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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英才计划：申请流程审查 
支撑研究 

背景信息： 

随着 ICANN 英才计划十周年庆的临近，发展和公共责任部希望评估并进一步完善这一成功举措，

以确保该计划能够继续蓬勃发展，同时满足 ICANN 社群的需求。本次审查的基本要求是确保英才

遴选流程负责、透明且独立，同时继续加强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英才计划于 2007 年启动时，其首要目标是通过将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带入 ICANN，来做出体现 
ICANN 全球社群意愿的更加包容的决策，从而在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特别是政府以及国家

和地区顶级域）下培养社群的能力。在设计该计划的过程中，项目小组研究了一些其他类似组织

当前开展的奖金计划，以及他们为整个申请流程所做的努力。他们发现，大部分这类计划都优先

考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此外，英才计划启动时，经济需求似乎在潜在学员面临的所有其

他障碍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一直以来，ICANN 都将奖学金授予来自世界银行确定为“低收

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候选人，以确保评估流程的客观性、透明

度和独立性。ICANN 随后于 2011 年添加了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名单，以便在考虑经济劣势的

同时考虑地理位置劣势。 

ICANN 使用的世界银行国家和贷款组别名单会在每年 7 月 1 日更新。在过去数年间，许多之前分

组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已移入高收入国家名单。就英才计划而言，这让事情变得棘手。尽管

整体国家经济状况有所进步，但从互联网生态系统和 ICANN 的角度来看，身处这些国家的个人通

常仍会被视为服务欠缺和/或弱势社群的一员。因此，ICANN 英才计划正在失去来自根据当前标准

和评估机制删除的这些国家的具有潜力的候选人。 

本文档为研究摘要，开展该研究的目的在于弄清楚改进 ICANN 英才计划申请人资格标准和遴选流

程的可能机会。该研究首先会分析一些类似奖金计划的申请人遴选标准，将之与 ICANN 的方法进

行比较，然后重新审视英才计划的首要目标和目的、立场声明，以及其他可改进英才计划遴选标

准的可能性。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and-lending-group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ids/memberstates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and-lending-groups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378834-how-does-the-world-bank-classify-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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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审视类似奖金计划的遴选标准 

此表旨在通过列出各个计划（与 ICANN 英才计划类似）的比较遴选标准来简化对相关申请人评估

方法的比较。 

A. 互联网生态系统内的计划 

计划和组织

名称 
资格条件或遴选标准（“服

务欠缺社群”、“包容性”

等方面） 

其他标准 更多信息 

哈佛大学伯

克曼互联网

与社会研究

中心（实习

计划） 

背景、文化、经验、国籍、

宗教信仰、性取向等方面的

多样性。优先考虑：有色人

种、女性、LGBTQIA 社群、

残障人士以及来自各个学科

和方法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

业者。 

有关个人技能

和资历的其他

要求（参见 
此处） 

关于计划：此处  

日内瓦互联

网平台

（Diplo 基金

会）能力建

设计划 

能力建设；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年轻 IG 专业人员（未提供

“发展中国家”名单和年龄

范围） 

 更多信息：此处 
 
有关 Diplo 基金会能力建设计划

的更多信息：此处和此处  
 
未提供“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或

名单 
ITU；用于参

加“应急通

信全球 
论坛” 
(GET-2016) 
的奖学金 

人均 GDP 低于 2,000 美元的

国家   
 
ITU，注重“数字包容性”，

这意味着针对具有特定需求

人群（包括原住民和生活在

偏远地区的人群；残障人

士；妇女和女孩；以及 
青年和儿童）的社会和经济

发展提高 ICT 的可用性和使

用率。 
 
ITU 还拥有特别计划，适用

于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应

急通信在数个关键优先领域

向 LDC 和 SIDS 提供有针对

性的（参见此处）且高度差

异化的协助。 

以智能可持续

发展模式 
(SSDM) 计划为

依据，该计划

“力图确保将

信息和通信技

术用于发展以

及用于旨在改

善全球数百万

人生活的灾难

管理。” 

资格标准：此处 
 
有关数字包容性的更多信息： 
此处  
 
ITU 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此处 
 
关于针对 LDC 和 SIDS 的特别计

划：此处 
 
ITU SIDS 名单：此处 
 
 
ITU LDC 定义：此处 
 

https://cyber.law.harvard.edu/getinvolved/internships_summer
https://cyber.law.harvard.edu/getinvolved/internships_summer
http://giplatform.org/gic/genevamessage
http://www.diplomacy.edu/capacity/more
http://www.diplomacy.edu/blog/what-difference-between-training-and-capacity-development
http://www.itu.int/en/ITU-D/Emergency-Telecommunications/Pages/Events/2016/GET-2016.aspx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cdp/cdp_ldcs_countryfacts.shtml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SIDS.aspx
http://www.itu.int/en/ITU-D/Emergency-Telecommunication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Emergency-Telecommunication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Initiatives/SSD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Initiatives/SSD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Initiatives/SSD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Emergency-Telecommunications/Documents/2016/GET/RegistrationInfo.pdf
http://www.itu.int/en/ITU-D/Digital-Inclusion/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net/itunews/ldc-lis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SIDS.aspx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Who_Are_LDC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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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组织

名称 
资格条件或遴选标准（“服

务欠缺社群”、“包容性”

等方面） 

其他标准 更多信息 

 
ITU 分类为“拥有特殊需求

的国家”的国家。这些国家

是指经历了武装冲突、内乱

或战争时期且电信基础设施

遭到大量破坏的国家。 
互联网治理

论坛 (IGF) 大
使计划 

机会均等，适用于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LDC，联合国定义）、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未提供名单） 

 有关 IGF 的更多信息：此次。 
 
 
IGF 大使计划的资格标准： 
此处。 

IGF 多利益

相关方咨询

团体 (MAG) 

MAG 成员遴选标准旨在实现

所有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的

平衡，并根据已确立的程序

维持区域代表性和性别代表

性。（有关资格标准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此处） 
 

同时列出了具

体资历要求。

例如：与自己

所在的利益相

关方团体有广

泛联系；经证

实的团队合作

能力；积极参

与进行中的 IGF 
流程；在互联

网治理问题方

面拥有经验和

专长；愿意从

事志愿工作。

（详细列表见

此处） 

资助 MAG 成员的 IGF 资格标准

可参见此处。 

国际互联网

协会 (ISOC) 
IETF 奖学金 

发展中国家 
（未提供定义） 
 
国际互联网协会 IETF 奖学金

属于下一代领导者项目 
(NGL)，仅面向来自并居住在

发展中国家（且该发展中国

家一直以来对 IETF 的参与率

非常低）的人员开放。未提

供这些国家的名单。 
 
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拥有

能够为 IETF 工作做出贡献的

技术技能和经验并能够提升

精选关键 
问题： 
访问 
国家和地区顶

级域 (ccTLD) 
互联和流量交

换 (ITE) 
互联网交换点 
(IXP) 
 
在本地或地区

级别对数据通

信社群做出贡

献的个人 

有关国际互联网协会互联网工程

任务组 (IETF) 计划奖学金的更多

信息：此处。 
 
ITEF 奖学金遴选标准可在此处和

此处找到。 
 
有关 NGL 项目的更多信息： 
此处。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Countries_In_Special_Need.aspx
http://www.itu.int/en/ITU-D/LDCs/Pages/Countries_In_Special_Need.aspx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at-we-do/education-and-leadership-programmes/next-generation-leaders/igf-ambassadors-programme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at-we-do/education-and-leadership-programmes/next-generation-leaders/igf-ambassadors-programme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cdp/cdp_ldcs_countryfacts.shtml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aboutigf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at-we-do/education-and-leadership-programmes/next-generation-leaders/igf-ambassadors-programme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magabout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175-igf-2015/2041-mag-terms-of-reference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mag/2144-eligibility-criteria-for-funding-a-participant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175-igf-2015/2041-mag-terms-of-reference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mag/2144-eligibility-criteria-for-funding-a-participant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next-generation-leaders-faq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next-generation-leaders-faq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at-we-do/education-and-leadership-programmes/ietf-and-ois-programmes/internet-society-fellowship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node/9476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doc/ietf-95-fellowship-self-assessment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at-we-do/leadership-programmes/next-generation-leaders-ngl-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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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组织

名称 
资格条件或遴选标准（“服

务欠缺社群”、“包容性”

等方面） 

其他标准 更多信息 

意见的多样性。但是，对于 
IETF 奖学金，“当前限制来

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

术专家参加”，请参见 
此处。 
 
（未提供新兴或发展中经济

体的定义。但更多信息可点

击此处） 

对于 NGL 项
目：年龄在 
*20-40 岁之间

的年轻互联网

专业人员；致

力于国际互联

网协会的使命 
 
专业知识的多

样性：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术

界、公共部

门、行业和民

间组织。 
开放技术 
基金会 

 易受攻击的个

人或团体，通

常由压制环境

中审查和监管

的快速升级导

致。易受攻击

的团体包括记

者、人权捍卫

者、NGO、活

动家、博客博

主和其他面临

数字威胁的 
团体。 

 
有关快速响应奖学金的更多 
信息：
https://www.opentech.fund/fello
wships/rrfp此处 
 
 
申请表格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at-we-do/education-and-leadership-programmes/ietf-and-ois-programmes/internet-society-fellowship
https://www.opentech.fund/fellowships/rrfp
https://www.opentech.fund/fellowships/rrfp
https://www.opentech.fund/apply/fellowship?field_application_request=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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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互联网生态系统外的计划 

计划和组织

名称 
资格条件或遴选标准

（“服务欠缺社群”、

“包容性”等方面） 

其他标准 更多信息 

世界贸易组

织实习计划 
WTO 的工作主要聚焦发

展中国家。（WTO 成员

国将其发展状况定义为

发展中或发达。在 WTO 
网站上无法找到其列出

的当前为发展中国家的

名单。） 
 
许多 WTO 实习计划专为 
LDC 设计，请参见 
此处。WTO LDC 名单可

在此处找到。 

WTO 实习计划资格 
标准： 
从 WTO 成员国以及进入

入世谈判的国家和关税区

的国民中招募实习生。更

多信息可点击此处。 
 
加入 WTO 实习计划的资

格为：1) 已经是 WTO 成
员的 LDC 或发展中国家的

国民；或 2) 进入加入 
WTO 进程的国家或关税

区的国民。更多信息请参

见此处 

没有 WTO 对“发达”或

“发展中”国家的定义。

WTO 中的发展中国家基于

自主选择指定，但不一定

会被所有 WTO 机构自动接

受。更多信息：此处。 
 
WTO 成员国名单：此处。
 
WTO 成员国将其发展状况

定义为发展中或发达。在 
WTO 网站上无法找到其列

出的当前为发展中国家的

名单。 
 
许多 WTO 实习计划专为 
LDC 设计，请参见此处。

WTO LDC 名单提取自联合

国的相关名单，可在此处

找到。另外，此处提供有

关联合国如何定义 LDC 及
其在身份确认中所使用的

指标的更多信息。 
UNESCO-IHE 
计划斯伦贝

谢基金会奖

学金  

来自发展中和新兴经济

体的女性。更多信息：

此处。（使用联合国人

类发展指数 (HDI) 验证 
资格。） 

 有关该计划的更多信息：

此处。 
 
“未来教职”重点关注发

展中和新兴国家。评定一

个国家是属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还是新兴国家

是复杂且通常会引起争议

的话题。 
 
UNESCO SIDS 名单 
 
“未来教职”不会利用单

一来源或名单进行资格确

认，相反，该计划会使用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train_e/trainee_programmes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7_e.htm
http://scholarship-positions.com/internship-at-world-trade-organization-for-postgraduate-university-students-usa/2011/03/11/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cc_internship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1who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7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7_e.htm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cdp/ldc_info.shtml
https://www.unesco-ihe.org/news/call-applications-fellowships-2016-2017-women
https://www.unesco-ihe.org/news/call-applications-fellowships-2016-2017-women
https://www.fftf.slb.com/Summary_Eligibility_Criteria.pdf
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q=income+inequality&id=365.%20UN%E2%80%99s%20Inequality-adjusted%20Human%20Development%20Index
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q=income+inequality&id=365.%20UN%E2%80%99s%20Inequality-adjusted%20Human%20Development%20Index
https://www.unesco-ihe.org/news/call-applications-fellowships-2016-2017-women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priority-areas/sids/about-unesco-and-sids/sid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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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组织

名称 
资格条件或遴选标准

（“服务欠缺社群”、

“包容性”等方面） 

其他标准 更多信息 

多个来源构成其合格国家

名单，以便能够考虑到与

科学、性别和教育等相关

的发展状况。 
最重要的考虑来源是联合

国人类发展指数 (HDI)，其

中包括性别发展和性别赋

权指数以及成人教育水平

指标。发展中国家定义为

在联合国 HDI 中得分为中

或低的国家。偶尔会向来

自新兴国家（即 HDI 增长

率得分高的国家）的申请

授予奖金，条件是该国家

在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

中得分低。“未来教职”

国家名单每年审查一次，

随着发展水平的浮动，一

个国家可能某一年在名单

中，下一年却不在名单

中，反之亦然。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名单 
 
UNDP 人类发展报告 2015 
 
整体 HDI 排名（国家名

单）2014 
 
按指标、年份和国家排列

的所有 HDI 2015 数据  
 
交互式 HDI 分布图  
 
有关 HDI 计算方法和原始

数据的更多信息 

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index-hdi
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index-hdi
http://hdr.undp.org/en/content/developing-regions
http://report.hdr.undp.org/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anking.pdf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anking.pdf
http://hdr.undp.org/en/data
http://hdr.undp.org/en/data
http://hdr.undp.org/en/countries
http://hdr.undp.org/en/content/calculating-indices
http://hdr.undp.org/en/content/calculating-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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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组织

名称 
资格条件或遴选标准

（“服务欠缺社群”、

“包容性”等方面） 

其他标准 更多信息 

国际气候保

护奖学金

（洪堡基 
金会）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更多信息：此处。

（发展中国家名单可参

见此处。未提供 
“新兴经济体”的名单

或定义） 

 “发展中国家”名单：此

处。此发展中国家名单基

于 OECD 发展援助 
委员会 (DAC) 提供的信

息。对于国际气候保护奖

学金计划，此名单已排除

欧洲范围内的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 
 
有关该奖学金计划的更多

信息：此处。 
德国的天主

教学术交流

中心 (KAAD) 
奖学金  

非洲、亚洲、中东或拉

美的发展中或新兴国

家。每个地区的国家列

于此处。 

 KAAD 奖学金面向研究

生、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学

术界人士和对德国研究生

学习（或研究访问）感兴

趣的学术界人士。更多信

息：此处。 
阿加汗基金

会国际奖学

金计划 

 南亚特定国家，列于 
此处。 
接受 30 岁以下的申 
请人。 
真实的经济需求 
有说服力且相关的简历。

参见此处。 
 
居住地要求： 
该基金会仅接受居住在特

定国家的合资格国民（提

供名单）提交的申请，这

些国家内必须设有处理申

请和面试候选人的本地阿

加汗基金会 (AKF)、阿加

汗教育中心 (AKES) 或阿

加汗教育委员会 (AKEB) 
办事处。 

 
 

联合国  
RAF 纪念奖

学金，适用

于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 
记者 

 仅 35 个国家有申请资

格，但网站上并未列出。

年龄限制为 35 岁。更多

信息：此处 
 

记者奖学金计划最初由联

合国大会于 1980 年设立，

其目的在于让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初级和中级记者能

够接触到该组织的工作。

更多信息：此处。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docs/F11543/guidelines_icf.pdf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docs/F11543/guidelines_icf.pdf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docs/F11543/guidelines_icf.pdf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docs/F24140/list_of_countries.pdf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docs/F24140/list_of_countries.pdf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pls/web/docs/F24140/list_of_countries.pdf
https://www.humboldt-foundation.de/web/icf.html
http://www.kaadbonn.de/
http://kaad.de/1/scholarships/scholarship-program-1/
http://kaad.de/1/scholarships/scholarship-program-1/
http://www.akdn.org/akf_scholarships.asp
http://www.akdn.org/akf_scholarships.asp
http://www.akdn.org/akf_scholarships.asp
http://www.akdn.org/akf_scholarships.asp
http://outreach.un.org/raf/2015/01/15/background-information/
http://outreach.un.org/raf/2015/01/15/background-information/
http://outreach.un.org/raf/2015/01/15/background-information/
http://outreach.un.org/raf/2015/01/15/background-information/
http://outreach.un.org/raf/2015/01/15/background-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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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亮点： 

 为了维持和提高政策制定会议参与者的多样性以及让服务欠缺社群的声音能够被决策者听

到，互联网生态系统内的大部分组织似乎都将自己与通常定义的发展目标（例如 UNGA 可
持续发展目标或千年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用于验证“发展状况”的指标似乎通常由经济

因素决定。也许因为这是最容易衡量的因素。同类标准似乎也被用于识别“服务欠缺社

群”。因此，大部分组织选择支持来自各种“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最不

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参与者。一些组织还包括来自确定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或

部分内陆国家的候选人，添加最后这两个组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交通设施便利程度的

差异考虑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各个组织用于识别“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指标并非始终一致。一些组织

（例如 ICANN）使用世界银行的相关名单。其他一些组织则使用联合国生成的有关国家 
GDP 的原始数据及其他信息，但其拥有自己的体系，可使用这些数据创建自己的规则来生

成国家名单。在某些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中，成员国自行将其发展状况确定为“发

达”、“发展中”或“最不发达”。大部分组织似乎都使用联合国的数据作为识别“发展

中国家”的依据，该数据可在此处找到。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这两个名单也很常用。一些组织还使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 

 
 在所有情况中，由经济决定申请资格的指标显然都不足以确认候选人是否来自“服务欠缺

社群”。即使经济问题被视为识别服务欠缺社群的最佳指标，但仅使用“发展中国家”名

单可能还不够。 
 
 对于某些组织而言，增加“新兴经济体”名单似乎可以轻松解决问题。但找到可靠的“新

兴经济体”名单同样极具挑战性。当前广泛使用的部分数据来源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TSE 集团、MSCI、罗素投资、S&P、道琼斯公司和哥伦比亚大学新兴市场全球参与者名

单 (EMGP)。此外，年度 HDI 平均增长率可用作区别“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的良好指标。但此方法也没能解决在经济发展方面区分个人及对应国家整体发展状况

的挑战。 
 
 有多个指标可用于确认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此外，根据与组织目标更相关的发展

方面，如何基于这些特定方面对国家进行排名也可成为额外的有用评估机制。联合国人类

发展指数 (HDI) 似乎包括各种重要因素（例如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生活标准、预期

寿命的信息），可用于分别根据每个因素对国家进行排名。此外，还可以选择性使用人类

发展报告的其他指标，例如人类发展趋势、性别发展、不平等调整、性别不平等和多维贫

困指数等。 
 
 HDI 的“多维贫困指数”是用于识别更有可能拥有“服务欠缺人群”的国家的良好指标。

请参见本文档表 6。 
 

http://hdr.undp.org/en/content/developing-regions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cdp/cdp_ldcs_countryfacts.shtml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ids/memberstates
http://hdr.undp.org/en/data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index.htm
http://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TSE-Country-Classification-Update_latest.pdf
https://www.msci.com/emerging-markets
http://www.russell.com/documents/indexes/construction-methodology-global-indexes.pdf
http://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emerging-markets-core
http://www.djindexes.com/emergingmarkets/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emgp/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emgp/
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index-hdi
http://hdr.undp.org/en/data
http://hdr.undp.org/en/data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GDI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IHDI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GII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MPI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MPI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ank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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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UNESCO 财务委员会一致同意支持以下呼吁：改变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家发展

状况进行分类的做法。“我们提倡修订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组织推广的根据 GDP 将国家

从经济方面分类为小、中和大的做法，因为它没有反映每个国家内部在收入、贫困级别以

及不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除经济和地理因素外，种族和性别也会带来不平等。因此，一些组织优先考虑选择少数群

体候选人，即使这些候选人属于发达国家。少数群体包括有色人种、女性、原住民、

LGBTQIA 社群和残障人士。 
 
 大部分组织还自行创建特定标准，以确保实现其独特的战略目标。例如：从拥有特定专业

领域或具有特定专长的人群中选择；从特定年龄组的人群中选择；从参与率低的国家中选

择；以可持续发展目标、WSIS+10 准则等为依据定义标准。另外，还可以更大程度地以价

值为依据，根据所列出的具体资历和技能要求来评定申请资格。 
 

 英语不够熟练似乎会成为另一障碍，导致部分申请人成为“代表人数不足”或“弱势”社

群中的一员。尚不清楚各个组织如何解决此问题。 

http://kris-rampersad.blogspot.com/2015/10/unesco-finance-commission-unanimous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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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重新审视定义和目标  

ICANN 英才计划的当前目标与网站上列出的说明： 

计划首要目标：通过将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带入 ICANN，来做出体现 ICANN 全球社群意愿的更加包

容的决策，从而不断改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下表将特定目标与对应成果联系起来，以确定优势领域并突出待改进领域。 

ICANN 英才计划目标 当前声明 当前措施 改进机会 
多样性（就感兴趣领

域和专业知识而言） 
“本计划旨在构

建更广泛、更具

地区多样性的有

识选区”，引用

来源：此处。 

申请人的排名依据为

其对列于此处的多个

问题的回答，这些问

题可反映他们在 
兴趣和专长方面的多

样性。 

可在遴选标准中更明确地体

现此优先级。可改进申请表

格，以获取更相关的数据。

多样性（就种族、性

别、民族、地理区域

等而言） 

“本计划旨在通

过吸引全球欠发

达地区的参与，

构建更广泛、更

具地区多样性的

有识选区”，引

用来源：此处。 

优先考虑女性 
优先考虑多个国家的

申请人 
 
相应地区内申请人的

排名依据为优先考虑

对象（数据来源）及

其对列于此处的多个

问题的回答。 
 
我们将重点考虑本轮

英才计划申请中来自

相应 ICANN 会议举办

地的候选人。 
（来源） 

为避免因不慎疏忽而造成对

合适候选人的歧视，吸引更

多候选人参与其中，进而推

进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

型下的能力建设，遴选不能

排除来自新兴经济体甚至发

达国家的候选人。 
 
同时，为了制定更加完善、

可靠的改进方法来对候选人

进行审核，可以通过更具战

略意义的方式将遴选标准与

目标联系起来。 

包容性，“支持历史

上代表人数不足的社

群参与”  
（来自本文档） 

“通过吸引全球

欠发达地区的参

与”，引用来

源：此处 
 

选择来自欠发达国

家、发展中国家和 
SIDS 的学员。 

来自“欠发达地区”并不会

自动包括所有服务欠缺社群

和代表人数不足社群。因

此，应改进遴选标准，以便

更好地识别来自服务欠缺社

群的申请人。 
推进 ICANN 多利益相

关方模型下的能力建

设，提高全球参与度 

推进 ICANN 多利

益相关方模型下

的能力建设，引

用来源：此处。 
 
 
 
 
 

 英才计划议程，学员

将通过计划获得的体

验（参见此处） 

英才计划的投资回报是指：

学员应持续参与并回馈社

群，从而为能力建设工作做

出贡献。因此，可改进遴选

机制，以选择更有可能持续

参与、保持活跃并回馈 
ICANN 社群的候选人。 

https://www.icann.org/fellowshipprogram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mittee-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fellowshipprogram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mittee-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mittee-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terms-conditions-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fellowshipprogram
https://www.icann.org/fellowshipprogram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terms-conditions-2012-02-2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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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英才计划目标 当前声明 当前措施 改进机会 
选中的申请人符

合以下条件： 
1. 支持 ICANN 董
事会和工作人员

的工作，视需要

向他们提供英才

计划项目规划、

实施和评估工作

的相关信息和 
反馈。 
2.开展支持英才

计划项目的外展

活动，积极培养

遴选委员会的接

班人。 
 
来源 

合理、有效、不断改

进（引用来源： 
此处） 
 
透明 
 
负责 

经过经济情况调

查的计划（通过

使用外部来源确

认国家资格）  
 
定期更改和更新

（例如：添加 
SIDS） 
 

申请人必须是列入世

界银行低收入、中等

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

收入经济体分类，或

列入联合国发展中和

最不发达国家三 (3) 大
组别之一，或来自 
SIDN 的合格国家的 
公民 

可改进计划遴选标准，确保

采用更成熟、更具包容性的

方法来确定合适的候选人。

确保所采用的方法不会不慎

地基于任意国家列表而对申

请人造成歧视。另外，确保

采用更以目标为导向和以价

值为基础的方法。 

 

突出组织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 ICANN 声明摘录  

• ICANN 政策制定的核心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这是用于政策制定和国际参与的基于社

群、以共识为导向的方法。此模型的理念在于，互联网的治理应切合互联网本身的结构特

点：无国界，对所有人开放。来源。 
• ICANN 方法必须“合理、有效且不断改进。”这意味着它必须“包容、明智、透明、灵

活、创新、成本合理、可辅助、可靠且可审查。”来源。 
• 务必“让全球社群都能加入参与性决策过程”来源。 
• “ICANN 可以支持历史上代表人数不足的社群参与”  
• 可以“利用集中的多元化利益、社群、个人和国家/地区，制定旨在提高 ICANN 代表性、

透明度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流程。”来源。 
• “公众论坛不仅要适应更多样化和数量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还必须适应更多样化和数量更

多的问题，例如，新 gTLD 项目所产生的问题以及诸如隐私和数据安全等新涌现的话题”

来源。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committee-2012-02-25-en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sites/default/files/assets/alses-beginners-guide-02jun14-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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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在参与方面有两大任务：1) 开展全球外展活动，提高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对 ICANN 
及其角色的认识；以及 2) 建立可利用和确保公众持续参与 ICANN 的参与机制来源。 

• 在各级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寻求和支持广泛而知情的参与，以此体现互联网在功能、

地域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来源。 

定义“服务欠缺社群”： 

本报告研究的各个本地组织和国际组织用于定义“服务欠缺社群”的表述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因

素有关，这些因素妨碍个人发展其全部能力并让他们无法受益于原本可以获得的服务，相关因素

包括贫困、种族、民族、年龄、性别、肢体残障，以及收入、卫生和缺少医疗保障或服务（例如

基本教育、健康服务和公共交通）的常见来源等因素。服务欠缺人群通常面临参与政策制定流程

的障碍。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提供的定义包括以下人群：(1) 地理上与服务提供商隔绝的人群；(2) 语言

上与服务提供商隔绝的人群；(3) 文化上和社会上与郡县和国家机构隔绝的人群；以及/或者 (4) 社
会和经济资源有限而无法获得可用服务的人群。 

旨在为服务欠缺地区提供服务的、与 ICANN 英才计划类似的国际项目选择最符合其目标的那部分

定义。许多项目将贫困锁定为主要指标，并因而将此定义与发展状况确定为最不发达或发展中的

地区联系起来。但正如 ICANN 的麦克·祖普克 (Mike Zupke) 在其演讲“为服务欠缺地区的 DNS 行
业提供支持”（ICANN #49，新加坡，2014 年 3 月）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使用此术语（服务欠

缺地区）的原因在于，这些挑战并非一定是某个经济体或地理区域特有的，但我们意识到，在我

们发现存在为市场提供更好服务机会的任何特定地区都有可能存在挑战。” 

定义“能力建设”： 

根据解决 ICANN 内能力建设问题的一般会员提案 － 2012 工作空间，“无法在不审查 ICANN 核心

职能的情况下定义能力建设的性质，ICANN 核心职能主要协调以下方面：  

• 互联网的三组唯一标识符的分配与指定，这三组唯一标识符是： 

o 域名； 
o 互联网协议地址和自主系统编号； 
o 协议端口和参数编号； 

• 域名系统根名称服务器系统的运行和发展； 
• 合理适当地协调有关这些技术职能的政策制定。 

对于在 ICANN 内建设能力以及让全球社群实现有意义的参与有明确需求。有意义的参

与是指能够理解问题，并参与相关问题的有建设性且充满活力的对话。互联网世界的

构造十分复杂，就 ICANN 的特定协调方面而言，对此类能力建设计划的方法进行恰当

梳理以适应 ICANN 不断增长的需求在本质上十分重要。”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en
https://singapore49.icann.org/en/schedule/wed-dns-underserved/transcript-dns-underserved-26mar14-en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mprove/At-Large+Proposal+to+Address+Capacity+Building+within+ICANN+-+2012+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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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声明，其提供“用于支持利益相关方披露、理解、监督合同信息并采取相关行动的能力建

设”。并且它为“公众参与公共合同提供资金支持”。在文档《探寻 21 世纪的 ICANN》中，“有

意义的参与 ICANN”被称之为 ICANN 能力建设计划的目标。 

 

就英才计划而言，推进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的能力建设是该计划的首要目标，这意味着通

过将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带入 ICANN，来做出体现 ICANN 全球社群意愿的更加包容的决策，从而不

断改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关键要点和 ICANN 机会 

 将英才计划申请人遴选标准与特定 ICANN 目标（计划目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要将

之与常见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其中一种方法是让遴选标准更加以价值为基础并以 ICANN 利
益相关方的各种目标和需求为依据。 

 除使用世界银行的发展中国家名单外，应该存在使用可靠外部指标来创建用于选择国家的

适当目标体系的更好方法。例如： 
  ICANN 可以宣布，只有来自人均 GDP 低于 20,000 美元的国家的人员有资格申请英

才计划。联合国数据（例如可在此处 (unstats.un.org) 找到的数据）可用于验证哪

些国家属于此类别。另一个不错的资源是佩恩表。其他选项还包括查看 GDP 以及

增长率，以便识别并纳入“新兴市场”。 
 添加收入不平等作为额外的资格验证因素。可以使用联合国数据作为参考：

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q=income+inequality&id=365。联合国不平等

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是可以取代世界银行名单的强大指数。 
 组合使用各个世界银行名单，例如基于“城市发展”、私营部门”、“社会发

展”、“科学和技术”、“农村发展”、“性别”等的国家排名。更多信息请参见

此处：www.data.worldbank.org/topic。 
 除当前位于世界银行名单中的国家外，接受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申请人（这样可

以恢复部分被移出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名单的国家）。可用于验证的来源包括：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FTSE 集团、MSCI、罗素投资、S&P、道琼斯公司和哥伦比亚大

学新兴市场全球参与者名单 (EMGP)。 
 

 根据 ICANN 是否有义务设计符合联合国或其他类似国际组织所设目标的英才计划或是否发

现相应需求，申请人遴选标准可相应进行更改。 
 

 了解过去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表现更好的学员是否存在可用于为未来遴选方法提供

启示的重复模式/共同特征？ 
 
 本报告研究的大部分计划似乎都与发展计划关联，而该发展计划则指导其申请人遴选标准

设计。假设 ICANN 不与发展机构绑定，那么它应该能够自由地设定遴选标准，并优先考虑 
ICANN 的独特任务，而无论其是否符合特定发展目标。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msi-quest-blueprint-21may14-en.pdf
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
http://www.rug.nl/research/ggdc/data/pwt/v81/the_next_generation_of_the_penn_world_table.pdf
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q=income+inequality&id=365
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q=income+inequality&id=365
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q=income+inequality&id=365
http://www.data.worldbank.org/topic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index.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index.htm
http://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TSE-Country-Classification-Update_latest.pdf
https://www.msci.com/emerging-markets
http://www.russell.com/documents/indexes/construction-methodology-global-indexes.pdf
http://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emerging-markets-core
http://www.djindexes.com/emergingmarkets/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em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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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ICANN 可以选择帮助遴选最符合 ICANN 目标/任务要求的国家

的特定指标。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所有表格。 

结语 

ICANN 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对支持和加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的自上而下决策方法的承诺。这一

承诺由发展和公共责任部体现和拓展，其工作旨在通过寻求并吸纳利益相关方关于其活动和计划

的意见，建立全球包容性。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全球局面的需要，ICANN 和 DPRD 将继续审核和

发展相关方法和计划，以满足当前和未来参与者的需求。 

现有遴选标准将申请人限制为来自世界银行确定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申请人，虽

然候选人仍然来自服务欠缺社群和/或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代表人数不足的社群，但英才计划正在失

去来自被此名单“删除”的这些国家的具有潜力的候选人。此外，除了经济和地理因素，我们不

断提升的社群也在关注其构成中与少数群体有关的差距。此类代表人数不足会导致缺少对全球互

联网社群重要部分的包容性。因此，同样可以适当优先考虑来自服务欠缺社群和弱势社群的申请

人，即使这些申请人属于发达国家。服务欠缺社群可能包括有色人种、女性、原住民、LGBTQIA 
社群、残障人士等。具体而言，将优先考虑被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妨碍其发展全部能力的个

人，这些因素包括贫困、种族、民族、年龄、性别、肢体残障，以及缺少医疗保障或服务（例如

基本教育、健康服务和公共交通）的常见来源。服务欠缺人群通常面临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的 
障碍。 

往后，通过把重点转向借助以目标为驱动的、基于价值的体系（在包容所有必要、多样的意见方

面优先考虑 ICANN 的独特目标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将个人带入 ICANN，英才计划可以成为多利

益相关方模型下更有价值和成效的能力建设机制。项目小组应寻求强化遴选标准并将其以更具战

略意义的方式与组织以及社群的目标和价值观联系起来，方法是在评估申请时优先考虑除存在经

济需求及来自服务欠缺社群外，还符合以下要求的候选人：展示回馈 ICANN 社群的更高潜力；拥

有之前未表现出来的特定专长或专业见解；来自历史上参与率低的国家或地区和/或代表如上所述

的全球认可的少数群体。我们应继续实现遴选流程中性别、部门和国籍之间的平衡。 

 

http://hdr.undp.org/en/data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_2015_statistical_annex.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