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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工作 
GNSO 和 ccNSO 就单字符 IDN TLD 最终报告达成一致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审核申请人支持联合工作组的第二份里程碑

报告 

由于理事休假，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工作人员增加协调员 

SSAC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就 gTLD 注册管理机构过户提出意见 

阅读您的首选语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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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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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群体关注的若干议题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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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 合同修正提案。该修正提案将允许注册管理执行机构 .MOBI 针对单

字符或双字符的域名使用附加的公平分配选项，如 a.mobi。请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前提供意见。 

 提名委员会的学术界代表。关于应该联系哪些代表学术组织和类似组织的实

体（如果有）来讨论每年选举一名 NomCom（提名委员会）投票代表的事

宜，正在征询意见和建议。同时征询意见的还有章程修正提议：如事实继续

证明该实体难以确定，即撤消此席位。请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前提供意见。 

 ICANN 2012 财年安全性、稳定性与灵活性框架。该框架已针对 2012 财年

进行了修改，包括来年关于互联网安全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运营重点，

ICANN 在这方面职责的清晰描述，以及组织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以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发布。请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前提供意见。 

 处理现有 gTLD 交叉所有权限制撤消请求的 ICANN 流程提案。流程提案现

已开放审核及意见征询，提案为，让 g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成为 ICANN 
委任注册服务商的附属机构或分销商，或者让 gTLD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将

注册管理机构服务的提供权分包给 ICANN 委任的注册服务商、注册服务商

的分销商或任何附属机构。请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前提供意见。 

 GNSO 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永久章程的提案。该文件针对 GNSO 中代表

非商业利益的利益主体组织，详细描述了使命、原则、组织结构、成员规

则、投票程序等相关提议。请于 2011 年 6 月 5 日前提供意见。 

要查看处于公众意见征询开放期的议题的完整列表，及近期关闭和归档的公众意见

论坛，请访问公众意见网页。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mobi-rsep-2010011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academia-nomcom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ssr-fy12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cross-ownership-existing-registries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ncsg-charter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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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SO 

ccNSO 工作中的三年政策路线图  

概况 

委员会针对机构审查中确定的一项 ccNSO 改进采取行动，就制定针对当前和后续
政策工作的高水平、灵活的战略文件将会采用的流程达成一致。 

最新动态 

在五月的会议上，ccNSO 委员会确定并通过了三年政策路线图和工作计划的制定

和维护流程，该流程确保了 ccTLD（国家或地区顶级域名）机构群体和工作组对

工作计划的参与和反馈。 

背景信息 

最近的  ccNSO 机构审查将制定和每年公布接下来三年的政策路线图确定为 
ccNSO 的改进建议之一。委员会将此建议视为当务之急，并计划在六个月内予以

实施。 

后续措施 

政策路线图及程序草案将在新加坡的 ccNSO 会议期间提交给 ccTLD 机构群体。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ccNSO 政策顾问） 

委员会根据机构审查确定行动的优先级 

概况 

ccNSO 委员会就最近 ccNSO 机构审查中所提建议的实施行动排列了优先级并达
成共识。 

最新动态 

在五月的会议上，ccNSO 委员会采纳了描述如何实施审查建议的工作计划。该计

划包括已排列优先顺序的建议实施行动列表，这些建议包括记录制定 ccNSO 声明

或回应的流程，以及制定和维护政策路线图等。关于 ccNSO 主席、副主席和委员

的职责和义务的描述已完成。 

mailto:bart.boswinkel@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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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机构审查是 ICANN 持续改进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借助外部独立专业顾问的

支持，确保对 ICANN 重点机构的职责和运营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 

按照 ICANN 章程第 IV 条第 4 款的规定，“根据采取理事会规定的标准所采取的

审查目标应是为了确定 (i) 作为 ICANN 组织结构的一部分，该组织是否具有长期

的目标，(ii) 如果有的话，那么对其结构或运作方式的任何更改是否有助于提高其

效力。” 

ccNSO 机构审查的最终报告已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发布。 

更多信息 

 国家或地区代码域名支持组织 (ccNSO) 审查网页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ccNSO 政策顾问） 

志愿加入解读框架工作组的 GAC 成员、其他人员 

概况 

GAC 成员及其他人员回应了上个月有关解读框架制定的志愿者招募活动，该框架
是为了解决与 ccTLD 授权和重新授权相关的问题。 

最新动态 

应 ccNSO 的邀请，GAC 的个人成员将全面参与解读框架工作组 (Fol WG)。此

外，ALAC 已任命一名联络员，ccNSO 委员会也已在其 5 月 10 日的会议上指定

了 ccNSO 参与者。ccNSO 网站提供了完整的成员、联络员和特邀专家列表。 

后续措施 

FoI 工作组的首项任务是制定并提出工作计划。 

背景信息 

FoI 工作组旨在为当前的政策声明 RFC 1591、GAC 2005 年原则、互联网域名系

统结构和授权 (ICP-1) 制定一个解读框架。此框架将有助于解决授权和重新授权工

作组 (DRD WG) 确定的 ccTLD (包括 IDN [国际化域名] ccTLD) 授权和重新授权中

的问题。拥有这一框架还能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前瞻性的决定，同时加强所有利益主

体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http://www.icann.org/general/bylaws.htm
http://www.icann.org/en/reviews/ccnso/ccnso-review-wg-final-report-04mar11-en.pdf
http://www.icann.org/en/reviews/ccnso/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foiw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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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解读框架工作组网页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ccNSO 高级政策顾问） 

事件存储库实施工作组建立 

概况  

ccNSO 的事件存储库实施工作组已建立，它即将开始探讨在 DNS（域名系统）出
现普遍故障或威胁的情况下，实施、维护和运行一个 ccTLD 联系人和沟通渠道的
存储库所需的成本和其他因素。 

最新动态 

在上一次会议中，ccNSO 委员会任命成员组成一个新的工作组，就如何最好地实

现事件响应存储库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 

背景信息  
新任命的工作组将在原事件响应工作组的工作（根据其于 2010 年 12 月卡塔赫纳

会议中所提交《最终报告》中的提议）基础之上开展活动，方式是就涉及维护和运

行联系信息存储库的各项事宜向 ccTLD 机构群体和 ccNSO 委员会提供建议，以便

在发生可影响 DNS 的事件时实现 ccTLD 注册管理机构的参与以及与之的互动。 

尤其是工作组将： 

 探讨创建和维护存储库所需成本和其他相关因素，并且负责通知 ccTLD 机
构群体和委员会。 

 探讨各种筹资和运营管理模式，并向 ccTLD 机构群体和委员会建议最优

选择。 

应 ccNSO 委员会要求，工作组在实现这些步骤之后，还将： 

 负责准备并发送建议征求书，并对公众答复进行讨论。 

 就最优选择向 ccTLD 机构群体和 ccNSO 委员会提供建议。 

后续措施 

工作组的首项任务是制定工作计划。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foiwg.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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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事件存储库实施工作组网页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ccNSO 政策顾问） 

ccNSO 发布的新加坡会议日程草案 
 
概况 

ccNSO 委员会针对 ICANN 第 41 届新加坡公开会议的日程草案覆盖三天的会议和
其他活动。 

最新动态 

ccNSO 的新加坡会议日程草案现已发布。新加坡会议将于 2011 年 6 月 20 – 22 
日举行。 

背景信息 

该日程由 ccNSO 计划工作组根据在过往会议调查中机构群体提供的意见而制定。 

后续措施 

可能有细微变动。 

更多信息 

 日程 

 会议调查 

联系工作人员 

Gabriella Schittek（ccNSO 秘书长）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iriwg.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meetings/singapore/agenda.htm
http://ccnso.icann.org/surveys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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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 

GNSO 委员会推进两项 Whois 研究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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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is 覆盖全球，意义重大，因此在对其进行调整时必须非常小心。关于这
项重要的公共资源，一直存在正当使用和滥用的问题。GNSO 委员会正在考虑通
过四项研究来提供关于 Whois 的最新可靠信息供机构群体讨论。 

最新动态 

ICANN 工作人员已完成了所有针对成本和可行性研究提案的范围确定工作；GNSO 
委员会已在 2011 年 3 月的硅谷会议期间开始讨论这些研究和《Whois 服务要求报

告》。 

Whois 研究分为四大类： 

 Whois 滥用。该研究旨在揭示 Whois 公共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不良目

的。GNSO 委员会继续致力于此项研究，而 ICANN 工作人员最近也宣布位

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Cylab 实验室将进行这项

长达一年的研究。 

 Whois 注册人识别。这项研究将调查由法人实体注册的域名或商业性域名

不能在 Whois 数据中明确体现的程度。ICANN 发布了 RFP（建议征求

书），工作人员准备了对供应商的反馈分析，以供 GNSO 委员会和机构群

体考量。委员会仍在考虑是否应该展开这项研究。工作人员对 Whois 滥用

和注册人识别研究的分析 [PDF, 488 KB]  

 Whois 代理服务器和隐私服务滥用研究。此项研究侧重了解用于实施非法

或有害互联网活动的域名，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隐私服务或代理服务注册

的，以达到掩盖作恶者身份的目的。为了让独立研究机构开展本项研究，

ICANN 工作人员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为此项研究发布了一份 RFP。共收

到三条回复。对于反应最强烈的机构，ICANN 要求其提供更多信息。工作

人员分析了这些信息；2011 年 4 月 28 日，GNSO 委员会决定推动此项研

究。请参阅工作人员对 Whois 隐私服务和代理服务滥用研究的分析 [PDF, 
436 KB]。现在，工作人员将对要开展的研究做出安排。 

 Whois 代理服务器和隐私服务披露研究。本项研究将衡量代理服务器和隐

私服务对注册人身份披露请求的响应度。执行此项研究的 RFP 已于 2010 
年 9 月发布，但未收到投标意向。ICANN 工作人员发现关注共享数据敏感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studies-report-for-gnso-23mar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studies-report-for-gnso-23mar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gnso-whois-pp-abuse-studies-report-05oct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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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潜在投标者非常担心此项研究的可行性以及一些有能力的志愿者是否愿

意参与。为了解决此问题，工作人员提议通过开展可行性调查来阐明不确定

性，并确定是否可以进行全面研究。请参阅最近的工作人员对 Whois 代理

服务和隐私服务传达与披露研究的报告 [PDF 247 KB]。在近期于 4 月 28 日
召开的会议上，GNSO 委员会还决定推进工作人员建议的研究前调查，现

在，工作人员也将做出安排以启动此项工作。 

 Whois 服务要求。GNSO 委员会也在讨论已于去年完成的 Whois 服务要求

清单 －《最终报告》[PDF, 636 KB]。此报告是在对现在和过去的政策进行

讨论的基础上得出的 Whois 服务要求综合列表，但未提出政策建议。这些

讨论仍在继续。 

更多信息 

 GNSO Whois 政策制定页面 

 Whois 研究背景信息 

 Whois 滥用 RFP 公告 

 Whois 注册人识别 RFP 公告 

 Whois 隐私服务和代理服务滥用研究公告 

 Whois 隐私服务和代理服务传达和披露研究公告 

 工作人员对 Whois 隐私服务和代理服务滥用研究的分析 [PDF, 436 KB] 

 工作人员对 Whois 滥用和注册人识别研究的分析 [PDF, 488 KB] 

 工作人员对 Whois 代理服务和隐私服务传达与披露研究的报告  
[PDF 247 KB] 

 ICANN 理事会关于显示和使用国际化注册数据的决议 

 SSAC037：显示和使用国际化注册数据 

 国际化数据注册工作组章程 [PDF, 112 KB] 

 音频简报：Whois 服务要求清单简介 [MP3, 15 MB] 

 Whois 服务要求清单 － 最终报告 [PDF, 636 KB] 

 4 月 28 日关于 Whois 研究的决议 

联系工作人员 

Liz Gasster（高级政策顾问）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pp-relay-reveal-studies-report-11feb11-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pp-relay-reveal-studies-report-11feb11-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service-requirements-final-report-29jul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service-requirements-final-report-29jul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background/whois-en.htm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8sep09-en.htm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3oct09-en.htm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18may10-en.htm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9sep10-en.htm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gnso-whois-pp-abuse-studies-report-05oct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studies-report-for-gnso-23mar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pp-relay-reveal-studies-report-11feb11-en.pdf
http://www.icann.org/en/minutes/resolutions-26jun09.htm#6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sac-documents.htm
http://gnso.icann.org/drafts/internationalized-data-registration-wg-draft-charter-27sep09.pdf
http://audio.icann.org/whois-requirements-20100413-en.mp3
http://gnso.icann.org/issues/whois/whois-service-requirements-final-report-29jul10-en.pdf
http://gnso.icann.org/resolutions/#201104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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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服务商间域名迁移政策工作组计划在新加坡会议上

提交最终报告 

概况 

注册服务商间域名迁移政策 (IRTP) 旨在为域名持有者提供一个直接在 ICANN 认
证的注册服务商之间迁移域名的程序。GNSO 委员会正在审核该政策并考虑对其
进行修订，同时已成立了若干工作组来具体开展这些工作。 

最新动态及后续措施 

对接收到的有关《初步报告》[PDF, 764 KB] 的公众意见进行审阅后，IRTP B 部
分 PDP（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现已发布《最终报告》[PDF, 733 KB]。该报告包

含九项建议，包括：  

 注册服务商应急行动通道 

 关于“详细”Whois 的问题报告 

 关于“控制权变更”功能的问题报告 

 对 IRTP 第 6 条和第 7 条拒绝理由的修改，以及  

 对与注册服务商锁定状态相关的 Whois 状态消息的阐述。 

工作组一直在审阅从公众意见论坛收到的公众意见，并讨论《最终报告》中提出的

注册服务商应急行动通道。工作组预计将在 2011 年 6 月的 ICANN 新加坡会议召

开前向 GNSO 委员会递交其《最终报告》。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IRTP B 部分工作组的工作空间。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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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域名

的程序。GNSO 委员会成立了五个工作组（A 部分到 E 部分）审查该政策并考虑

对其进行各种修订。 

IRTP B 部分 PDP 是五个系列预定 PDP 中的第二个，这五个 PDP 分别针对现有

政策中的不同改进领域。B 部分工作组解决以域劫持、紧急转回不当迁移的域名以

及锁定状态为重点的五个问题。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工作组的章程。 

更多信息 

 IRTP B 部分最终报告提案 [PDF, 733 KB] 

 注册服务商间域名迁移政策网页 

 IRTP B 部分目前进展状态报告页面 

http://gnso.icann.org/issues/transfers/irtp-b-initial-report-29may10-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transfers/irtp-b-proposed-final-report-21feb11-en.pdf
http://forum.icann.org/lists/irtp-b-proposed-fin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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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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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TP B 部分问题报告 [PDF, 256 KB] 

 PDP 建议 [PDF, 124 KB] 

 ICANN 入门指南播客：关于 IRTP B 部分的音频说明 [MP3, 18 MB] 

联系工作人员  

Marika Konings（政策主管） 

注册防滥用建议朝实施迈进 

GNSO 委员会请求获取最佳实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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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一致性，而且对“滥用
注册”具体是指哪些行为一直存在疑问。为了研究滥用注册政策，GNSO 委员会
成立了滥用注册政策工作组 (RAP WG)。审查了 RAP 工作组提议的方法后，
GNSO 委员会正在推进多项 RAP 建议。 

最新动态及后续措施 

GNSO 委员会在卡塔赫纳工作会议期间审查并讨论了滥用注册政策 (RAP) 实施草

案起草小组 (DT) 提议的方法。在 2011 年 2 月的会议期间，委员会决定推进多项 
RAP 建议，包括： 

 请求获取关于以下议题的讨论文件：制定不具约束力的最佳实践，以帮助注

册服务商和注册管理机构解决滥用域名注册问题。 

 推进两项需要征询 ICANN 合规部意见的建议： 

o Whois 访问建议 2 要求 ICANN 合规部每年至少公布一次关于 Whois 
可访问性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据显示对端口号为 43 的 
Whois 服务器施加不合理访问限制的注册服务商数量，以及合同规

定的 Whois 访问义务的合规性年审结果。 

o 伪造续订通知建议 1，建议 GNSO 将这一问题移交给 ICANN 的合规

部，以采取可能的强制实施行动，包括对滥用 Whois 数据进行调查。 

GNSO 委员会已指示 ICANN 政策工作人员“将剩下的 RAP 建议加入 GNSO 项
目列表中，使委员会能一直跟进并适当处理剩余的建议”。 

ICANN 合规部工作人员向 GNSO 委员会提供对 Whois 访问建议 2 和伪造续订通

知建议 1 的反馈。委员会在硅谷会议期间对收到的反馈意见以及关于 UDRP（统

http://gnso.icann.org/issues/transfers/irtp-report-b-15may09.pdf
http://gnso.icann.org/drafts/transfer-wg-recommendations-pdp-groupings-19mar08.pdf
http://audio.icann.org/icann-start-02-irtp-20100127-en.mp3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cartagena39.icann.org/node/1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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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目前状态的《问题报告》的初步纲要进行了讨论（请参阅会

议安排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背景信息 

RAP 工作组于 2010 年 6 月向 GNSO 委员会提交了最终报告 [PDF, 1.7 MB] 和建

议。随后，委员会组建了一个志愿者团体，即滥用注册政策实施草案起草小组 
(RAP DT)，负责起草报告建议实施方法的提案。滥用注册政策实施草案起草小组

开发了一个矩阵，将 RAP 工作组最终报告 [PDF, 1.7 MB] 建议按优先级、预期复

杂性和所需资源的顺序进行了分类，并向 GNSO 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信函 [PDF, 
184 KB]，该信函概述了推荐的方法供其考虑。请访问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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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公布的滥用注册政策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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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的信函 [PDF, 184 KB] 

联系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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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期域名恢复最终报告中纳入机构群体的广泛意见 

概况 

域名过期后，域名注册人能否恢复其域名？争议焦点是注册服务商目前关于续用、
迁移和删除过期域名的政策是否恰当。 

最新动态 

审查机构群体关于 GNSO 过期域名恢复 (PEDNR) 初步报告 [PDF, 1 MB] 和随同

调查 [PDF, 948 KB] 的意见后，工作组更新了报告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2011 年 
2 月 21 日发布了提议的《最终报告》[PDF，971 KB] 以征询意见。 

http://svsf40.icann.org/node/21979
http://svsf40.icann.org/node/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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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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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icann.org/issues/pednr/pednr-proposed-final-report-21feb1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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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来自机构群体的 10 条意见后，公众意见论坛已于 4 月 22 日关闭。ICANN 
工作人员发布了意见摘要。工作组已开始审核收到的公众意见，目的是最终完成其

报告，以便及时提交给 GNSO 委员会以便在 ICANN 新加坡会议上讨论。 

提议的《最终报告》包含 14 条建议，包括： 

 过期后至少为注册人提供八天时间进行续订。 

 向非商业性 gTLD 和注册服务商提供赎回宽限期。 

 要求公布因续订收取的费用；要求到期前至少在设定的时间发送两次通知，

到期后再发送一次通知；要求到期的网站必须明确说明注册已到期，并提供

关于如何赎回域的指示。 

 制定关于如何防止意外损失的培训材料。 

背景信息 

PEDNR PDP 工作组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发布了《初步报告》－（请参阅相关的

机构群体公众意见论坛）。此外，还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关于续订和到期做法的

若干具体问题。期间收到九条意见，包括由注册服务商和注册管理机构团体、

ALAC 以及商业和企业用户社群的代表提交的意见。并且，工作组还收到 400 多
份调查回应（请参阅摘要和分析）。 

如需了解与过期域名恢复相关的 ICANN 机构群体政策制定活动的历史，请参阅 
PEDNR 背景信息页面。 

更多信息 

 PEDNR 最终报告提案 [PDF, 971 KB] 

 布鲁塞尔 PEDNR 公开讨论会的详细信息 

 GNSO 关于到期后域名恢复的问题报告 [PDF，416 KB] 

 GNSO 关于到期后域名恢复的问题报告译本 

 工作组演示文稿：注册服务商调查最终结果 [PDF, 948 KB] 

联系工作人员 

Marika Konings（高级政策主管）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ublic-comment-201104-en.htm#pednr-proposed-final-report
http://forum.icann.org/lists/pednr-proposed-final-report/msg00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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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o.icann.org/issues/pednr/pednr-proposed-final-report-21feb11-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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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削减行政机构  
外展意见近观；就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章程的提案征询意见  

委员会终止政策流程筹划指导委员会 － 致谢  

概况 

GNSO 群体成员正着手实施一系列旨在提高组织效力和服务可达性的全面结构和
运营调整。此部分中的材料仅列出了与实施 GNSO 改进相关的最新动态。 

针对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永久章程的提案开放意见论坛 

5 月 6 日，ICANN 工作人员开放了一个公众意见论坛，以征询机构群体对提出

的、永久性的 GNSO 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 (NCSG) 章程的意见。 

ICANN 理事会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指示工作人员公布 
NCSG 章程提案并就此开放一个为期  30 天的公众意见论坛，这符合其有关 
GNSO 利益主体组织章程（请参阅 ICANN 章程第 X 条第 5.3 款）的监督权限。

理事会希望征询机构群体对章程条款，特别是提议的基本组织架构的意见。 

论坛将邀请 ICANN 机构群体的所有成员审查文档并与理事会以及更广泛的群体分

享意见和看法，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5 日。 

背景信息： 

作为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全面改进工作的一部分，ICANN 理事会在去年 7 月
批准了（请参阅 ICANN 理事会决议 2009.30.07.09）四个新 GNSO 利益主体组织 
(SG) 的章程。这些 SG 架构代表了 ICANN 理事会成员最初于 2008 年所设想的新 
GNSO 概念（请参阅此处 BGC（理事会管理委员会）工作组 2008 年 2 月的报告 
[PDF, 193 KB]）。 

为 NCSG 批准的原始章程 [PDF, 60 KB] 是“过渡性”的，有效期一直到 2011 年
的 ICANN 年会。理事会希望 NCSG 制定一个将在过渡期满后生效的永久性章

程。过去几个月来，NCSG 成员一直与理事会机构改进委员会合作，并制定了永

久 性  NCSG 章 程 的 提 案 （ 请 参 阅  －  http://www.icann.org/en/public-
comment/#ncsg-charter）。 

委员会开始解散改进行政机构；终止政策流程筹划指导委员会  

随着众多 GNSO 改进建议的实施渐趋成熟，GNSO 委员会可以开始解散为解决建

议实施问题而设的行政机构。 

http://www.icann.org/en/minutes/resolutions-18mar11-en.htm
http://icann.org/en/general/bylaws.htm#X
http://icann.org/en/minutes/prelim-report-30jul09.htm
http://icann.org/en/topics/gnso-improvements/gnso-improvements-report-03feb08.pdf
http://gnso.icann.org/improvements/ncsg-approved-charter-30jul09.pdf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ncsg-charter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ncsg-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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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个月报告了 GNSO 委员会已经组建一个常务委员会，监督由进行中的 
GNSO 审核流程所提出的各项改进活动的实施。委员会还任命了一个起草小组为

常务委员会制定章程。在四月的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章程。 

在 4 月 28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采取了后续合理措施并决定，随着越来越多的改进

工作正式实施，新的常务委员会可以完成至少一个现有改进筹划指导委员会的工

作。委员会终止了政策流程筹划指导委员会 (PPSC)，并表示“对 PPSC 的热诚与

奉献致以诚挚的谢意。” 

委员会决定，修改 GNSO 政策制定流程所需的大部分收尾工作可由现有的 PDP 
工作小组 (PDP-WT) 来处理。PDP-WT 从现在起将负责就新 PDP 的动态以及向新 
PDP 的过渡向委员会提出最终建议，供 GNSO 委员会审查。新 PDP 最终要得到 
ICANN 理事会的批准后方可生效。 

目前正在审查关于全球外展战略的意见 

GNSO 委员会已邀请机构群体在公众论坛上针对提出的全球 GNSO 外展计划建议

提供意见。公众意见征询的截止日期为 4 月 10 日。针对程序进行过程中提出的机

构群体意见，ICANN 工作人员制作了一份摘要和分析。 

在 4 月 28 日的会议上，GNSO 委员会指示运营筹划指导委员会要求社群/利益主

体组织工作小组审查工作人员摘要和分析文档以及个别群体意见，并“对提出的建

议进行任何内容上的合理修改，或直接进行字面上的合理修改。” 

更多关于 GNSO 改进的信息  

 GNSO 改进信息网页 

 GNSO 主页 

 PDP 工作小组维客 

 负责工作组模式的工作小组维客 

 社群运营工作小组维客 

 针对 NCSG 永久章程提案的公众论坛 

 针对 GNSO 外展建议的公众论坛 

联系工作人员 

Robert Hoggarth（高级政策主管）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nsocouncilmeetings/Motions+7+April+2011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ublic-comment-201104-en.htm#gnso-outreach
http://forum.icann.org/lists/gnso-global-outreach/msg00004.html
http://gnso.icann.org/en/improvements/
http://gnso.icann.org/
https://st.icann.org/icann-ppsc/index.cgi?pdp_team
https://st.icann.org/icann-ppsc/index.cgi?working_group_team
https://st.icann.org/icann-osc/index.cgi?constituency_operations_team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ncsg-charter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gnso-outreach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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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 

引入了新的全球政策提议以处理回收的 IPv4 地址段 

概况 

由于互联网号码分配当局 (IANA) 已分配完所有的 IPv4 地址，地区互联网注册管
理机构 (RIR) 讨论了关于处理从 RIR 返还给 IANA 的 IPv4 地址空间的两个全球政
策提案。RIR 仍须对一项政策达成一致。 

最新动态 

有关相同议题的第三个提案已推出，并向所有 RIR 介绍。该提案在其发源地 
APNIC（亚太网络信息中心）已到达最终意见征询阶段。根据此项新提案，IANA 
将创建和管理一个地址空间回收池。由于空闲的 IANA IPv4 地址空间池已耗尽，

IANA 接下来要将此池中的 IPv4 地址空间以比之前分配的地址段更小的段落分配

给 RIR。相比先前放弃的第二个提案，该提案的主要差别在于：如果池的大小允

许，则可向所有 RIR 同时分配大小相等的地址段，且每六个月分配一次。 

后续措施 

第三个提案可能很快会被 APNIC 采纳，并在其他所有 RIR 中讨论。如果所有 RIR 
均通过该项政策提案，此时，号码资源组织执行委员会 (NRO EC) 和地址支持组

织地址委员会 (ASO AC) 将审查该提案，然后将此政策送呈 ICANN 理事会批准，

并由 IANA 负责实施。 

背景信息 

IPv4 是一种互联网协议地址分配系统，用于分配 32 位格式的唯一 IP 地址编码。

随着互联网用户人数的迅猛增长，这些唯一编码（约 43 亿个）已用尽，今后将使

用 128 位的编码系统 (IPv6) 取而代之。 

更多信息 

 新的（即第三个）提案的背景报告将在 ICANN 网站上发布，其中包括到目

前为止有关此议题的不同提案之间的对比。 

 第二个提案的背景报告。 

联系工作人员 

Olof Nordling（服务关系主管）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6apr11-en.htm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11feb11-en.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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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工作 

GNSO 和 ccNSO 就单字符 IDN TLD 最终报告达成一致 

概况 

GNSO 和 ccNSO 委员会采纳了联合 ccNSO-GNSO 国际化域名 (IDN) 工作组 
(JIG-WG) 的最终报告  

最新动态 

GNSO 和 ccNSO 委员会现已采纳了联合 ccNSO-GNSO IDN 工作组在其最终报告

中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单字符 IDN TLD 应为 IDN ccTLD 快速通道流程所接

受，并作为 IDN ccPDP（国家代码政策制定流程）中总体政策建议的一部分。 

背景信息 

ccNSO/GNSO IDN 联合工作组旨在处理与引入 IDN ccTLD 和 IDN gTLD 相关的

涉及 GNSO 和 ccNSO 共同利益的问题。该工作组重点关注单字符 IDN TLD 的引

入和变体的管理。 

后续措施 

最终报告及其所包含的建议将转呈至 ICANN 理事会以获得通过。 

更多信息 

 ccNSO.icann.org 上的特别工作组公告 

联系工作人员 

Bart Boswinkel（ccNSO 政策顾问） 

 

http://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jiwg.htm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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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审核申请人支持联合工作组的

第二份里程碑报告 

概况 

在考虑了 ALAC 的建议后，新 gTLD 申请人支持的联合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 (SO-
AC) 工作组 (JAS WG) 提交了第二份里程碑报告供讨论。 

最新动态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ALAC) 于 4 月 29 日向 JAS WG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包括建议重点关注以下方面：就与其使命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 － 尤其是

新 gTLD 申请人为取得支持应该符合的标准，以及申请人可以取得的支持类型。 

JAS 工作组的子组 JAS 起草小组已开始在其 JAS 问题和建议摘要文档中挑选出这

些问题。采纳 ALAC 的建议后，JAS 工作组将此文档转换为第二份里程碑报告草

案，并于 5 月 7 日将此报告提交给 ALAC 和 GNSO。当时，ALAC 和 GNSO 对
报告启动了独立审查。GNSO 迄今尚未完成报告审查。 

ALAC 主席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要求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提交对报告的意见。在向

理事会发送报告之前，ALAC 对这些意见进行了筛选，并举行了 ALAC 审批投票。 

为努力减少提出的 gTLD 申请的障碍（以及支持发展中经济体的申请），该报告

解释了工作组就以下主题的建议： 

 为什么某些 gTLD 申请人应该获得支持； 

 哪些申请人有资格获得支持（以及应该如何评估他们的申请）； 

 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以及 

 支持流程与《gTLD 申请人指南》中的程序如何关联。 

背景信息 

互联网域名系统大致包括 24 个通用顶级域名，.com、.org 和 .net 可能是其中最

有名的。为了促进竞争（同时继续确保互联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ICANN 理事

会在 2008 年 6 月决定通过新 gTLD 计划来增加这一数量。最终可能产生数百个新 
gTLD。  

http://www.icann.org/en/topics/new-gtlds/program-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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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计划内，理事会将包容性作为工作重点。为此，在 ICANN 2010 年 3 月的内
罗毕会议上，理事会发布了一项决议：要求 ICANN 利益主体“制定一套可持续的
方法，为申请和运营新 gTLD 时需要协助的申请人提供支持。” 

结果，在 ALAC 和 GNSO 的特许下，一个跨社群的工作组，即 SO-AC 新 gTLD 
申请人支持工作组成立。该工作组的使命是：推荐 ICANN 能够支持新 gTLD 申请
人的方法，包括为发展中地区的新 gTLD 减少障碍的方法。 

更多信息 

 JAS 工作组主要工作空间（包括成员列表、所属组织和利益声明） 

联系工作人员 

Seth Greene（临时地区事务经理） 

由于理事休假，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工作人员增加

协调员 

概况 

自三月份以来，ICANN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历了三次人事变动。 

最新动态 

Matt Ashtiani 加入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队伍并担任协调员。他的

新职责包括：跟踪政策问题、开发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的新知识管理系统，以

及提高机构群体的社会媒体影响。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中有许多人已经认识 Matt，因为他在 2009 年 6 月加入 ICANN 
时就开始担任 ICANN 的社群差旅协调员。目前，Matt 的时间仍被新旧职位分割，

但从 6 月份的 ICANN 新加坡会议开始，Matt 就会全权担任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

会协调员一职。 

Matt 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并取得国际发展、政治科学和历史专业

文学士学位，还辅修了中东和北非研究专业。离开 UCLA 后，Matt 在都柏林居

住，并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取得国际和平研究的哲学硕士学位。除英语外，Matt 
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 

网络普通用户主管 Heidi Ullrich 已于 5 月 2 日开始休产假。当然，Heidi 和全体政

策工作人员做了一切努力，确保在她缺席期间对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提供无缝支持。

Heidi 将在 2011 年 9 月 1 日重返全职工作岗位，此前将开始兼职工作。在她休假

http://www.icann.org/en/topics/new-gtlds/program-en.htm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jaswg/SO-AC+New+gTLD+Applicant+Support+Working+Group+%28JAS-WG%29
mailto:seth.greene@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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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对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任何疑问发至 
staff@atlarge.icann.org。 

Matthias Langenegger 曾担任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的地区事务负责人，已在 
3 月的硅谷会议后离开 ICANN。他已经加入谷歌布鲁塞尔办事处，与网络普通用

户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同事兼校友 Nick Ashton-Hart 共事。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填补

空缺的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地区事务负责人一职。 

联系工作人员 

Seth Greene，临时网络普通用户主管 

SSAC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就 gTLD 注册管理机构过户提出

意见  

概况 

SSAC 对新 gTLD 计划说明备忘录发表了意见：gTLD 注册管理机构过户流程模
型，描述了在注册管理机构停止运营或遇到长时间技术故障时为注册人提供防护的
方法。 

最新动态 

2011 年 4 月 15 日，SSAC 在一个名为“SAC047：SSAC 对 ICANN gTLD 注册管

理机构过户流程模型的意见”[PDF, 200 KB] 的文档中对说明备忘录发表了意见。 

SSAC 意见考虑了实施过户流程的各种情况。特别是，SSAC 考虑了过户流程的

目标、范围和应用，并建议说明备忘录明确指出提议的过户流程可以降低哪些风

险。《意见》询问诸如紧急执行机构的资格及定期审计一类的事项是否值得进一步

考虑。考虑到注册管理机构过户的实时运营影响，《意见》特别强调了紧急后台注

册管理执行机构临时过户流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最后，《意见》要求 ICANN 考
虑以下方面：测试、保留前注册管理机构的运营数据、区域数据托管、以及其他促

使注册人的域名解析服务恢复的信息。 

背景信息 

ICANN 在 2010 年 5 月发布了一份说明备忘录，其中描述了为减轻 gTLD 在注册

管理机构之间过户给注册人带来的难度而制定的流程。备忘录列出了流程的目标，

包括确保注册管理机构服务的运营范围达到最大，以及确保使用合适的审查等级来

mailto:staff@atlarge.icann.org
mailto:seth.greene@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topics/new-gtlds/registry-transition-processes-28may10-en.pdf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ac047.pdf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ac047.pdf
http://www.icann.org/en/topics/new-gtlds/registry-transition-processes-28may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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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新注册管理执行机构，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过户的 gTLD 运营成功的机会。 

更多信息 

 SAC 047：SSAC 对 ICANN gTLD 注册管理机构过户流程模型的意见  
[PDF, 200 KB] 

 SSAC 2011 年工作计划 

 其他 SSAC 文档  

联系工作人员 

Julie Hedlund（SSAC 支持部主管）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ac047.pdf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sac-activity-report-28feb11-en.pdf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ssac-documents.htm
mailto:policy-staf@icann.org?subject=SSAC

	政策更新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http://www.icann.org/topics/policy/

	2011 年 5 月第 11 卷第 5 期

	整个 ICANN
	ccNSO
	GNSO
	ASO
	联合工作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SSAC
	阅读您的首选语言版本

	政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
	整个 ICANN
	目前公开征询意见的议题

	ccNSO
	ccNSO 工作中的三年政策路线图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后续措施
	联系工作人员

	委员会根据机构审查确定行动的优先级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志愿加入解读框架工作组的GAC 成员、其他人员
	概况
	最新动态
	后续措施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事件存储库实施工作组建立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后续措施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ccNSO 发布的新加坡会议日程草案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后续措施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GNSO
	GNSO 委员会推进两项 Whois 研究
	概况
	最新动态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注册服务商间域名迁移政策工作组计划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最终报告
	概况
	最新动态及后续措施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注册防滥用建议朝实施迈进
	概况
	最新动态及后续措施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在过期域名恢复最终报告中纳入机构群体的广泛意见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GNSO 改进：委员会削减行政机构
	外展意见近观；就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章程的提案征询意见
	委员会终止政策流程筹划指导委员会 － 致谢
	概况
	针对非商业性利益主体组织永久章程的提案开放意见论坛
	委员会开始解散改进行政机构；终止政策流程筹划指导委员会
	目前正在审查关于全球外展战略的意见
	更多关于 GNSO 改进的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ASO
	引入了新的全球政策提议以处理回收的 IPv4 地址段
	概况
	最新动态
	后续措施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联合工作
	GNSO 和 ccNSO 就单字符 IDN TLD 最终报告达成一致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后续措施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审核申请人支持联合工作组的第二份里程碑报告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由于理事休假，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工作人员增加协调员
	概况
	最新动态
	联系工作人员


	SSAC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就 gTLD 注册管理机构过户提出意见
	概况
	最新动态
	背景信息
	更多信息
	联系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