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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5 年要事回顾 

来自合同合规部门副总裁的信 
“进行测试并促进 ICANN 的合同合规性”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团队在 2015 年的

工作。简单来说就是，2015 年也是合同合规部门非常忙碌的一年，我们在这一年

中测试了团队的可扩展性以及我们不断提高的能力！ 
 
今年共授权了大约 878 个新通用顶级域，以及大约 600 家新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

合同合规部门的管理范围从 2014 年的 433 个通用顶级域和 1,460 家注册服务机构，

发展到 2015 年的大约 1,169 个通用顶级域和 2,100 家注册服务机构。随着我们不断

努力改进解决合规问题的战略和分析方法，对我们团队的可扩展性也是一次考验。 
 
合同合规团队对意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进行了 700 多次合规性检查（包括那些宣称

与注册服务机构或其他注册管理机构交叉所有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还对注册服

务机构执行了大约 725 次与合同续约或新合同有关的合规性检查。除了要加大监管

和投诉处理力度之外，这些变化也导致各类问题的复杂性有所上升。2015 年，投

诉数量较之前一年增加了 20%。 
 
在对管理范围内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进行的合规性审计工作中，三年期

审计项目平均完成率为 92%。已经启动了针对 2013 RAA 的新审计工作，另一轮新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审计工作已经完成。 

                                                 
1本最新资讯文件仅供参考。请勿以本最新资讯文件中所含信息为依据作出结论或商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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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合规团队会继续提高并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例如，ICANN.org 上的审计页面

已经更新，包含了新的信息，例如，按合同提供的通讯模板和审计项目计划指南，

这些内容以八种不同的语言提供，以实现全球化目的。还完成了其他一些工作，例

如：根据社群的反馈意见，改进了投诉处理和报告流程；增强了对签约方的外展工

作；以及为促进对合同合规工作的了解和认知而进行的宣传活动。 
 
请访问位于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的合

同合规页面，以及位于 https://features.icann.org/plan的 ICANN 资产组合管理体系，

了解有关这些活动的更多信息。 
 
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革的环境下，变革后将带来大量机会和信息。我和我的团队一

起，在迎接大量机会的同时，为实现我们的愿景“成为一个受信任的合同合规服务

提供商”而努力奋斗。 
 
此致 
Maguy Serad 
 
来自首席合同合规官的信 
除了监控和审计合规工作，增强我们的可扩展性和加强我们解决合规问题的战略和

分析方法之外，合同合规团队还促成与签约方和 ICANN 社群中的其他相关方开展

对话，增进解读和执行我们的合同，并发挥 ICANN 的作用，协助实施自愿解决方

案，以解决 ICANN 责任和职责范围之外的问题。 
 
我们在 ICANN 第 54 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门讨论自愿解决方案在其他行

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解决难题并鼓励 ICANN 社群成员考虑如何将这些活动做为

自愿解决方案在域名行业的模型。我们承认，ICANN 可能无法解决滥用和非法活动

问题，但我们可以在与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相关方进行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会继续致力于透明度和问责制工作，我们期盼着继续努力，赢得 ICANN 多利

益相关方社群的信任。 
 
此致 
Allen R. Groga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
https://features.icann.org/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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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况 
合同合规部门 2016 财年预算增加了 21.7%，达到 460 万美元。这些资金计划用于

雇佣新员工来执行合同合规审计工作，以及支付增加的管理费用。由于加强了 
ICANN 团队和基础设施建设，共享服务部门的支持费用增加了 0.6%，达到 240 万
美元。 

 
有关 ICANN 2016 财年预算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 
 
 

ICANN 会议和外展活动 
合同合规团队参加了 2015 年举行的 ICANN 第 52 次、第 53 次和第 54 次公共会议。

合同合规团队举行了三次标准会议，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也加入其中，与注册服务

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召开了面对面会议，还参加了多次会议和讨论。 
 
提醒一下，这三次标准会议是在周三举行的合同合规计划动态会议，以及在周四举

行的注册服务机构外展会议和注册管理机构外展会议。第一个会议将不同的 ICANN 
社群成员聚集到一起讨论最新动态，并直接与合同合规团队一起解决所有问题和疑

问，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大家共同参与讨论。星期四举行的两次“封闭式”会议重点

讨论了从上次公开会议之后学到的经验。 
 
合同合规团队还参加了九月份举行的 GDD 峰会，以及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部门 
(GSE) 和全球域名分部 (GDD) 合作完成的多次外展活动。 
 
请参阅我们的外展活动页，了解有关于 2015 年举行的会议的详细信

息：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compliance/outreach 
 
 

合同合规在线学习 
2015 年，ICANN 为增强人们对合同合规工作的认知，启动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

包括两项交付成果。第一项交付成果是一个关于“合同合规简介”的视频，介绍了 
ICANN 合同合规团队如何帮助解决域名注册问题。第二项交付成果是一张关于“什

么是合同合规投诉”的图表，对投诉范围和主要相关方进行了说明。视频和图表使

用以下八种语言提供：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日语、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http://www.icann.org/en/about/financials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compliance/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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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这项计划的认知度，ICANN 的沟通团队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针对不同语言、

国家/地区和域名持有者观众启动了一项活动。第一阶段是一个社交媒体活动，重

点在于提高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的浏览数量。第二阶段重点在于提高合同合规

网页的访问数量。 
 
以下是对合同合规视频综合活动结果的总结： 

• 总计 116,616 次浏览； 
• 在 ICANN 历史上所有平台上的视频中观看次数排名第 2（包括全部八种语言）。 

 
请访问以下合同合规网站进行查

看：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 
 
其他改进和活动 
2015 年，合同合规团队根据社群反馈意见，以及员工针对持续改进所提的建议，

实施了一系列流程、沟通和系统方面的改进工作。可以在下面的附录 A 中找到有关

改进工作的列表。 
 
还改进了合同合规月度公告板，以包括有关收到后结案的投诉数量，以及不需要向

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发送第 1 次问询或通知的投诉数量报告。例如，

在 2015 年，ICANN 共收到 48,106 起投诉，其中，ICANN 结案了 20,233 起不需要向

注册服务机构发送第 1 次问询或通知的投诉。造成在向签约方发送第 1 次问询或通

知之前投诉就已结案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投诉无效，或者认为签约方已经解

决了投诉中涉及的问题。 
 
ICANN 还实施了一些衡量标准，专门跟踪不应转发给签约方的无效的投诉、合规通知

或问询。这些投诉现已分别标记为“第 1 次通知/问询前已结案”和“ICANN 问题”。 
 
2015 年 ICANN 的一些问题包括： 

• 错误地重复发送通知 
• 在第 1 次通知/问询发送后收到投诉人发来的更新信息 
• 在第 1 次通知/问询发送后收到 ICANN 供应商发来的更新信息 
• 在第 1 次通知/问询发送后收到签约方发来的，之前未与合同合规部门共享

的更新信息。 
 
2015 年结案了 56 份解决代码为“ICANN 问题”的投诉单。 
 
请访问以下“绩效考核和报告”页面：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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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绩效考核 
下面这些图对 2015 年的绩效进行了总结，其中一些图还与 2014 年的绩效进行了比

较。绩效考核综合考虑投诉数量、处理时间（TAT，是签约方和 ICANN 从收到通知

单，到响应和关闭投诉所用的平均时间）、结案率、客户满意度和其他合规职能。 

请参阅位于以下链接的 ICANN“合同合规绩效报告”

页：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它通过月度公告板和报告，为社群提

供了有关合规活动的信息，每 13 个月更新一次。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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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顶部 

II. 2015 年注册服务机构合同合规摘要 

关于注册服务机构的合规性，2015 年是实施和监控《2013 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

(RAA) 遵从性的第二个十分忙碌的年份。我们在 2014 年与注册服务机构和社群成员

就新合规领域、员工培训和系统更新方面进行了大量外展活动，与之相比，2015 
年合同合规团队更加关注某些特定领域，包括滥用问题和对 WHOIS 信息错误要求

的更改。 
 
2015 年，合同合规团队参加了多项 WHOIS 准确度报告体系 (ARS) 活动。WHOIS ARS 
是一个反复评估 WHOIS 准确度并公开报告评估结果的框架。活动包括完成 WHOIS 
ARS 试点项目，并向 WHOIS ARS 团队提供反馈和学到的经验。合同合规团队与这个

团队紧密协作，为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制定测试标准，以确保遵守 RAA 和 ICANN 流
程。合同合规投诉处理系统已更新，改进了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的处理资源，以

容纳来自 WHOIS ARS 的一系列投诉，并提高整体绩效。合同合规团队将 WHOIS 
ARS 投诉分成两类：WHOIS 信息错误和 WHOIS 格式。有关 WHOIS ARS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WHOIS ARS 第 1 阶段报告：语法准确性。第 2 阶段报告草案位于以下链接

位置：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15-12-23-en。 

https://whois.icann.org/en/file/whoisars-phase1-report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15-12-2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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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合同合规团队继续进行了 WHOIS 质量审查 (QR) 监督工作。WHOIS QR 是
对以前结案的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进行审查，以确保持续履行合同义务。在 2015 
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共计执行了 1,209 次 WHOIS QR 审查，其中 32 起投诉需要重新

发送到注册服务机构，与去年发送到注册服务机构的投诉数量相比，下降了 50%。

在 2015 年的 WHOIS QR 工作中，有一家注册服务机构因不合规而收到违规通知。 
 
参与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 
合同合规团队积极参与了多个与注册服务机构相关的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其中

包括 2013 RAA WHOIS 准确度项目规格审核 (WAPS)、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 
(PPSAI) 工作组、注册服务机构域名转让政策 (IRTP) 的 C 和 D 部分、增强型 WHOIS 
实施、附加 WHOIS 信息政策和 WHOIS 公告，以及联系信息翻译与音译政策制定流

程工作组。 
 
2015 年最常见的问题 
下面列出了 ICANN 已解决的，与注册服务机构合规性有关的最常见问题。 
 
1.WHOIS 信息错误： 

• 注册服务机构根据 2009 RAA 要求，而不是 2013 RAA 要求来处理 WHOIS 信息

错误投诉。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的 WHOIS 准确度项目规格验证或确认 

WHOIS 信息。 
• 注册服务机构让经销商确认关于 ICANN 收到投诉的域名的 WHOIS 信息的准

确性，而不是提供来自注册人的确认。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为 WHOIS 信息更新或更改提供支持文档。 

 
2.滥用：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采取合理和及时的措施来适当地响应滥用报告，至少应将

有效的投诉转发给注册人。 
• 2013 RAA 不要求注册服务机构针对有效滥用投诉停用所涉及的每个域。 
• 根据 2013 RAA 的第 3.18.1 节规定，执法部门可能会在其管辖范围之外提出

对注册服务机构的投诉。 
• 根据 2009 RAA（没有滥用投诉相关要求）对注册服务机构进行滥用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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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注册服务机构域名转让政策 (IRTP)： 
• 迁出注册服务机构向联系人提供 AuthInfo 代码，而不是向注册域名持有

者提供。 
• 迁出注册服务机构不发送名为“注册服务机构转让（迁移）请求确认”

的授权书，或者将该授权书发给联系人，而不是注册域名持有者。 
• 使用授权书的注册服务机构未遵守 IRTP。 
• 注册服务机构要求注册域名持有者采取其他措施来申请转让的 AuthInfo 

代码，但该方式比更改域名服务器信息所需执行的步骤严格的多。 
 
4.续期/赎回、过期域名删除政策 (EDDP)、注册到期恢复政策 (ERRP)： 

• 注册服务机构依赖他们的经销商代表他们发送续期通知，不能确保通知能够

实际送达，以及副本是否得到保留。 
• 注册服务机构不遵守 ERRP 提供的 Web 发布义务。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按照 ERRP 的要求，在删除之前中断 DNS 解析路径。 
• 注册服务机构在域名过期当天将过期注册人 (RAE) 的域名改为自己的附属公

司或经销商，却没有向 RAE 提供有关过期和续订服务期限的明确信息。 
• 注册服务机构未向公共 WHOIS 中列出的注册人或管理联系人发送续订通知。 

 
5.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 UDRP 诉讼程序开始时，注册服务机构没有通过响应发送给他们的验证请求

与 UDRP 提供商合作。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维持诉讼程序中涉及的域名的现状，允许将这些域名转让

给其他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人。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在收到来自 UDRP 提供商的 UDRP 投诉后的两个工作日内，

锁定 UDRP 涉及的域名。 
•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在收到来自 UDRP 提供商的验证请求后的两个工作日内，

提供所需的信息。 
 
6.其他相关的域名注册问题： 

•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RAA 的要求维护记录，无法确保经销商维护记录，

从而无法在请求时提供这些记录。 
• 注册服务机构无法向 ICANN 提供他们声称发送给注册人的通信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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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15 年注册管理机构合同合规摘要 

2015 年，合同合规部门紧跟通用顶级域空间的不断扩展步伐，其中包括：从 2015 年 
1 月起签署并授权了大约 720 个新通用顶级域（截止到年底，签署并授权了大约 
1169 个通用顶级域，请参阅 http://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
status/delegated-strings），以及将多个以前授权的通用顶级域过渡到新的注册管

理机构协议。 

合同合规部门年初时审核了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对年度认证要求的遵守情况和滥用联

系信息的公布情况，并通过内部监督工作、处理投诉和监督外部来源（例如，行业

博客），继续监督对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第三方域文件访问

投诉和数据托管存储监控是合同合规部门在 2015 年进行的两个数量最大的处理领

域。请参阅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查看最新的合同合规部门绩效

报告。 

 

2015 年最常见的问题 
下面列出了 ICANN 已解决的，与注册管理机构合规性有关的最常见问题： 
 
1.第三方通过集中的域文件服务访问域文件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响应域文件访问请求。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因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不允许的原因拒绝访问。 

 
2.每日数据托管存储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不及时生成初始存储。 
• 数据托管代理未能将托管存储的每日通知发给 ICANN。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能将托管存储的每日通知发给 ICANN。 

 
3.服务水平协议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能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有关服务可用性和性能的规

定，达到所需的服务水平协议 (SLA) 要求。 
 
4.每月报告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提交所要求的每月报告。 
•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所提交的每月报告格式或内容不正确。 

 

  

http://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delegated-strings
http://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delegated-strings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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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 
2015 年，合同合规部门还帮助实施了多项跨职能工作。其中一些工作包括：(1) 最
终确定公益承诺争议解决常任专家小组成员，该小组现已包含七位成员（请参

阅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2015-06-03-en）；(2) 建立持续经

营方案 (COI) 修正服务（请参阅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3-2015- 
09-15-en），这项服务是由 ICANN 在 2015 年 9 月宣布的；以及 (3) 制定一个流程将

服务水平协议监控警报发送给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此外，合同合规部门还参与了多项与注册管理机构相关的政策工作和工作组，包括

实施增强型 WHOIS，保护所有通用顶级域中的 IGO 和 INGO 标识符，IGO-INGO 访问

有效权利保护机制、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指标报告，权利保护机制审核和新通

用顶级域后续程序。 

返回顶部 
 

IV. 合同合规风险和审计最新资讯 

 
ICANN 对签约方未遵守这些协议中的各项条款所导致的潜在风险进行定期审查。审

查结果，以及投诉的趋势和对外部来源（例如，行业博客）进行的监控都写入到审

计项目的最新资讯和修订版中。 
 
ICANN 针对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三年期审计项目 
2015 年 5 月，ICANN 以 92% 的抽样总体合规率完成了三年期审计项目的第三年审

计工作。 
 
在第三年中，有 316 家注册服务机构和五家旧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收到了参加

这项审核的信息征询通知。这 316 家注册服务机构包括来自最初被抽样的剩余 311 
家注册服务机构和第二年的 5 家注册服务机构。 
 
与在前几年接受了审计的注册服务机构拥有共同所有权，并且以相同的技术和方式

运营的注册服务机构，允许免于此次审计。如果注册服务机构以前没有接受过审计，

但却与被选中参加当前审计的其他注册服务机构拥有共同所有权，并以相同的技术

和方式运营，那么这些注册服务机构允许选择一家注册服务机构代表这一系列的小

组接受审计。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2015-06-03-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3-2015-%2009-15-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3-2015-%2009-1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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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年的审计项目中，180 家注册服务机构因满足上述标准而被免于审计。在第

二年的审计项目中，有相同数量的注册服务机构因相同的原因被免于审计。 
 
在第三年中，共有 14 家注册服务机构收到违规通知，而第二年中有 11 家。在第三

年中有 10 家注册服务机构要么是在接到违规通知后自行终止服务，要么因未响应

违规通知而被终止服务，相比之下，在第二年中，有 1 家注册服务机构在接到违规

通知后自行终止了服务，有 2 家注册服务机构由于未响应违规通知而被终止服务。 
 
总体来看，签约方在纠正在审计过程中确定的问题方面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请参

阅 2014 年合同合规第三年审计项目报告 ，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审计项目 
2015 年 9 月，ICANN 启动了一项扩展的注册服务机构审计项目，该项目重点关注根

据 2013 RAA 需履行的义务。最初采样总体包括 5 家在第三年“ICANN 针对注册服务

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三年期审计项目”中收到部分纠正报告的注册服务机构，以

及根据以下标准被选中的 62 家注册服务机构： 
 

• 以前未审计过的签约方 
• 根据管理下的域名数量，收到最多 3 次通知的签约方 
• 在最近 12 个月内收到违规通知的签约方 
• 具有最多失败数据托管存储的签约方 
• 响应 ICANN 要求的签约方 

 
请参阅以下链接，以了解更多信息：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udits-2012-02-25-en 
 
ICANN 新注册管理机构审计项目 
2015 年 7 月，ICANN 完成了第二轮新注册管理机构审计项目，对新通用顶级域针对

新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 ICANN 临时和共识性政策的遵从性进行了测试。有 11 个通用

顶级域被选中参加这轮审计。这轮审计工作已完成，审计结果是抽样总体全部合规。 
 
要获取发布的报告，请参阅以下链

接：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
report-2015-31mar15-en.pdf。 
 
返回顶部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audit-report-2014-13jul15-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udits-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report-2015-31mar15-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report-2015-31mar1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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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为支持合同合规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列表和系统改进： 
 
• 请求时自动发送掩盖了报告人员信息的匿名投诉； 
• 阐明并简化通信模板的措辞； 
• 为结案通知添加投诉单 ID 和标准化的主题标题； 
• 针对 ICANN 在第 1 次问询/通知期与结案通知期间收到的所有回复，提供自动的

确认电子邮件； 
• 确保向正确的注册服务机构联系人发送自动结案通知； 
• 向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有关未结案（和近期结案）的投诉单的周报； 
• 为由于“ICANN 问题”而结案的投诉帐户添加一个结案原因代码。 
• 将 compliance@icann.org 集成到投诉处理系统中 – 此集成将改进跟踪、跟进和

完成 compliance@icann.org 电子邮件地址收到的信件的过程。 
• 改进 WHOIS 查询工具，以实现增强型 WHOIS 通用顶级域。 
• 最终完成注册服务机构有关未结案（和近期结案）的投诉单的周报 – 此文件将

向签约方提供对未结案和近期结案的投诉单的分析。要申请获得周报，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 registrar@icann.org。 
• 其他速度/自动化改进 – 包括对脚本优化和模板自动化进行分析。 
• 修改了结案通知，使其涵盖投诉结案原因小结，以帮助明确解决方案。 
• 更新了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投诉网站的表格和模板，使其与 2015 年 7 

月 31 日生效的 UDRP 规则更新一致。 
• 为解决系统安全漏洞、改善系统功能，对软件进行了更新。 
• 根据 ICANN 和社群反馈，进一步对模板和结案代码进行改进。 
• 更新合规系统，以允许 WHOIS ARS 导入实用性工具，从而能基于更新后的 

WHOIS ARS 报告格式创建合规投诉单。 
• 增加模板自动化程度，以减少员工手动工作。 

 
 
 
  

mailto:compliance@icann.org
mailto:compliance@icann.org
mailto:registrar@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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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其他”类别中正式通知原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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