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益相关方建议制定

关于全球 gTLD、ccTLD 和 IP 地址政策方面的建议，政策制定支持团队推行“自下而上”、
“以共识为导向”的处理流程。

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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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C 负责传达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利益诉求，
并就涉及 ICANN 的使命和职责范围在内的
各项政策，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建议。

GAC 负责就公共政策问题，特别是在 ICANN 政策与
国家法律和国际协议出现交叉的领域上，
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建议。

RSSAC 负责针对有关互联网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营、
管理、安全性和完整性事宜，
向 ICANN 董事会和社群提供建议。

SSAC 负责针对有关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系统的
安全性和完整性事宜，向 ICANN 董事会和
社群提供建议。

ALAC 的建议制定流程

GAC 的建议制定流程

RSSAC 的建议制定流程

SSAC 的建议制定流程

发现问题

ALAC 会围绕“该问题
对最终用户的影响”
展开讨论，并决定是
否需要做出响应。

1

任 何一位 社 群成 员
都可以向 ALAC 提出
新发现的问题。

2

确认问题
范围

发现问题

GAC 主席负责收集 GAC
成员、观察员或工作组
的意见和建议。

ALAC 确认问题是否
在其职责范围内。

制定建议

3

达成共识

GAC 成员、观察员或工
作组参与起草建议。

4

一经批准，ALAC 随即
会将相关建议发 送 给
ICANN 董事会、ICANN
组织、SO/AC 或其他
社 群 成 员，以供 对 方
考虑。

2

3

ALAC 任命一般会员社
群成员带领小型团队
起草相关声明，并着手
展开咨询。
可集思广益，共同编撰
声明草案。

AL AC 审核最终声明，
并呼吁就 该 项声明达
成共识或投票表决。

1

批准建议

4

任何一位 GAC 成员或
观察员都可以提出问
题以供讨论。

发现问题

另外，ICANN 董事会
也可以向 G AC 征求
建议。

收集
成员意见

RSSAC 审核《工作说明书》。

最终声明

3

GAC 主席汇总所有的
意见和建议，以期达
成 GAC 共识。

起草建议

工作组向 RSSAC 提交文档
草案。

达成共识后，GAC 主
席向 ICANN 董事会
呈交公报或其他正式
的书面声明。

4

任何一位 RSSAC 或 RSSAC
决策委员会成员都可以提
出 工 作 议 题（包 括 来 自
ICANN 董事会的请求），然
后向 RSSAC 提交《工作说
明书》以供考虑。

确认问题
范围

工作组撰写文档草案，工作
组领导负责发送草案以供审
核，直至不再收到进一步的
意见和建议为止。

RSSAC 发布已获批准的
文档。

发现问题

如果 SSAC 同意审核相关
问题，工作组就会开始起
草文档。

初步审核

1

2

3

如果 RSSAC 决策委员会未
参与 RSSAC 工作组，则该工作
组领导应向 RSSAC 决策委
员发送文档草案以供审核。

6

RSSAC 可将建议内容与受
其影响的相关方共享。
另外，RSSAC 还可以发布已
获批准的文档，以征求公众
意见

研究问题

工作组可将文 档草案
与受其影响的相关方
共享。

SSAC 可以发布文档草
案，以征求公众意见。

4
SSAC 就最终文档达成共识。

5

SSAC 成员、ICANN 董
事会、SO/AC 或 ICANN
组织，都可以向 SSAC
提出审核相关问题的
请求。

工作组向 SSAC 发送修
订内容。

批准建议

RSSAC 就文档草案进行投
票表决。

预展建议

5

2

一经批准，RSSAC 会成立
一个由 RSSAC 或 RSSAC
决策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工
作组。

制定建议

GAC 审核建议。

呈交建议

1

预展建议

SSAC 主席可以与 ICANN 社
群或 ICANN 法务部的相关
方共享最终文档。

发布建议

5

发布建议

SSAC 发布已获批准的
文档。
SSAC 跟踪并审核相关
建议的实施效果。

RSSAC 跟踪并审核相关
建议的实施效果。

了解有关 ALAC 的更多信息
alac.icann.org

了解有关 GAC 的更多信息
gac.icann.org

政府咨询委员会

了解有关 RSSAC 的更多信息
rssac.icann.org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了解有关 SSAC 的更多信息
ssac.icann.org

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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