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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大事纪要 
 

提高透明度。2017 年初，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社群提出希望 ICANN 合

同合规部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并公布更多数据。请阅读下面的内容，了解我们为提高报告和

衡量标准方面的透明度所做的初步工作。 
 
合同支持。2017 年，为支持新通用顶级域项目，合同合规团队对意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执行了超过 605 次合规性检查，还执行了 668 次与注册服务机构相关的合规性检查。展开

这些检查的目的是在批准合同续订、签署新合同或更改缔约方的服务之前确保合同合规。

请阅读下面的内容，了解本团队为实施合同和政策以及通过协作方式积极解决不合规问题

所做的工作。  
 
投诉数量。2017 年的投诉数量比 2016 年增加了约 11%，主要是由于与 WHOIS 准确度报告

体系 (WHOIS ARS) 相关的投诉增多所致。2017 年，合同合规团队受理了 50,489 起投诉，

还主动执行了监控性质的审核，举办了外展活动，并完成了多项持续改进工作。下面的各

个部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具体工作。 
 
审计。2017 年，我们对签署 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的 114 家注册服务机

构展开了两轮审计，还对签署新版《注册管理机构协议》(RA) 的 31 个 gTLD 展开了两轮审

计，包括 17 个受适用于第 1 类 gTLD 的保护措施保护的顶级域。2017 年，审计团队审阅

了来自 75 个国家/地区 16 种语言的 11,000 多份文件。此外，截至 2017 年底，新版《注册

管理机构协议》的审计工作已覆盖 31 家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已签署该新版协议的

提供商共有 38 家）。由于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要为多家注册管理机构提供服务，因

此这项工作至关重要。  
 
发展与培训。我们在 2017 年所做的员工发展工作包括对全体员工开展 ICANN 合同合规培

训，开展 ICANN 内部软技能培训，同时员工还接受了各种外部认证和继续教育培训。

2017 年，我们有多名团队成员获得了合规与伦理专业一级认证以及企业道德与合规学会

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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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况 
合同合规部的 2018 财年预算为 460 万美元，减少了 3.9%。这些资金用于支付员工工资、

合同合规审计费用和差旅费用。共享服务部门的支持费用为 260 万美元，减少了 2.2%。 

 

 
 

有关 ICANN 2018 财年预算的详细信息，请访问此处。此处链接的资产组合管理体系提供

了有关合同合规资产组合以及配套支持项目的更多信息。为提高预算透明度，同时也考虑

到社群以前提出的公众意见，下面列出了项目预算和资源分配情况。 

 

下图按照四个主要预算类别显示了合同合规部 2018 财年预算的大致分配情况。 

 
 

 

 
 

 

 

下表显示了合同合规部 2018 财年预算中各个资产组合和项目的成本分配情况。 

 

专业服务
22%

人事
73%

管理和培训
2%

差旅和会议
3%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financia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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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会议和外展活动 
2017 年，合同合规团队参加了 ICANN 第 58 届、59 届和 60 届公共会议。在 ICANN 第 58 届

会议上，合同合规团队介绍了合同合规计划的最新情况，并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

构召开了非公开会议。合同合规团队在 ICANN 第 60 届会议上也与注册服务机构召开了一

场非公开会议。此外，本团队还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会面，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

运行机构举行了面对面会议，参与了社群的多场会议和讨论。 

 

2017 年 1 月，亚太地区 (APAC) 合同合规团队在新加坡的 ICANN 亚太地区区域办公室对东

南亚 (SEA) 注册服务机构举行了外展活动。此外，在 2017 年，APAC 合同合规团队还为中

国和韩国的注册服务机构举办了多场外展工作坊。 

 

合同合规团队还参加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全球域名分部峰会。合同合规团队不仅召开

了面对面会议，出席了很多其他会议，还与消费者保护团队和投诉官举行了圆桌会议。  

 

我们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对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举行了外展活动。合同合

规团队还与全球域名分部团队携手，与缔约方就合同合规相关事务展开了合作。  

 

有关所有外展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处。  

 

Project # Project Name FY18 Budget

Total

Portfolio Mgt 

System 

Resource 

Allocation %

FY18 Budget

Personnel

FY18 Budget 

Travel & 

Meetings

FY18 Budget

Professional 

Services

FY18 Budget

Admin

FY18 % of 

Budget

152052 Contractual Compliance for 

Registrars & Registries 

 $          2,617,986 69.5%  $          2,268,994  $       348,992 58.2%

152053 Contractual Compliance 

Administration &  Training

 $             674,679 17.2%  $             560,551  $           60,000  $       54,128 15.0%

152054 Contractual Compliance 

Reporting 

 $             136,659 3.3%  $             108,659  $         28,000 3.0%

152055 Contractual Compliance 

Outreach

 $             127,410 2.3%  $               74,410  $           53,000 2.8%

152056 Contractual Compliance Audit 

Program

 $             835,515 6.8%  $             220,515  $       615,000 18.6%

21000 ICANN 60 (Abu Dhabi)  $               20,250  $           20,250 0.4%

21800 ICANN 61 (Puerto Rico)  $               16,673  $           16,673 0.4%

12460 ICANN 62 (Panama)  $                 8,520  $             8,520 0.2%

15257 Contractual Compliance  

Improvements

 $               52,273 0.7%  $               21,273  $       31,000 1.2%

15258 Contract, Policy or  Working 

Group Efforts

 $               10,742 0.3%  $               10,742 0.2%

Total 4,500,707$          100.0% 3,265,144$           158,443$         991,992$        85,128$        100.0%

FY18  budget Breakdown 100.0% 0.73$                    0.04$               0.22$              0.02$            

Portfolio - Contractual Compliance Function

Portfolio - Contractual Compliance Initiatives  & Improvements

FY18 Project list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compliance-reporting-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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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条例与合同合规 
2017 年 11 月 2 日，ICANN 组织发布了合同合规部的一份声明，社群曾提出有关 ICANN 签

约方能否在遵守数据保护条例的同时遵循 ICANN 相关协议和政策的问题，该声明对此问

题做出了解答。将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是社群尤为

关注的热点。这份声明已在此处发布。ICANN 组织一直致力于与社群合作，以期共同找到

解决所提出问题的可行办法。有关数据保护和隐私的更多材料，请访问 ICANN 网站上的

此处。  

  

合同合规部在域名注册人支持方面所做的贡献  
2017 年夏季，合同合规团队成员加入了新成立的 ICANN 组织跨职能团队，该团队定期与

注册人互动沟通，他们已经在讨论使注册人增加相关知识和提高认识的途径。合同合规团

队为此处发布的新闻和最新资讯提供了内容，还对这里的新闻和资讯进行了审核。其目的

是让最终用户能够更好地了解注册人可以如何管理他们的域名。 

 

参与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 
2017 年，合同合规部继续参与了政策制定流程 (PDP) 工作组的工作及审核工作。工作内容

主要包括： 

o 参加实施审核小组的会议，并为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 PDP、联系信息翻译与音译

以及保护所有 gTLD 中的 IGO 和 INGO 标识符的计划及相关政策提供实施方面的支持。 

o 为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审核以及新通用顶级域 (gTLD) 后续流程 PDP 提供数

据和衡量标准。 

o 在针对所有 gTLD PDP 中所有权利保护机制 (RPM) 的审核中，对会议和次级小组的主题

进行审核， 

o 参与政策和项目进度的讨论和观察工作，以便为详尽 WHOIS 过渡政策、gTLD 注册数

据服务和注册目录访问协议试点项目做好合规方面的准备工作。 

o 提供合规方法方面的信息，参加 ICANN 举行的有关《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

范 11 (3)(b) 安全框架和公告的会议。 

o 帮助 ICANN 组织对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在多份公告中提出的建议进行回应，根据第

二轮 DNS 安全、稳定和弹性审核的要求提供支持。 

 

合同合规在线学习 
ICANN 组织发布了域名续期信息图表，以帮助社群了解相关知识，提高认识。该信息图表

已发布在此处。  

 

合同合规改进和相关举措 
提高合同合规性报告的透明度是 2017 年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之一。10 月，合同合规部发布

了改进版的月度公告板报告，新版报告提供了有关投诉主题的更多详细信息。合同合规部

还将合规性报告公开发布到 icann.org 上。此举符合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审核

小组、政府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的各种建议和要求。此外，合同合规团队还

推出了新的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2017 年所做的其他改进工作包括：为支持报告实现透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ntractual-compliance-statement-2017-11-02-en
https://www.icann.org/dataprotectionprivacy
https://www.icann.org/registrants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pliance-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news/blog/enhancing-transparency-in-contractual-compliance-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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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化对系统进行更新，为澄清投诉流程中的通信内容进行相应更新。附录 A 列出了更多相

关工作。  

 

2017 年度绩效考核 
在推出上面提到的新年度报告之后，此报告中将不再包含合同合规性的年度衡量标准和正

式通知列表。2017 年度合规性衡量标准报告已发布到此处。 

 

合同合规部注册服务机构计划摘要 
 

2017 年，合同合规团队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了针对注册服务机构举办外展活动、主动监

控和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核，以此来提高对 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的遵守

程度，其中包括 WHOIS 验证审核和主动对修正工作进行验证，以确保以前进行过问题修

正的缔约方持续合规。  

 

2017 年，合同合规团队继续参与了 WHOIS 准确度报告体系 (ARS)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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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合规团队收到了有关 WHOIS 

信息错误和 WHOIS 格式问题的投诉。本团队逐一处理了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同时还利

用 WHOIS 格式数据来选择要对其展开外展活动的目标注册服务机构。  

 

根据社群的反馈意见，合同合规团队已经开始在此处发布有关 WHOIS ARS 投诉的衡量标

准，针对在被投诉方未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便已结案的投诉和被投诉方至少接到一次通知的

投诉增加了衡量标准。有关 WHOIS AR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处的 WHOIS ARS。  

 

2017 年最常见的问题 
下面列出了 ICANN 组织所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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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的 WHOIS 准确度项目规范 (WAPS) 验证或确认 

WHOIS 信息。  

b. 注册服务机构不能区分 WAPS 中使用的术语“确认”（意思是确认或更正）和“验

证”（意思是确保数据符合标准）。  

c. 对于 ICANN 收到投诉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让分销商确认其 WHOIS 信息的准确

性，而不是提交由注册人提供的确认信息。  

d.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为 WHOIS 信息更新或更改提供支持文档。  

e.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在收到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后的 15 天内暂停域名，并且注册域

名持有者也未能按照 WAPS 的要求进行响应。  
 

2. 域名转移政策： 

a. 报告人员不知道对注册人信息进行重大变更将导致域名因注册人变更 (COR) 而被锁

定 60 天。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dashboard/report-list
https://whois.icann.org/en/whoisars-contractual-compliance-metrics
https://whois.icann.org/en/whois-ars-phase-2-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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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报告人员和注册服务机构不知道一旦因 COR 而进入 60 天的锁定期，将不能解除。  

c. 如果注册服务机构允许选择退出 60 天的锁定期，也必须在 COR 完成之前选择退

出。  

d. 报告人员不知道指定代理可以在不通知注册人的情况下批准 COR。  

e. 报告人员不知道注册服务机构可以提供选择退出 60 天锁定期的机会。 

f. 注册服务机构对不属于域名转移政策中所定义 COR 的 WHOIS 数据变更启动 60 天锁

定期。  

 

3. WHOIS 格式：  

a.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的《注册数据目录服务 (WHOIS) 规范》、《附加 

WHOIS 信息政策》(AWIP) 和以下公告中要求的格式显示 WHOIS 数据：针对适用注

册数据目录服务 (WHOIS) 规范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 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

认证协议》(RAA) 相关说明。  

b.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2013 RAA 或相关标准要求的语法显示 WHOIS 数据。  

 

4. 续期/赎回、过期域名删除政策 (EDDP)、注册到期恢复政策 (ERRP)：  

a. 注册服务机构依赖分销商代表他们发送续期通知，不能确保通知真正送达且副本得

以维护。 

b. 注册人无法通过分销商续订域名。  

c. 注册服务机构不遵守 ERRP 规定的 Web 发布义务。  

d. 注册服务机构没有按照 ERRP 的要求，在删除域名之前中断 DNS 解析路径。  

e. 注册服务机构在域名过期当天将过期注册人 (RAE) 的名称改为自己的附属公司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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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注册服务机构未向公共 WHOIS 中列出的注册人发送续订通知或未按照 ERRP 要求的

间隔向注册人发送续订通知。 

 

5. 滥用：  

a. 注册服务机构未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对滥用报告做出适当的响应，至少应要求注

册服务机构将有效的投诉转发给注册人。  

b. 报告人员不知道 2013 RAA 未要求注册服务机构暂停受到有效滥用投诉的每个域

名。  

c. 报告人员向 ICANN 组织提交投诉，但事先没有将涉嫌滥用的情况报告给注册服务

机构。  

 

6. 数据托管： 

a. 注册服务机构未按照 ICANN 组织指定的计划托管数据。 

b. 对于利用隐私或代理服务的域，签署了 2013 RAA 的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托管公共 

WHOIS 数据和潜在客户信息。 

c.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托管所管理范围内的全部通用顶级域的数据。 

 

7.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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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册服务机构未维持诉讼程序中涉及的域名的现状，结果导致这些域名转移给其他

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人或造成域名被删除。  

b. 注册服务机构在收到 UDRP 提供商的 UDRP 投诉后两个工作日内未锁定 UDRP 涉及

的域名。  

c. 注册服务机构在收到 UDRP 提供商的验证请求后两个工作日内未提供所需的信息。  

d. 加强 UDRP 提供商与注册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 

 

8. 其他相关的域名注册问题：  

a. 注册服务机构未能按照 RAA 的要求维护记录，无法确保分销商维护记录，从而无

法在相关方提出请求时提供这些记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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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合规部注册管理机构计划摘要 
 

在 2017 年初，合同合规部对新通用顶级域 (gTLD) 开展了年度审核，审核了新通用顶级域

对年度认证要求的遵守情况。我们通过处理在外部投诉、内部监控以及公开信息审核中发

现的问题，继续监控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及相关政策的整体遵守情况。ICANN 组织对大约 

750 个 gTLD 的合规情况进行了审核，从而确保认证的内容符合相关要求。针对发现的缺

少认证或认证不完整问题，我们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发送了大约 90 份合规性问询。 

 

我们已经为以下各项的实施和合规性监控做好准备： 

o 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数据目录服务标签和显示一致性政策（2017 年 8 月）； 

o 公告：《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1(3)(b)（2017 年 6 月）； 

o 《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2017 年通用修订案（2017 年 7 月）；以及 

o 注册数据访问协议试点项目（2017 年 9 月）。 

 

2017 年，ICANN 组织继续开展了《服务水平协议》(SLA) 监控通信方面的工作。在 2017 

年，SLA 中断触发了约 91 次合规性自动通信系统。 

 

在 2017 年合同合规部处理的注册管理机构相关问题中，第三方域文件访问投诉和数据托

管存储不完整仍然是问题量最大的两个领域。合同合规部还在 2017 年首次启用了公益承

诺争议解决政策常任专家组。在此处可查看月度、季度和年度衡量标准，在此处可查看合

同合规性通知。 

 

2017 年最常见的问题 
下面列出了 ICANN 组织所处理的与注册管理机构合规性有关的最常见问题： 

 

1. 第三方通过集中化域资料服务访问域文件 

a.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响应域文件访问请求。 

b.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因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不允许而拒绝或撤销访问。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https://features.icann.org/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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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日数据托管存储 

a. 数据托管代理未将托管存储的每日通知发给 ICANN 组织。 

b.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将托管存储的每日通知发给 ICANN 组织。 

c.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生成有效的数据托管存储。 

 

3. 年度合规性认证 

a.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提交针对《注册管理运行机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豁免》

或规范 13 所要求的年度合规性认证。 

b.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提交符合要求的年度合规性认证。 

 
4. 服务水平协议 

a.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未根据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有关服务可用性和性能的规定，提供

所需水平的服务。 

 

合同合规部风险和审计计划摘要 
 

2017 年度的审计工作重点在于 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和新版《注册管

理机构协议》(RA)。2017 年的两次 RAA 和 RA 审计总共对 114 家注册服务机构和 31 个新通

用顶级域进行了审核。2017 年，审计团队审阅了来自 75 个国家/地区 16 种语言的 11,000 

多份文件。截至 2017 年底，新版《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审计工作已覆盖 31 家注册管理

机构服务提供商（已签署该新版协议的提供商共有 38 家）。由于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

商可能为多家注册管理机构提供服务，因此这项工作至关重要。 

 
2017 年，ICANN 组织对审计计划和测试目标进行了审核，并根据从以往审计以及在投诉

处理和审核过程中学到的经验，对审计计划和测试目标进行了更新。可在此处查看审计计

划。  

 

ICANN 组织还更新了与审计相关的常见问题，增加了审计选择标准，发布了审计项目阶段

和时间表以及审计项目公告板，以提高审计工作的透明度。  

 

根据近期得到的反馈，在将来的审计中，还会发送审计前通知，不过该通知只会发送给在

审计范围内的缔约方，以便于安排资源。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审计项目 
截至 2017 年 7 月底，ICANN 组织已经完成了于 2016 年 9 月启动的审计工作。这轮审计工

作总共对 55 家注册服务机构进行了审计。其中 17 家注册服务机构收到了无问题审计报

告，2 家注册服务机构的认证在审计期间终止，还有 2 家注册服务机构的审计推迟到下一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audits-2012-02-2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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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其余 33 家注册服务机构收到了包含问题的审计报告，他们正在进行必要的更正，

以避免日后再存在不合规情况。如需查看已发布的审计报告，请访问此处。  

 

2017 年 9 月，ICANN 组织针对 59 家注册服务机构启动了另一轮 2013 RAA 审计工作。这轮

审计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预计将于 2018 年 3 月完成。在这 59 家注册服务机构中，有 26 

家是新选择的审计对象，将接受全面审计；还有 33 家在以前轮次的审计中接受过审计，

此次需要接受部分重新审计，以确认他们在上一轮审计后所实施的修正是否有效。有 2 家

注册服务机构在审计期间自愿终止了认证。 

 

ICANN 注册管理机构审计计划 
2017 年 1 月，ICANN 组织启动了另一轮新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审计，这次审计工

作已于 2017 年 8 月完成。此轮审计选择了 21 个新通用顶级域。  

 

审计发现其中 4 个新通用顶级域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不存在问题，10 家注册管理运行机

构因在修正阶段解决了问题而通过了此轮审计，其余 7 家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在审计完成后

仍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需在规定的日期内修正仍存在的问题，并将在

以后轮次的审计中再次接受审计，以确认目前存在问题的方面已经合规。如需查看已发布

的审计报告，请访问此处。   

 

10 个第 1 类字符串新通用顶级域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已于 2017 年 9 月收到了信息征询通

知，要求他们参加审计。新通用顶级域分为以下几类：健康与健身、政府固有职能、博

彩、金融、潜在网络欺凌/骚扰、专业服务和企业标识符。 

 

注册服务机构数据托管审计工作 
截至 2017 年底，ICANN 总计批准了 9 家数据托管提供商。如需查看数据托管提供商列

表，请访问此处。ICANN 组织与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向其存储数据的数据托管提供商合

作，其目的在于测试注册服务机构是否履行了其数据托管义务，并在所有 ICANN 批准的

数据托管提供商中建立一致的方法。  

 

ICANN 组织还继续进行主动监控，以衡量注册服务机构数据托管存储的完整性，其中包括

每个注册服务机构管理下的所有 gTLD 的存储。这项工作仅限于向 Iron Mountain 存储数据

的注册服务机构，占全部注册服务机构的 98%。 

 

应 ICANN 组织的要求，Iron Mountain 对注册服务机构的托管文件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审

核，此举是 ICANN 持续展开主动监控的一种形式。ICANN 组织重点关注了在此期间收到第 

3 次通知或违规通知的注册服务机构。此次审核对于确保注册人数据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2017 年，ICANN 组织要求对收到第 3 次通知或违规通知的 105 家注册服务机构进行数据托

管存储审计。在这 105 家注册服务机构中，约有一半注册服务机构的数据托管存储存在问

题，大部分问题都与存储不完整，以及缺少使用隐私和代理服务的域信息有关。所有问题

都进行了修正，并接受了重新测试。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mpliance-registrar-audit-report-2016-20jun17-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contractual-compliance-ra-audit-report-2017-11sep17-en.pdf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data-es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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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下面列举了为支持合同合规计划和改进所采取的措施  
o 更新 icann.org 上的投诉表和合同合规页面。 

o 更新整合的出票系统，以改进更改投诉类型时的投诉处理流程。 

o 通过进行更新减少无效的自动结案。  

o 更新解决状态代码，以改进沟通、衡量标准和报告。 

o 通过进行更新让相关方能够更好地了解对已结案投诉的响应。 

o 为报告人员和缔约方更新了多种投诉类型的通信模板。 

o 如果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的提交时间与针对同一域名的另一投诉时间相隔少于 45 

天，则取消对此 WHOIS 信息错误投诉的自动结案处理，以允许同一注册服务机构或其

他注册服务机构解决信息错误问题。 

o 对系统进行了更新，以捕获和报告更详细的数据。 

o 自动的电子邮件运行监控。 

o 对系统进行了更新，以监控从全球域名分部门户迁移到域名服务门户的注册管理机构

联系数据。 

o 创建内部的按需报告，以在实施期间识别所有待处理投诉。 

o 对系统进行了更新，针对在网上投诉单中输入时出现格式错误的域名投诉，减少自动

结案处理。 

o 在 icann.org 上改进了多种投诉类型的网上投诉单。 

o 在 icann.org 上对“合同合规计划”页面中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合同义

务进行了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