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

ICANN 政策制定支持团队旨在促进自下而上、以共识为导向的全球 gTLD、ccTLD 和 IP 地址政策制定流程。
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地址支持组织 (ASO)

GNSO 理事会由 21 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分为 2 个机构
（缔约方机构和非缔约方机构），共同负责通用顶级域名 (gTLD)
政策（如 .com、新 gTLD）的制定。

ccNSO（理事会及成员）负责与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 (ccTLD)
政策（如 .br、.uk）相关的全球政策的制定。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ccNSO 政策制定流程

确定问题

1

GNSO 理事会、ICANN 董事会或
某一 AC 确定问题。

请求编制问题报告

1

GNSO 理事会考虑该问题是否会
带来共识性政策。

ASO 地址理事会 (AC) 由 15 名志愿者组成，
其中每个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3 名，
共同负责全球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政策的制定。
ASO 全球政策制定流程

ccNSO 理事会、ICANN 董事会、
地区性 ccTLD 组织、SO/AC 或
10 名 以上（含）ccNSO 成员可
提出编制问题报告请求。

确定问题

1

ccNSO 理事会任命问题经理。
如是，GNSO 理事会提出编制
初步问题报告请求。
工作人员发布初步问题报告以
征询公众意见。
完成公众意见审核后，提交最终
问题报告供 GNSO 理事会审议。

启动 PDP

2

3

4

WG 在咨询社群意见的情况下，
编制初步报告继而启动公共评议期。

界定问题范围

启动 PDP
GNSO 理事会审议最终问题 报告，
并决定是否启动 PDP。
如是，GNSO 理事会制定/批准
PDP WG 章程。
GNSO 理事会招募志愿者组建
PDP WG。

组建工作组

完成公众意见审核后，WG 向 GNSO
理事会提交最终报告。

审议最终报告

ICANN 董事会征询社群和 GAC
的意见。
ICANN 董事会就最终报告建议
投票。

详细了解 GNSO

gnso.icann.org

5
6

问题经理确定问题是否在 ccNSO
职责范围内。
《ICANN 章程》定义和限制了问
题的范围。

ccNSO 理事会任命 WG 负责制定
政策。
WG 发布初步报告。
WG 启动公共评议期。
WG 编制最终报告。
ccNSO 理事会征询 GAC 意见。

ccNSO 投票
（两个阶段）

2
3

如问题在职责范围内，
ccNSO 理事会批准问题报告，
PDP 启动。
ccNSO 理事会发布公告并
启动公共评议期。

4

RIR 和 ASO AC 审核

3

制定政策

5

第 1 阶段。ccNSO 理事会
审议最终报告，并在批准
报告后，向其成员给出建议。
第 2 阶段。如成员批准，
ccNSO 理事会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最终报告。

ICANN 董事会就最终报告建议
投票，但这些建议不得凌驾于
国家法律之上。

2

ASO AC 任命政策提案协调
小组 (PPFT)。
ASO AC 或 PPFT 确定全球政策
提案是否需要 IANA 职能采取具体行动
或取得某种成果。
ASO AC 监督全球 PDP。

确定要求

五个 RIR 审核全球政策提案。
五个 RIR 必须批准相同的全球
政策提案。
五个 RIR 将已批准的全球政策
提案提交 ASO AC 审核。

最终报告

GNSO 理事会审核最终报告并考
虑是否批准。
如批准，GNSO 理事会将该最终
报告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

ICANN 董事会
投票

界定问题
范围

任何个人均可向 ASO AC 或 RIR
提交全球政策提案。
RIR PDP 产生全球政策提案。
ICANN 董事会也可发出提交全球
政策提案的要求。

6

ICANN 董事会
投票

详细了解 ccNSO

ccnso.icann.org

ASO AC 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
经批准的全球政策提案。
ICANN 董事会接受、拒绝或要求
修改全球政策提案，或不采取任
何行动。

4

ICANN 董事会审核

*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AFRINIC 非洲地区
APNIC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ARIN
加拿大、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群岛部分地区以及美国
LACNI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
IPE NCC 欧洲、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

详细了解 ASO

aso.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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