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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组织审核流程包括七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计划前的准备工作、计划、选拔独立审核人、执行审

核、董事会审议、实施，以及持续执行。其中，前六个阶段可持续 6 个月至 2 年，具体情况取决

于选区或接受审核的委员会。根据 ICANN 章程 第 4.4 款的规定，开展组织审核的周期不得少于五

年一次。 
 
 
各个流程阶段及其说明 
 
第一阶段：计划前的准备工作      目标时限 1：2 个月 
组织审核流程“计划前的准备工作”包括：ICANN 组织任命项目负责人，支持组织或咨询委员会 
(SO/AC) 成立审核工作组 (RWP)，以及 ICANN 董事会通过“启动审核流程”的决议。 
 
 
第二阶段：计划       目标时限 1：6 个月 
在组织审核流程的“计划”阶段，由接受审核的 SO/AC 属下的 RWP 负责推选并任命领导团队；接

下来，RWP 着手组织和规划审核工作。  
 
除此之外，在这个阶段，ICANN 组织需草拟提案征询 (RFP) 的各个要素，以寻找执行审核的独立审

核人选。这些草拟的要素包括：审核范围、独立审核人 (IE) 的选拔标准，以及提供审核结果的时

间期限。对于 RFP 的这些要素，ICANN 组织需要与 RWP 达成共识，并且获得 ICANN 董事会组织效

率委员会 (OEC) 的确认。 
 
 
第三阶段：选拔独立审核人      目标时限 1：4 个月 
在征得 OEC 的确认后，ICANN 组织将最终确定并发布 RFP，与此同时，网页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s 上也会发布相应的公告。有意担任 IE 的各方人士，

可在 RFP 的开放阶段提交提案。RFP 至少开放四个星期。 
 
在 RFP 关闭之际，ICANN 组织将收集并分析各种提案，进而确定一组入围的最终候选独立审核

人。经过一系列演讲、访谈和评估的过程，将会选拔出一位最终的独立审核人。接下来，ICANN 
组织向 OEC 汇报选定的最终独立审核人，以及推选过程的种种细节和推选理由。OEC 需确认推选

过程的合规性，并确认最终独立审核人。 
 
ICANN 组织和推选的 IE 随后将履行与该 RFP 配套的“专业服务协议”。然后，ICANN 组织会在网

页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s 上正式公布经过选拔的 IE。 
 
 
第四阶段：执行审核       目标时限 1：12 个月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en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s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s


总体而言，这是组织审核流程中涉及工序最多的一个阶段。IE 将依照履行“专业服务协议”期间

与 ICANN 组织彼此达成共识的审核范围及审核期限，开始执行审核，并且将与 RWP 建立持续的合

作与协调。ICANN 组织把审核过程作为一个项目来管理，其中包括：在诸如物理和虚拟空间、工

具、模板，以及其他用于执行审核的资源等方面，提供支持。  
 
在以 IE 为主导，联合 RWP 和 ICANN 组织共同召开的启动会议上，正式开启审核流程。这类会议

通常在履行“专业服务协议”后不久召开。 
 
审核过程本身可能包含许多要素，但是在每种审核中，并非必须展现所有的要素。无论选用何种

数据收集方法和资源，若要充分了解所有相关输入信息以便如实执行评估，IE 则需要把“搜集并

分析质量足够高的信息”，当作自己的一项使命来对待。通过这种途径，IE 可以在审核结束时，

提供一些合理、可实施的建议。 
 
数据收集方法涉及与以下人员进行访谈：当前和以往的 ICANN 社群成员、接受审核的 SO/AC、相

关的 ICANN 组织员工，以及 ICANN 董事会成员。其他方法包括：观察系列活动、成立焦点小组、

调查以及审核文件和流程等。IE 向 RWP 展示初步收集并分析的数据，RWP 则提供意见和反馈，进

而将这些意见和反馈贯穿在 IE 的初步成果 --“评估报告草案”中。鼓励 IE 和 RWP 在整个审核期间

保持密切沟通，IE 需征求并考量 RWP 的意见和建议。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是 IE 起草的第一份正式报告，在收集了数据并进行分析后，IE 将针对这份报告与 RWP 进
行初步交流，以获取意见和建议。评估报告旨在介绍那些接受审核的 SO/AC 的实际状况，其中包

括相关文件和流程。评估报告不提供有关改进方面的建议。IE 会将评估报告草案与 RWP 分享。接

下来，RWP 围绕在评估报告草案中发现的如下问题，通知 IE：一些细微差别、可能存在的错误观

念、需要更正和澄清的内容，或者信息中存在的缺口。 
 
根据 RWP 提供的反馈和意见，IE 将对评估报告草案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发布最终的评估报告。

伴随着最终评估报告的发布，整个审核过程将进入公共评议期。ICANN 组织将推动公众意见征

询，并且在必要时，于 ICANN 会议期间召开网络研讨会、举办演讲（视时间而定）；与此同时，

还可以将该项活动延伸至其他的 ICANN SO/AC。自从进入公共评议期后，IE 需要考虑包括数据和

意见在内的所有反馈。  
 
建议报告 
 
接下来，IE 可选择根据评估报告中的调研结果，展开深入研究，并向 RWP 提交一份建议草案以获

取反馈意见。如果 RWP 提供了意见和建议，那么 IE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更新建议。随后，

IE 将发布最终报告草案，其中包括评估调研结果和建议。 
 
发布的最终报告草案将进入公共评议期，此后，ICANN 组织将着手编写公共评议报告。IE 审核并

考量公众意见，其中，RWP 的任何其他意见也包括在考量范围内。发布最终报告，至此，组织审

核流程的第四阶段以及 IE 参与审核的工作结束。 
 
 
第五阶段：董事会审议      目标时限 1：6 个月 



RWP 审核最终报告，并从可用性、可行性、优先顺序、资源、预算，以及时间期限这些角度，检

查 IE 的建议。经过分析后，RWP 将制定可行性评估和初步实施计划，然后发送至那些接受审核的 
SO/AC，以进行审核与批准。 
 
当 SO/AC 批准可行性评估和初步实施计划后，ICANN 组织将收集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包括：最终

报告、工作人员的公共评议报告、可行性评估和初步实施计划。接下来，将上述材料发给 OEC 进
行考量。IE 以及 RWP 的领导团队均应向 OEC 提交他们的调研结果（最终报告，可行性评估和初步

实施计划）。OEC 审核这些提交的材料，并同意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上述建议。OEC 将上述建议

连同其他相关材料（例如，最终报告、工作人员的公共评议报告、可行性评估和初步实施计划，

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一起传达给董事会。 
 
董事会在审核了所有相关材料后，可以接受或拒绝 RWP 在可行性评估和初步实施计划中包含的建

议。 
 
如果董事会接受建议，将指示那些接受审核的 SO/AC 成立一个实施团队。成立后的实施团队将开

展实施活动，其中包括定期向 OEC 汇报进展情况。SO/AC 应依照董事会的指示，确认实施团队的

具体成员。 
 
对于董事会拒绝建议的情况，目前暂无明确的后续处理流程。  
 
 
 
第六阶段：实施       目标时限 1：18 个月 
审核工作流程的重头戏体现在实施阶段。由接受审核的 SO/AC 的成员组成的实施团队，将以董事

会审查后的可行性评估和初步实施计划为蓝图，着手制订详细的实施计划。根据可行性评估和初

步实施计划中记录的优先顺序以及董事会批准的建议，实施计划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预算、资

源和所需时间。实施团队应依照详细的实施计划，开始实施各项建议，并且每半年向 OEC 提交一

次进展报告。 
 
实施团队撰写并发布最终实施报告，接受审核的 SO/AC 将审核并采纳最终实施报告。接下来，

OEC 审核实施报告，并同意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董事会审核 OEC 的建议，并且会颁布一项董事会

决议，以采纳最终实施报告；同时，关闭审核流程。 
 
 
第七阶段：持续执行 
审核流程结束后，接受审核的 SO/AC 以及 ICANN 组织将在适用的情况下，把实施结果纳入到标准

运营程序中。如果适用，可以持续跟踪、监控以及度量实施结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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