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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2 年亮点 

这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对于合同合规小组而言，激动人心、艰苦努力和激情燃烧
是 2012 年的代名词。 
 
感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提供此服务。随着我们继续强化合同合规性计划、运营和绩

效评估，以及改善机构群体报告机制，我们依然坚定我们的工作重心并信守承诺，

以期获得 ICANN 机构群体的信任。 

合同合规小组三年计划背景下 2012 年取得的成就 
 
合同合规小组三年计划与 ICANN 的战略重点领域如出一辙：(1) DNS 稳定性和安

全性；(2) 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3) 核心运营；以及 (4) 一个健康的互

联网监管生态系统。我们对该计划做出了全面的努力。我们通过有效且高效的运营

模式和流程创建并落实了组织的结构化。我们已改善的不仅是合规性通信和报告，

还有注册服务商和注册管理机构合规性跟进和贯彻落实。我们改进了 Whois 并建

立了一套执法转介流程。以下是对这些成就的总结。 
 
 
 
 

                                                        
1本更新文件仅供参考。请勿以本更新文件中所含信息为依据作出结论或商业决定。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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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增加  
合同合规小组 2013 财年的预算增加到 6,179,000 美元，比上年度高出 60%。增

加的资金用于雇佣新工作人员、执行合同合规性审核以及增加的间接费用。 
 

（单位：千美元） 
 

   摘自《已通过的 2013 财年运营计划和预算》：
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adopted-opplan-budget-fy13-24jun12-en.pdf 
 
   

   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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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合规部预算 

$2,276,930  $3,619,506  $1,342,576 

合同合规部运营成本，包括人事、差旅和会议、专

业服务及管理这些方面的成本。FTE、差旅和系统

改善工程增加而导致该预算增加 

共享资源 $2,521,884 $2,559,702 ($37,818) 
来自其他部门的支持：IT 部、会议后勤成本共付

部、财政和人力资源管理部等。随着核心团队的深

化，来自其他部门的支持级别不断下降。 
 

合同合规部活动 
总职能 

$4,798,814  $6,179,208  $1,380,394  

为打造核心团队而增加人事支出；专业服务和系统

改善支出增加。 

 
有关 ICANN 2013 财年预算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 
  
工作人员增加 
在撰写本报告时，合同合规部工作人员有 13 名全职员工和 3 名合同员工。这与 
2011 年的 5 名全职员工相比有所增加。工作人员的日常事务是用英语以外的其他

语言与各方沟通，以解决各种合规性问题，他们精通 7 种语言：阿拉伯语、英

语、法语、印地语、韩语、西班牙语和乌尔都语。如需工作人员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staff. 
     
上报的合规性通知数量增加 
2012 年发布了 23 个上报合规通知（即违规、停职和解雇通知）；比 2011 年发布

的上报合规通性知数量多 64%。上报合规行动是针对不遵守合同义务的注册服务

商。有关实施活动，请参阅下方的“投诉摘要”。 
 

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adopted-opplan-budget-fy13-24jun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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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质量保证流程 
实施了标准商业策略和流程，确保评估和向机构群体报告投诉处理时的一致性、准

确性和能力。增强了 Whois 数据问题报告系统 (WDPRS) 和一般投诉系统 (C-
Ticket) 的功能。 
 
此外，在改善用户体验的同时，还展开了可行性研究以评估和选择可代替两个现行

投诉工具的一个投诉管理系统。此集中式系统将改善投诉处理、跟踪以及整体运营

效益和效率。该系统的研发工作始于 2012 年并计划于 2013 年初投入实施，到时

会有一段投诉类型过渡期。 
 
月度简报 
合同合规团队恢复了高水平月度更新的出版，让 ICANN 机构群体能够不断获悉合

同合规部新闻和活动。要阅读简报，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newsletter 
 
投诉摘要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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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Performance Results Jan-Dec 2012

Jan – Dec 
2012

All Complaints
Received by Type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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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Complaints 4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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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d/             
Non-Renewal 3

48,711 Complaints
24 Enforcement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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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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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p of Compliance - 2012

 
 
 
Whois 误差以 62.7% 的比例稳居首位，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占 20.6% 的客户服务和

占 14% 的转让问题。“客户服务”包括：网站内容、滥发垃圾邮件、分销商供应

商、注册服务商、赎回、所有权转让、用户名密码、查询、GTLD、金融交易、域

名续期、DN 争端、CPanel 和 ccT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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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nforcement Activities Jan-Dec 2012

Cured

Not Cured

Terminated

 
欲了解最新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notices#notices-2012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notices#notice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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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12 注册服务商合同合规部摘要 

改善 Whois 误差投诉处理 
2012 年 9 月 15 日，对 Whois 数据问题报告系统进行了以下改善： 

1. 将通知流程步骤从 3 步减少到 5 步，从而缩短了问题解决时间，这得益于

对投诉流程的遵守。 
2. 对于所有票证，在发送到注册服务商之前都会先进行审查，从而改善处理质

量和工作。 

3. 针对收到的每份 Whois 误差报告，要求注册服务商提供相关调查工作证

明，从而确保注册服务商及时对 Whois 误差投诉展开调查。 

4. 出于团队建设目的，在处理短期积压的投诉的同时，培养工作人员有关 
Whois 处理的更多知识。 

注册服务商之间域名转让摘要 
2012 年，总共收到了 6799 起投诉。以下所列是投诉中最常见的问题： 

• 注册服务商既没有通过其控制面板提供授权代码，也没有在 IRTP 规定的  
5 天内提供授权代码。 

• 注册服务商既没有解锁域名，也没有向迁移联系人提供方法让他们自己进行

解锁。 

• 注册服务商将授权代码发送给注册域名持有人以外的联系人。 

• 分销商要求注册人为其域名续期，以作为处理他们的迁移申请的条件。 

5 个注册服务商因违反 IRTP 而收到违规通知。这些违规事件均已得到处理。 

域名分销商问题摘要 
全球遍布超过 1000 个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他们有的直接向公众提供域名

注册服务，有的则通过分销商或其他中间商（分销商）提供此服务。 
 
对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而言，通过分销商来注册域名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或意

想不到的合规挑战。 
 
2012 年，我们提醒注册服务商，如果分销商的行为或不作为引起违反注册服务商委

任协议 (RAA) 的合规性问题，gTLD 注册数据（即 Whois）中登记的注册服务商须为

此负责。有关一般合规性问题和合规之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查阅《十月更新》。 
 
2012 年外展活动 
合同合规部在 ICANN 的第 42 届公开会议中启动了首次外展会议。自此之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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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议周内的星期三下午已成为感兴趣的 ICANN 群体成员和合同合规团队的专题

和公开互动论坛。 
 
外展活动增加了透明度和协作性。ICANN 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外展会议；一类是为

注册服务商和注册管理机构而举办会议，目的是通知他们合同合规审计计划相关事

宜；一类是分地区举办的会议，目的是拟定注册服务商之间的域名转让政策和合同

合规流程，还有其他按注册服务商分类举行的会议，针对的是 Whois 误差和迁移

相关问题。 

还有另一外展活动，其目的是提高收到的 Whois 误差报告的质量并减少失实报告

的数量，ICANN 联系了相关报告人，通知他们其票证没有被公开的“不当或无

效”原因。该活动提高了发送到注册服务商的数据的准确性及缩短了报告的周转

期。报告作废的原因包括语言不敬/不当，投诉没有在 Whois 中反映、投诉是关于

域内容，或者投诉是关于自己的域名。 

单击此处链接访问外展页面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outreach。 
 
有关已注册域名的数据公共访问 
ICANN 认可的注册服务商必须通过互动网页和一个 WHOIS 服务端口 43 提供有

关已注册域名的数据（通常被称为 Whois 数据）的公共访问服务。ICANN 定期监

视注册服务商的网页 Whois 服务，并使用“Whois 监视系统”(WMS) 每天监视数

次注册服务商的 WHOIS 服务端口 43。 
 
总体而言，大多数注册服务商都已通过 WHOIS 服务端口 43 提供 Whois 访问服

务。在 2012 年 1 月 到 10 月之间，通过 WMS，ICANN 监视了 1035 个认可注册

服务商的服务端口 43。 
在该时期内： 

•  953 个注册服务商 (92%) 按照 RAA 第 3.3 节 提供了连贯的 Whois 数据访

问服务。 
•  82 个注册服务商 (82%) 没能提供连贯的 Whois 数据存取服务，因为 WMS 

工具曾连续 3 天或更多天不能连接端口号为 43 的 Whois 服务器。ICANN 
对有关注册服务商进行了跟进，最终所有这些注册服务商都解决了最初的端

口 43 存取问题。 
 
Whois 数据提醒政策审计摘要 
2012 年 1 月，ICANN 展开独立的 Whois 数据提醒政策 (WDRP) 最终审计，以评

估注册服务商在 2011 年间是否符合 WDRP 要求。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已签署 2009 版 RAA 并且在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已赞助某个域名至少 12 个月的注册服务商，必须在 15 天内回应 
4 个问题并提供注册协议副本及样本提醒。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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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审计的结果是，ICANN 向未能响应 2011 年审计的 6 个注册服务商发出了违

规通知。其中 5 个更正了违规行为，剩下的一个则被解雇。 
 
如需完整的审计报告，请单击以下链接：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wdrp-audit-2011-report-
11jul12-en.pdf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2012 年，ICANN 通过其投诉处理系统处理了 30 起 UDRP 投诉。收到的投诉是关

于注册服务商未能落实 UDRP 专家小组的决策。到 2012 日历年结束时，有 26 起
投诉已得到解决，但还有 4 起正在处理当中。  

试验性注册服务商 RAA 自我评估审计调查问卷及和搁置的试验性注册服务商自我

评估调查文件 
ICANN 试行了一份自我评估审计调查问卷，对象是数量有限的注册服务商和注册管

理机构。2012 年末，为了筹划并启动合同合规审计计划，该调查问卷活动被搁置。 

伪造续订通知 (FRN) 
针对 FRN 当前面临的挑战，ICANN 发起有关这些投诉的内部分析。自 2009 年
起，ICANN 共收到了 57 起 FRN 相关投诉。这些通知来自域名分销商，并且似乎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根据投诉人的描述）或 ICANN 政策。 
 
参与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 
2012 年，合同合规团队加入了以下所列的政策制定团队，其中所负责的工作不

一，从审核或推荐合同草案到就提案语言或实施提案的可行性评价合同草案。 
 
RAA 修订 － 更多有关 ICANN 和 注册服务商之间对 RAA 修订的磋商详情，请

访问：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RAA/Negotiations+Between+ICANN+and+R
egistrars+to+Amend+the+Registrar+Accreditation+Agreement;jsessionid=D22E7
449964B37851BC706CD41402E3A. 

根据 UDRP 程序锁定域名 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 － 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访

问：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udrpproceedings/Home. 

“IRTP B 部分”PDP 工作组 － 为改善注册服务商之间的域名转让政策而肩负多

个领域的工作，致力于解决域名劫持、紧急转回不当转让的域名以及锁定状态这三

大问题。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nsoirtpb/IRTP+Part+B+PDP+WG+-+Home. 

“RTP C 部分”PDP 工作组 － 负责编址领域的工作，致力于改善涉及控制权变

更功能、授权表单 (FOA) 的时间限制和 IANA ID 的使用三方面的注册服务商之间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wdrp-audit-2011-report-11jul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wdrp-audit-2011-report-11jul12-en.pdf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udrpproceedings/Home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nsoirtpb/IRTP+Part+B+PDP+W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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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域名转让政策。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nsoirtppdpwg/Home. 

就报告一致性向 GNSO 委员会报告 － 致力于改善现有合规工具和系统。欲查看

未来有哪些改进，请访问：http://gnso.icann.org/issues/rap/contractual-
compliance-report-reporting-uniformity-16mar12-en.pdf 

 
翻译或音译国际化注册数据的初步问题报告起草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ird/final-report-ird-wg-07may12-en.pdf)  
 

III. 2012 注册管理机构合同合规部摘要 

ICANN 已就以下顶级域名 (TLD) 与注册管理执行机构签订合

同：.BIZ、.COM、.INFO、.NAME、.NET、.ORG、.TEL、.AERO、.ASIA、.CAT、
.COOP、.JOBS、.MOBI、.MUSEUM、.POST2、.PRO、.TRAVEL 和 .XXX。 
有关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和 ICANN 之间的协议条款，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about/agreements/registries. 
 
ICANN 加大了其在注册管理结构领域内的合同合规性监督力度。敬业的工作人员

对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实施监控并处理收到的投诉，这些投诉可分为以下类别： 
• 预注册期违规（未能允许商标所有者在预注册期内注册域名）  

• 注册管理机构章程违规（不遵从规定的章程）  

• 未能遵守保留名称限制 

• 注册管理机构充当自身的注册服务商  

• 客服问题，即未能及时回应投诉和疑问（ICANN 没有处理投诉相关客服的

合同授权） 

到 2013 年中，机构群体将可登录全新的集中式投诉管理工具投诉注册管理机构，

以取代电子邮件投诉方式。 
 
每月报告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定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每月提交关键绩效指标报告。由于合同限

制，在收到每份注册管理执行机构绩效报告后的 90 天内，ICANN 不能公布这些

报告中的信息。在 2012 年 1 月 － 2012 年 10 月期间，ICANN 的注册管理执行

机构报告了以下绩效指标： 
 

                                                        
2 .POST 未投入运营，因而本报告不包含设计该注册管理执行机构的合规性信息。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nsoirtppdpwg/Home
http://gnso.icann.org/issues/rap/contractual-compliance-report-reporting-uniformity-16mar12-en.pdf
http://gnso.icann.org/issues/rap/contractual-compliance-report-reporting-uniformity-16mar12-en.pdf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ird/final-report-ird-wg-07may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about/agreements/reg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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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可用性       100% 
• Whois 可用性       100%*3 
• 平等的共享注册系统注册服务商访问权限   100% 
• 有关区域文件批量访问拒绝的投诉        0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续约 
.COM、.NAME、.BIZ 和 .INFO 需要在 2012 年办理续约。作为续约流程的一部

分，ICANN 会审查待续约的每个注册管理机构的合规性记录，并发布审查结果的

总结报告。审查结果显示，全部四个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均符合其协议的条款。 
 
.COM 和 .NAME 的报告已公布，请通过下方链接查看： 
 
.COM －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operator-
verisign-com-27mar12-en.pdf 
 
.NAME －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operator-
verisign-name-06apr12-en.pdf  
 

经处理的注册管理机构加急安全请求 (ERSR) 

ERSR 流程供 TLD 注册管理机构用于通知 ICANN 其 TLD 和/或 DNS 当前或将要

遇到的安全事故，并针对他们为缓和或消除该事故而要采取或已经采取的行动申请

合同豁免，2012 年调用了一次。该申请经过了安全部、gTLD 注册管理机构联络

员、总顾问办公室和合同合规部的审核。ICANN 与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合作，共同

处理该申请。 

有关该流程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registries/ersr. 

 
注册管理执行机构诉讼 
2011 年 7 月，Employ Media，即 .JOBS 的注册管理执行机构，就 ICANN 2011 年 
2 月发送给 .JOBS 的违规通知申请仲裁。该问题在 2012 年 12 月得到解决。有关

该问题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news/litigation/employ-
media-v-icann. 
 
 
 
 
 

                                                        
3 在 2012 年 6 月期间，PRO 报告了 ½ 的偏差百分率。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operator-verisign-com-27mar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operator-verisign-com-27mar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operator-verisign-name-06apr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s/operator-verisign-name-06apr12-en.pdf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registries/ersr
http://www.icann.org/en/news/litigation/employ-media-v-icann
http://www.icann.org/en/news/litigation/employ-media-v-i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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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2012 执法活动摘要 

ICANN 合同合规部为继续加强与执法机构 (LEA) 的关系，应邀参与讨论和合作

会议。 
 
该会议曾在洛杉矶、布拉格和多伦多举行，其时众多来自加拿大、英国、美国、瑞

士毛里求斯的机构的代表以及欧洲刑警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会是关于 
ICANN 和 LEA 的角色和责任、注册服务商实施、注册服务商的义务以及 ICANN 
和执法机构之间的转介流程。 
 
ICANN 在保密和遵守所有协议和使用法律和条例的前提下对 LEA 转介实施了管

理。调查的时间和范围使转介的复杂性而定。ICANN 的角色有时简单到只需参与

和鼓励注册服务商合作，有时又负责到要对不同文档的深入审查作出回应。 
 

V. 审核计划更新 

这个三年期合同合规审计计划在 ICANN 第 44 届布拉格会议上首次公开。2012 
年，该计划纳入了审计策略、途径和方法的制定，并在 2012 年末展开首轮审计。 
 
ICANN 实施审计计划的目的是确定、正确管理并帮助修复任何发现的缺憾，从而

确保所有合同方都谨遵其合同义务。 
 
该计划是 ICANN 对所有合同方执行的首个合同合规审计计划。通过这一举措，将

建立一个基准，以推动基于不合规问题和审计结果的、有针对性的设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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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 月 4 日审计统计数据 
 
RFI Phase Statistics 1st Notice 2nd Notice 3rd Notice As of
Issued on 26-Nov-12 17-Dec-12 28-Dec-12 04 Jan 2013
Email
  Sent to Registrars 317 132 36 N/A
  Sent to Registries 6 0 0 N/A
Log-Ins
Registrars
  Logged In 72 277 304 313
  Not Logged In 245 40 13 4
Registries
  Logged In 1 5 5 5
  Not Logged In 5 1 1 1
Other Stats
Documents Uploaded 592 11,776 17,840 19,267
As of   5 Dec 2012 17-Dec-12 28-Dec-12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audits. 

VI. 新 gTLD 准备工作 
 
基础协议评估和风险分析是 2012 年工作重心。ICANN 执行了一次差距分

析，已审核和评估合同合规部运营需求以及确定系统、流程和协议提案三者

所需的更改。结果，该团队制定了一项多阶段的准备计划。这将包括根据风

险水平、任何指定注册管理机构不遵守特定要求的概率以及互联网出现安全

性或稳定性问题时的影响严重性来确定的一系列优先运营需求。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compliance/au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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