览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ICANN 的网站上提供了 RAP 工作组的简史。 

更多信息 

 滥用注册政策工作组最终报告 [PDF, 1.7 MB] 

 2008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滥用注册政策议题报告 [PDF，400 KB] 和摘要

译本 

 滥用注册政策工作组章程 

 滥用注册政策工作组的工作空间（维客） 

 滥用注册政策实施草案起草小组的工作空间（维客） 

 RAP 实施草案起草小组致 GNSO 委员会函 [PDF, 184 KB] 

http://brussels38.icann.org/meetings/brussel2010/transcript-rap-20jun10-en.pdf
http://gnso.icann.org/correspondence/rap-idt-to-gnso-council-15nov10-en.pdf
http://cartagena39.icann.org/node/15329
http://brussels38.icann.org/meetings/brussel2010/transcript-rap-20jun10-en.pdf
http://brussels38.icann.org/meetings/brussel2010/transcript-rap-20jun10-en.pdf
http://gnso.icann.org/mailing-lists/archives/council/msg09388.html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background/rap-en.htm
http://gnso.icann.org/issues/rap/rap-wg-final-report-29may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registration-abuse/gnso-issues-report-registration-abuse-policies-29oct08.pdf
http://gnso.icann.org/policies/
https://st.icann.org/reg-abuse-wg/index.cgi?action=display_html;page_name=registration_abuse_policies_working_group
https://st.icann.org/reg-abuse-wg/index.cgi?registration_abuse_policies_working_group
https://st.icann.org/reg-abuse-policy/
http://gnso.icann.org/correspondence/rap-idt-to-gnso-council-15nov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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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工作人员 

Marika Konings（政策主管）和 Margie Milam（高级政策顾问） 

过期域名恢复工作组寻求一致意见 

概况 

域名过期后，域名注册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其域名？争议焦点是目前注册服务
商的续用、转让和删除过期域名的政策是否恰当。 

最新动态 

完成对 GNSO 过期域名恢复 (PEDNR) 初步报告 [PDF, 1 MB] 的意见审核以及相

关调查 [PDF, 948 KB] 后，工作组开始着手更新报告并提供建议。工作组成员对涉

及过期的处理做法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工作组将进一步讨论这些提案，力求达

成一致意见以提出前进之路。 

背景信息 

GNSO 过期域名恢复 (PEDNR) PDP 工作组于 5 月 31 日发布了《初步报告》 – 

请查看相应的机构群体公众意见论坛。此外，还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了一些关于

续用和过期做法的具体问题。收到了各机构群体提交的 9 条意见以及 412 份调查

回复（请参阅汇总与分析）。 

要查阅 ICANN 机构群体以往的过期域名恢复政策制定活动，请参阅 PEDNR 背景

信息页面。 

更多信息 

 PEDNR PDP 初步报告 [PDF，1 MB] 

 布鲁塞尔 PEDNR 公众意见征询会议的详细信息 

 GNSO 关于过期域名恢复的议题报告 [PDF, 416 KB] 

 GNSO 关于过期域名恢复的议题报告译本 

 工作组报告书：注册服务商调查的最终结果 [PDF, 948 KB] 

联系工作人员 

Marika Konings（政策主管）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s://st.icann.org/data/workspaces/post-expiration-dn-recovery-wg/attachments/post_expiration_domain_name_recovery_wg:20100601100659-0-23912/original/PEDNR%20PDP%20Initial%20Report%20-%20Final-%2031%20May%202010.pdf
https://st.icann.org/data/workspaces/post-expiration-dn-recovery-wg/attachments/post_expiration_domain_name_recovery_wg:20100105110840-0-418/original/Presentation%20Registrar%20Survey%20-%205%20January%202010.pdf
https://st.icann.org/data/workspaces/post-expiration-dn-recovery-wg/attachments/post_expiration_domain_name_recovery_wg:20100105110840-0-418/original/Presentation%20Registrar%20Survey%20-%205%20January%202010.pdf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ublic-comment-201008-en.htm#pednr-initial-report
http://forum.icann.org/lists/pednr-initial-report/msg00009.html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background/pednr-en.htm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background/pednr-en.htm
https://st.icann.org/data/workspaces/post-expiration-dn-recovery-wg/attachments/post_expiration_domain_name_recovery_wg:20100601100659-0-23912/original/PEDNR%20PDP%20Initial%20Report%20-%20Final-%2031%20May%202010.pdf
http://brussels38.icann.org/node/12511/
http://gnso.icann.org/issues/post-expiration-recovery/report-05dec08.pdf
http://gnso.icann.org/policies/
https://st.icann.org/data/workspaces/post-expiration-dn-recovery-wg/attachments/post_expiration_domain_name_recovery_wg:20100105110840-0-418/original/Presentation%20Registrar%20Survey%20-%205%20January%202010.pdf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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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 改进：新说明建议、新工作组模式、公众论坛和

网站计划 

概况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的各机构群体正在实施一系列组织结构调整，以提高
组织的效率和服务方便性。工作人员还创建了一系列新的“公告”页面，以便快速
查看相关实施活动。如需了解 GNSO 改进措施的特点与背景信息，请参阅 GNSO 

的网站。 

最新动态 

GNSO 行政管理服务说明建议出炉 

 GNSO 委员会于 2009 年 12 月批准了一组机构群体建议（服务“说明建

议”单），以协助符合条件的 GNSO 组织进行运作和政策制定活动。11 月 

16 日，工作人员发布了关于提供具体说明建议服务的实施计划 – 包括每个

说明建议服务的一般规范，预算含义和提供情况，并概括介绍了关于申请、

修改和评估各种说明建议服务的程序。 

 1 月初，工作人员向 GNSO 利益主体组织和社群负责人发出了一份服务清

单，请他们选择希望在 2011 财年（截止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和 2012 

财年（开始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使用的具体说明建议服务。这些服务清

单须在 2011 年 2 月 15 日之前收回 GNSO 秘书处，工作人员将据其进行

资源规划并制定 2012 财年的预算。 

采用新的 GNSO 工作组模式：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 

 负责工作组模式的工作小组 (WG WT) 向 GNSO 的政策流程筹划指导委员会 

(PPSC) 提交了题为《GNSO 工作组指南》的文档，并收到了反馈意见。审

核所有意见后，工作组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向 PPSC 提交了回复以及

《GNSO 工作组指南》的修订版。PPSC 开会审核了反馈意见并最终完成了

文档，然后将 GNSO 工作组指南 (PDF 626 KB) 提交 GNSO 委员会考量。 

修改了非营利性社群提案 

 非营利性组织社群的倡导者于 11 月 2 日向 ICANN 理事会提交了全套正式

申请和章程。ICANN 卡塔赫纳公开会议上的机构群体对话促使 NPOC 倡导

者修改了其提案和使命。如今，该提案反映了其拟建社群的新名称，即“非

营利性运营问题社群”。对修改后提案 (PDF, 187 KB) 的意见征询期延至 1 

月 30 日，以便机构群体成员有更多的时间审核修改内容。 

 可在新社群流程页面上找到相关章程以及描述该提案的其他最新文档。 

http://gnso.icann.org/en/improvements/index.html
http://gnso.icann.org/drafts/tool-kit-services-recommendations-for-gnso-05nov09-en.pdf
http://gnso.icann.org/drafts/toolkit-implementation-report-15nov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mprovements/gnso-working-group-guidelines-final-10dec10-en.pdf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NPOC%20Petition%20and%20Charter
http://gnso.icann.org/en/improvements/newco-process-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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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SG 永久章程开放了公众论坛 

 GNSO 的商业机构群体于 11 月成功完成了制定永久性利益主体组织章程的工

作，现已公布该章程征询公众意见。机构群体公众论坛开放至 2011 年 1 月 

23 日。 

GNSO 网站收到支持意见 

 ICANN 工作人员公开了实施新 GNSO 网站改进工作的进展，该改进工作由 

GNSO 委员会在 ICANN 卡塔赫纳公开会议期间批准实施。您可以在此处查

看一份演示文稿，其中包含网站架构设计页面的屏幕截图。新网站收到了不

少支持意见。工作人员希望能在今年 3 月旧金山召开 ICANN 硅谷公开会议

时启用该网站。 

背景信息 

要了解新的 GNSO 组织结构，请参阅 GNSO 改进信息网页上的相关讨论和图

表。要了解推动改进的原因和历史情况，请参阅背景信息页面。 

更多信息 

 PDP 工作小组维客 

 WG 工作小组维客 

 社群运营工作小组维客 

联系工作人员 

Robert Hoggarth（高级政策主管） 

GNSO 仍在处理的其他议题 

 Whois 研究 

ASO 

最近的 ICANN 会议上提交了大量资源政策制订活动  

概况 

在 2010 年 12 月于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召开的 ICANN 公开会议上，代表全世界五
个地区的 ASO 地址委员会成员提交了大量资源政策制定活动摘要，包括全球政策
提案、重大地区政策提案和即将举行的 RIR 公开政策会议。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csg-permanent-charter
http://cartagena39.icann.org/meetings/cartagena2010/presentation-gnso-refresh-05dec10-en.pdf
http://gnso.icann.org/en/improvements/
http://gnso.icann.org/en/improvements/background-en.htm
https://st.icann.org/icann-ppsc/index.cgi?pdp_team
https://st.icann.org/icann-ppsc/index.cgi?pdp_team
https://st.icann.org/icann-osc/index.cgi?constituency_operations_tea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update-oct10-en.ht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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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ASO 在 ICANN 卡塔赫纳会议上提交了大量资源政策制定活动摘要，包括： 

 关于 ASO：MoU、全球政策、地址委员会 

 RIR PDP：原则、职责、基本措施 

 全球流程：概述、统计信息、“全球协调的政策” 

 IANA 更新 (Elise Gerich) 

 NRO 更新 (Axel Pawlik) 

 减轻 IPv4 耗尽的影响 

 全球号码政策和全球提案 

 各地区代表提交的活动更新： 

o AfriNIC (Alan Barrett) 
o APNIC (Naresh Ajwani) 
o ARIN (Martin Hannigan) 
o LACNIC (Francisco Obispo) 
o RIPE (Wilfried Woeber) 

 

更多信息 

请注意，以上文稿仅供参考，并非用于实际的政策讨论或思辨。此类讨论将在相应

的 RIR 会议上进行。 

 号码资源政策制定活动 [PDF, 3.2 MB] 

 NRO 会议的音频内容（归档文件） 

 

联合工作 

地理区域审核工作组发布中期报告 

概况 

地理区域审核工作组正努力找出 ICANN 地理区域的不同用途，从而确定地理区域
框架的使用能否继续满足机构群体的要求，并考虑对这些地区目前及今后的使用和
界定提出建议。 

最新动态 

机构群体级地理区域审核工作组公布了其中期报告，令机构群体成员有机会在 

ICANN 卡塔赫纳公开会议召开之前、召开期间和召开之后进行审查和讨论。 

http://cartagena39.icann.org/meetings/cartagena2010/presentation-number-resource-policy-08dec10-en.pdf
http://cartagena39.icann.org/node/15427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geo-regions-interim-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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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期报告》以工作组的《初步报告》（2009 年 7 月发布）为基础，评估了 

ICANN 地理区域的使用能在多大程度上（按当前定义或在任何程度上）继续满足

机构群体的要求。 

工作组在 ICANN 卡塔赫纳公开会议上举行了一次机构群体研讨会。卡塔赫纳会议

网站上已发布了一份研讨会文稿和会议记录。 

后续措施 

欢迎各机构群体在 2011 年 1 月 30 日之前就《中期报告》的内容进行讨论并提交

意见。工作组成员将审核并分析提交的所有意见。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最终报

告》，其中会包含工作组的所有建议。 

背景信息 

此《中期报告》回顾了 ICANN 地理区域框架的基本历史、目标和一般原则，提出

了基本战略问题，进而讨论了《初步报告》中提出的且有可能在工作组的《最终报

告》中解决的具体问题。 

可通过以下链接查看以所有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撰写的《中期报告》： 

 ية عرب  [PDF, 325 KB] ال

 English [PDF, 356 KB] 

 Français [PDF, 281 KB] 

 Русский [PDF, 380 KB] 

 中文 [PDF, 275 KB] 

 Español [PDF, 206 KB] 

更多信息 

 ICANN 理事会关于对该工作组进行授权的决议 

 地理区域工作组章程 

 2009 年 7 月发布的初步报告 

 《中期报告》发布公告 

 《中期报告》公众意见论坛 

联系工作人员 

Robert Hoggarth（高级政策主管）  

http://cartagena39.icann.org/node/15465
http://www.icann.org/ar/topics/geographic-regions/geo-regions-interim-report-12nov10-ar.pdf
http://www.icann.org/en/topics/geographic-regions/geo-regions-interim-report-12nov10-en.pdf
http://www.icann.org/fr/topics/geographic-regions/geo-regions-interim-report-12nov10-fr.pdf
http://www.icann.org/ru/topics/geographic-regions/geo-regions-interim-report-12nov10-ru.pdf
http://www.icann.org/zh/topics/geographic-regions/geo-regions-interim-report-12nov10-zh.pdf
http://www.icann.org/es/topics/geographic-regions/geo-regions-interim-report-12nov10-es.pdf
http://www.icann.org/en/minutes/resolutions-07nov08.htm#_Toc87682556
http://www.icann.org/en/minutes/resolutions-26jun09.htm#1.2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ublic-comment-200909.html#geo-regions-review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12nov10-en.htm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geo-regions-interim-report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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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工作方面仍在处理的其他议题 

近年来，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就共同利益或重叠利益问题进行双边

和多边讨论。目前正在以这种方式进行讨论的部分议题包括： 

 单字符 IDN TLD 

 《注册服务商委任协议》的改进 

 国际化注册数据 

网络普通用户 

新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理事在 ICANN 理事会就职 

ALAC 就《申请人指南最终提案》发表了声明 

概况 

来自所有五个网络普通用户地区的 28 位成员参加了在卡塔赫纳召开的第 39 届 

ICANN 会议，其中包括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成员、五个地区网络普
通用户组织 (RALO) 的负责人、网络普通用户机构 (ALSes) 代表、网络普通用户
联络人、提名委员会 (NomCom) 委派的网络普通用户代表，以及网络普通用户机
构群体代表。 

最新动态 

 网络普通用户理事就职。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选出的 ICANN 理事会理事 

Sebastien Bachollet 在 ICANN 年度大会结束时就职。这是自 2000 年以

来，由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选出的首位在理事会就职的理事。 

 ALAC 关于《申请人指南最终提案》的声明。ALAC 以 12:0 全票通过了 ALAC 

关于《申请人指南最终提案》的声明。该声明将作为公众意见进行提交。 

 ALAC 关于理事会成员期满交接章程修正案提议的声明。ALAC 以 12:0 全票通

过了 ALAC 关于理事会成员期满交接章程修正案提议的声明。[PDF, 306 KB] 

 批准 DSSR 草案章程 1.0。ALAC 以 10 票赞成 1 票弃权批准了 DSSR 草

案章程 1.0 [PDF, 152 KB]。 

更多信息 

 查看第 39 届 ICANN 会议期间召开的所有网络普通用户会议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update-nov-dec10-en.htm#15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update-jul10-en.htm#20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update-jun10-en.htm#18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Final+ALAC+Statement+on+Draft+Final+Applicant+Guidebook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Final+ALAC+Statement+on+Draft+Final+Applicant+Guidebook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2-08dec10-en.htm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dssa-draft-charter-12nov10-en.pdf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dssa-draft-charter-12nov10-en.pdf
http://cartagena39.icann.org/cartagena39/schedule/co/simple/At-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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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关于 ALAC 在卡塔赫纳组织和参加的 17 次会议和 2 次跨社群会议的报

告（网页） 

 请参阅第 39 届 ICANN 会议的 ALAC 主席报告 

联系工作人员  

Heidi Ullrich（网络普通用户主管） 

ALAC 2010 年提交的政策声明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提高 

概况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在 2010 年提交的政策声明比 2009 年多五项。
ALAC 还提交了大量建议，同时在向 ICANN 理事会成员提交跨社群信函方面作出
贡献。ALAC 声明的质量不断提高。 

最新动态 

在 2010 年期间，ALAC 批准并提交了 24 项政策声明，包括关于新 gTLD、国际

化域名、《注册服务商委任协议修正案》以及 ICANN 预算和战略框架方面的声

明。这种成长标志着 ALAC 提交给 ICANN 理事会的声明、意见和建议在质量和数

量方面均有稳步提高。由于 ALAC 代表的是由个体互联网用户组成的全球网络普

通用户机构群体的利益，这种趋势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实力。 

更多信息 

请浏览网络普通用户信函网站，其中列出了所有 ALAC 声明。 

联系工作人员 

Heidi Ullrich（网络普通用户主管） 

SSAC 

SSAC 遵循工作计划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正在进行大量研究并采取大量措施。要了解 SSAC 

在 2010 年底做了哪些工作，请参阅他们发布的工作计划。 

联系工作人员 

Julie Hedlund（SSAC 支持部主管）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Cartagena+Meeting+-+December+2010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Cartagena+Meeting+-+December+2010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Chair%27s+Report+-+Cartagena+Meeting+-+10.12.2010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sac-workplan.htm
mailto:policy-staf@icann.org?subject=SS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