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ANN58 会后
政策报告

政策



ICANN58 会后政策报告

2

目录

03 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寄语

支持组织 / 咨询委员会最新资讯

04 地址支持组织 (ASO)

05 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06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08 一般会员/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10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11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12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ICANN58 会后政策报告

3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 ICANN 第 58 届会议！

在为期 6 天的时间里，近 2,100 名参与者

为推进 ICANN 完成使命建言献策。我们

希望，这 348 场社群论坛会议有效促进

了活跃的跨社群讨论以及实质性的社群

间工作。

本 ICANN58 会后政策报告旨在总结来自

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最新资讯，包

括正在进行的政策制定流程和咨询活动。

在确保全球互联网的安全、稳定与弹性方

面，ICANN 社群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的

主体，而 ICANN 组织为能推进这一工作的

开展深感荣幸。

问责制和透明度是 ICANN 第 58 届会议的

重中之重。本届会议期间共举办了两场公

共论坛，以及一场 ICANN 组织高管团队

问答会（首次举办）。从各项审核到加

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第 2 工作阶

段，ICANN 社群在 IANA 管理权移交后持

续履行自己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

通过与社群合作，ICANN 组织将继续评估

会议策略工作组的建议。您的反馈对这一

评估流程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您已经通过

我们的移动应用参与了会议调查。 

期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ICANN 第 59 届会

议的政策论坛上再次看到您。 

此致，

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政策制定支持部高级副总裁

ICANN 伊斯坦布尔运营中心总经理 

ICANN 第 58 届会议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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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支持组织 (ASO)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虽然 ASO 是通过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会议和电子邮件清单开展政策制定工作，但 ASO 地址理事会在哥本哈根召开

了其年度会议。此外，互联网号码社群继续加强了其与 ICANN 董事会、社群和组织的工作关系。

  已过期的 IANA 职能合同规定了 IANA 号码服务报告和执行的相关要求。在缺乏 IANA 职能合同的情况下，互联网号码社

群提议 ICANN 与五个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编制并签署一份服务水平协议 (SLA)，在协议中规定 ICANN 继续履

行 IANA 号码服务。ICANN 与各 RIR 于 2016 年 6 月签署了该 SLA，且该 SLA 已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

  为对 SLA 进行监督，互联网号码社群建议成立 IANA 号码服务审核委员会。审核委员会的职责是确保 IANA 号码服务运

营商满足 IANA 号码服务 SLA 的要求。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该审核委员会召开了公开会议，讨论了其职责范围

和行政管理工作。

后续行动
即将召开的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会议包括：

 • ARIN 39 | 美国新奥尔良 | 2017 年 4 月 2 日 - 5 日
 • RIPE 7474 | 匈牙利布达佩斯 | 2017 年 5 月 8 日 - 12 日 
 • LACNIC 27 | 巴西伊瓜苏 | 2017 年 5 月 22 日 - 26 日
 • AFRNIC 26 | 肯尼亚内罗毕 | 2017 年 5 月 29 日 - 6 月 2 日
 • APNIC 44 | 台湾地区台中市 | 2017 年 9 月 7 日 - 14 日
 

订阅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政策电子邮件清单：

 • AFRINIC 资源政策讨论

 • APNIC 政策特殊利益团体

 • ARIN 公共政策

 • LACNIC 政策

 • RIPE NCC 地址政策工作组

资源材料
联合会议：ASO/NRO 与 ICANN 董事会

3 月 14 日星期二 | 08:30-09:30 | A1 会议厅

IANA 号码服务审核委员会

3 月 15 日星期三 | 11:00-12:45 | B4.2 会议厅

ASO/NRO 公开会议

3 月 15 日星期三 | 17:00-18:30 | A3 会议厅

  ASO 于 2003 年依据 ICANN 与号码资源组织 (NRO) 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MoU) 成立，代表互联网号码社群和五个自治 RIR：
非洲网络信息中心 (AFRINIC)、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APNIC)、美洲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 (ARIN)、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互联网地址注册管理机构 (LACNIC) 以及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 

  根据 MoU，NRO 号码理事会在 ICANN 行使 ASO 地址理事会的职责。ASO 地址理事会负责协调互联网号码社群的全球政

策制定工作，还负责任命 ICANN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其他 ICANN 团体的成员。

  ASO 地址理事会由 15 名成员组成，每个服务地区 3 名代表。2017 年，理事会由菲利兹·伊玛兹 (Filiz Yilmaz) 担任主席，

李景云 (Louie Lee) 和里卡多·帕塔拉 (Ricardo Patara) 担任副主席；他们分别代表 RIPE NCC、ARIN 和 LACNIC 服务地区。

来自 AFRINIC 服务地区的奥墨·奥雅 (Omo Oaiya) 和来自 APNIC 服务地区的布拉杰西·雅恩 (Brajesh Jain) 也于最近开始了

自己的新任期。

https://www.nro.net/wp-content/uploads/SLA-Executed-ICANN-RIRS.pdf
https://www.nro.net/iana-numbering-services-review-committee/
https://lists.afrinic.net/mailman/listinfo.cgi/rpd
https://mailman.apnic.net/mailman/listinfo/sig-policy
http://lists.arin.net/mailman/listinfo/arin-ppml
https://mail.lacnic.net/mailman/listinfo/politicas
https://www.ripe.net/mailman/listinfo/address-policy-wg/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vs/joint-meeting-icann-board-asonro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mq/iana-numbering-services-review-committee-meeting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8/asonro-public-session
https://aso.icann.org/documents/memorandums-of-understanding/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
https://aso.icann.org/advisory-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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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ccNSO 工作组（战略运营规划工作组、指南审核委员会、TLD-OPS）于 3 月 12 日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会议。此

外，TLD-OPS 常任委员会 (TLD-OPS) 就协作检测和减少针对 ccTLD 的 DDoS 攻击组织了一场封闭式研讨会。3 月 13 日
星期一是技术日，当天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欢迎所有 ccTLD 社群成员以及其他对技术运营主题（包括注册管理机构的

工作和安全性）感兴趣的人们参加。3 月 14 日星期二和 3 月 15 日星期三是 ccNSO 成员日，ccTLD 社群就与 ccTLD 相关

的多个主题展开了讨论。

ccNSO 理事会于 3 月 15 日星期三召开了会议。相关的会议议程和所有支持文档可在理事会工作空间中查阅。会上，理

事会再次推选了卡特里娜·萨塔克（Katrina Sataki，.lv）为主席，德米·盖奇科（Demi Getschko，.br）和拜伦·霍兰（By-
ron Holland，.ca）为副主席，并启动了第三个 ccNSO 政策制定流程。

 

后续行动
CCWG-UCTN 发布中期报告以征询公众意见

国家/地区名称充当顶级域 (TLD) 跨社群工作组 (CCWG-UCTN) 认为，以 ASCII 字符编码的双字符代码应继续保留供国家

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使用。此外，CCWG-UCTN 分析了社群对三字符代码的反馈，并于随后编制了中期报告以征询

公众意见。中期报告涵盖了工作组成员的调查结果、观察意见和观点，包括 CCWG-UCTN 的评估结果，即出于种种原

因，在统一框架下使用国家名称、地区名称和其他地理名称不可行。这是 CCWG-UCTN 章程中所述的第一个任务。公

众意见征询程序的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21 日。

 
新 ccNSO 政策制定流程

在 ccNSO 成员日期间，ccNSO 成员讨论了有关 ccTLD 停用以及建立 ccTLD 授权、撤销和停用决定审核机制的政策制定

流程 (PDP)。ccNSO 理事会通过了问题报告并启动了第三个 ccNSO PDP。该 PDP 初步的重点是制定 ccTLD 停用政策。只

有在相关实质性工作完成后，重点才会放在制定与 ccTLD 授权、转让、撤销和停用决定审核机制相关的建议上。

资源材料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ccNSO 理事会决定：

 • 启动程序准备提交 ICANN 2018 财年预算和运营规划，以期增加 ccNSO 支持的差旅补助名额。

 • 在 ICANN 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 (OEC) 主席致信 ccNSO 理事会后，请求将 ccNSO 组织审核推迟 12 个月。

 •  通过编制常见问题解答和概要性说明文档来说明有关授权、转让和撤销 ccTLD 的流程，表达其对协助和参

与政府咨询委员会欠服务地区工作组的意向。ccNSO 秘书处会发出一份适当的志愿者招募书。 

ccNSO 和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主办了“迈向以数据为主导的 ICANN”跨社群会议。数据分析作为一个新兴话题，世界各

地的组织都希望借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尽管 ICANN 已着手推进与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举措，但仍然缺少战略主

题。会议主持人谈到了优先事项和最佳实践。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me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mg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qL
https://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tld-ops-standing.htm
https://ccnso.icann.org/meetings/copenhagen58/agenda-tech-day-13mar17-en.pdf
https://ccnso.icann.org/meetings/copenhagen58/agenda-copenhagen58-print-14mar17-en.pdf
https://ccnso.icann.org/meetings/copenhagen58/session-summaries.htm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ccNSOCWS/Council+Meetings+-+2017
https://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ccwg-unct.htm
https://ccnso.icann.org/workinggroups/unct-framework-charter-27mar14-en.pdf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cwg-uctn-interim-paper-2017-02-24-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cwg-uctn-interim-paper-2017-02-24-en
http://schd.ws/hosted_files/icann572016/81/4%20PDP%20presentation%20Boswinkel.pdf
http://schd.ws/hosted_files/icann572016/81/4%20PDP%20presentation%20Boswinkel.pdf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o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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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GNSO 共组织召开了 55 场会议。其中包括多个 GNSO 工作组组织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

旨在推动讨论影响通用顶级域 (gTLD) 的各项主题，例如与新 gTLD 后续流程相关的政策、替代 WHOIS 系统的下一代注

册目录服务，以及对所有 gTLD 权利保护机制的审核等。此外，在这一周的时间里，GNSO 还讨论了多个非政策主题，

例如 GNSO 审核建议的实施，以及与新 ICANN 章程下 GNSO 的新权利和义务相关的工作。 

另外，GNSO 还召开了一系列联合会议。GNSO 与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会面并讨论了跨社群工作组 (CCWG) 
的现状，包括国家/地区名称充当顶级域跨社群工作组、互联网治理跨社群工作组和新 gTLD 拍卖所得跨社群工作组。

双方还讨论了客户常任委员会的章程审核事宜，以及确保赋权社群有效运作的流程和程序。GNSO 与 ICANN 董事会会

面并讨论了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第 2 工作阶段的参与范围和进展速度、GNSO 在未来一年的工作重点、I-
CANN 董事会在未来一年的工作重点，以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管理权和 GNSO/政策制定流程 (PDP) 职权范围的保护。

GNSO 与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召开了联合会议，在会上就多个主题进行了交流，包括新 gTLD 后续轮次、GAC-GNSO 咨
询小组最终报告的实施规划、对 PDP 内社群中存在不同意见的主题开展实质性讨论的机会，以及 PDP 带来的工作量。

此外，GNSO 还与 GAC 召开了两场引导式对话会议，就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和国际非政府间组织 (INGO) 名称及缩写的

二级域保护展开了讨论，并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在公开会议期间，GNSO 理事会通过了 GNSO 常任遴选委员会 (SSC) 的章程。该委员会负责就 GNSO 对 ICANN 下属机构

的所有任命（例如审核小组成员、联络人和赋权社群中的 GNSO 代表）向 GNSO 理事会提供建议。此外，GNSO 理事会

确认，埃里卡·曼 (Erika Mann) 会接替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成为新 gTLD 拍卖所得跨社群工作组的 GNSO 联
合主席，后者已在 2 月宣布将从该职位卸任。

后续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GNSO PDP 工作组会恢复例行会议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新 gTLD 后续流程 PDP 工作组 (WG) 
宣布，其计划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期间就顶级地理名称开展跨社群讨论，并会在讨论开始前于 4 月 25 日召开网络研

讨会。

继针对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和国际非政府间组织 (INGO) 名称及缩写的二级保护进行交流后，旨在解决与此主题相关

的未决问题的工作将继续展开。

GNSO SSC 已面向 GNSO 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征召志愿者，预计很快就可以成立。此外，GNSO 理事会计划在即将召

开的理事会会议上对互联网治理跨社群工作组的更新后章程进行审核。GNSO 理事会将继续讨论提出请求，以获得有

关 WHOIS 实施审核小组之前已完成的法律审核的最新信息。

目前，工作组正在就多份文件征询公众意见，包括有关 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政策制定流程的初步报告、

国家/地区名称充当顶级域跨社群工作组的中期报告，以及新 gTLD 后续流程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的第 2 轮社群意见征

询。在未来几个月里，工作组将审议通过公众意见征询流程收集到的反馈。

针对 ICANN 第 59 届会议的规划工作已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社群领导者和 ICANN 组织代表正通力合作，以便持续改进新

会议策略，确保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会议能够取得成功。

资源材料
收听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召开的 GNSO 会议的录音，并查看关于 GNSO 工作的详细信息：

 • GNSO 理事会会议 | 工作会议、公开会议 
 • 联合会议：ccNSO | GAC | ICANN 董事会 
 • GNSO-GAC 有关 IGO 和红十字会保护的引导式对话 | 会议 1、会议 2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S/gnso-working-session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f/gnso-public-council-meeting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W/ccnsognso-joint-council-meeting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t/joint-meeting-gac-gnso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S/gnso-working-session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xr2/gnso-gac-facilitated-dialogue-on-igo-red-cross-protections-session-1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sZA/gnso-gac-facilitated-dialogue-on-igo-red-cross-protections-sess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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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 新 gTLD 后续流程 PDP 工作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下一代注册目录服务 PDP 工作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全部 gTLD 中所有权利保护机制审核 PDP 工作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工作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详尽 WHOIS 实施审核小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IGO-INGO 实施审核小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实施审核小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GNSO 审核工作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GNSO 章程实施草案起草小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新 gTLD 拍卖所得跨社群工作组 | 工作空间、会议

 • 国家/地区名称充当顶级域 (TLD) 跨社群工作组 | 工作空间

 • 与数据保护专员的跨社群讨论 | 会议

 • GNSO ICANN58 总结访谈

公共评议机会

 • 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WG 的初步报告

 • 国家/地区名称充当顶级域跨社群工作组的中期报告

 • 新 gTLD 后续流程 PDP WG 的第 2 轮社群意见征询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NGSPP/New+gTLD+Subsequent+Procedures+PDP+Hom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mb/gnso-new-gtld-subsequent-procedures-policy-development-process-working-group-meeting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TLDRDS/Next-Generation+gTLD+Registration+Directory+Services+to+Replace+Whois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N/gnso-registration-directory-services-rds-policy-development-process-working-group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RARPMRIAGPWG/Review+of+all+Rights+Protection+Mechanisms+%28RPMs%29+in+all+gTLDs+PDP+Working+Group+Hom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P/gnso-rights-protection-mechanisms-rpms-policy-development-process-working-group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nsoicrpmpdp/IGO-INGO+Curative+Rights+Protection+Mechanisms+PDP+Hom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ms/gnso-igo-ingo-curative-rights-protections-policy-development-process-working-group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TWCPI/Thick+Whois+Policy+Implementation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F/icann-gdd-thick-whois-implementation-review-team
https://community.icann.org/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54694212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G/icann-gdd-igoingo-implementation-review-team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RT/Privacy+and+Proxy+Services+Accreditation+Implementation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x/icann-gdd-privacy-and-proxy-service-provider-accreditation-program-implementation-review-team-irt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RWG/GNSO+Review+Working+Group+Hom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mr/gnso-review-working-group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GBIDT/GNSO+Bylaws+Implementation+Drafting+Team+Hom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qV/gnso-bylaws-drafting-team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CWGONGAP/Cross-Community+Working+Group+on+new+gTLD+Auction+Proceeds+Hom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e/ccwg-new-gtld-auction-proceeds-cross-community-working-group-meeting
https://community.icann.org/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48346463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l/cross-community-discussion-with-data-protection-commission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z3sjRyTQo&feature=youtu.be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igo-ingo-crp-access-initial-2017-01-20-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cwg-uctn-interim-paper-2017-02-24-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cc2-new-gtld-subsequent-procedures-2017-03-2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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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58 会后政策报告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一般会员社群召开了 26 场会议，讨论了影响社群的众多优先主题，特别是其正在进行的

组织审核。一般会员成员与独立审核人 ITEMS 和其他 ICANN 利益相关方（包括 ICANN 董事会、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以及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展开交流，讨论了 ITEMS 的调查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于要提交进行公众意

见征询程序的报告草案，ALAC 和地区性一般会员组织 (RALO) 在最终确定其回应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般会员社群利用 ICANN 第 58 届会议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了政策问题及交换了意见。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简称“问责制 CCWG”）第 2 工作阶段 (WS2) 的次级小组问题、国际化域名 (IDN) 国家和地区

顶级域 (ccTLD) 快速通道流程的字符串相似度进阶处理审核小组 (EPSRP) 指南，以及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 
(CCT) 审核。

各 RALO 举办了多项活动来提高参与度。特别是，欧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不仅召开了全体大会 (GA)，与非商业用户选

区举行了一场联合会议，还就最终用户在 ICANN 扮演的角色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许多一般会员组织 (ALS) 和新参

与者都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在 ICANN 工作人员的支持下，一般会员成员有效利用 ICANN 询问处向 NextGen 学员和 
ICANN 英才计划学员宣传了社群工作。

后续行动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后的一周内，ALAC 和 RALO 将最终确定其对一般会员审核报告草案的联合回应。在征询更广泛一

般会员社群的意见后，ALAC 和 RALO 会提交其对公众意见征询程序的声明并在 3 月 24 日后进行批准表决。同时鼓励一

般会员成员提交个人回应。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ALS 标准和期望任务组在沟通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该计划旨在改进相关工具和流程，

确保 ALS 成员能够完全参与 ICANN 活动。在向各 RALO 宣传此计划并取得实施承诺后，ALAC 领导团队将带头执行该计

划，并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前追踪和完成实施工作。

接下来，一般会员 ICANN 发展工作组将重点关注正在进行以及即将进行的有关问责制 CCWG WS2 审议的公众意见征询

程序。他们会协助 ALAC 撰写关于不同次级小组主题的立场声明。

与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就字符串相似度进阶处理审核小组 (EPSRP) 交换意见后，ALAC 将继续讨论用户混淆问

题以及如何减轻与 IDN ccTLD 部署相关的风险。ALAC 计划提出动议，修改其之前关于二级字符串相似性审核流程拟定

指南的建议。

一般会员成员将继续跟进 GAC 关于新 gTLD 未来轮次中地理名称的讨论，并将参加 4 月 25 日举办的有关此主题的网络

研讨会。此外，ALAC 联络人还将挖掘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召开前促成 ALAC 和 GAC 就此主题展开闭会期间对话的可 
能性。

北美地区一般会员组织将在 4 月初的美洲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会议期间召开大会，相关的准备工作已在有序进行

中。非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FRALO) 将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期间开始着手大会的准备工作。在此次大会上，AFRALO 
打算采用创新方法来组织主题讨论和外展活动。

 

资源材料 
一般会员审核：ALAC 和 RALO 对一般会员审核报告草案的回应草案

ALS 沟通计划

EPSRP：ALAC 关于二级字符串相似性审核流程拟定指南的声明

一般会员/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atlarge-review-draft-report-2017-02-01-en
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atlarge-review-draft-report-2017-02-01-en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rge+ICANN+Evolution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RW/At-Large+Workspace%3A+At-Large+Community+Response+to+the+At-Large+Review+Draft+Report
https://community.icann.org/x/4IvDAw
https://atlarge.icann.org/advice_statements/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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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58 会后政策报告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的一般会员会议

 • 一般会员审核：工作组会议 | ITEMS 公司与 ALAC 和地区领导人会面 | ITEMS 研讨会

 • 联合会议：ccNSO | GAC | ICANN 董事会 | SSAC
 •  政策讨论：与 ALAC 代表和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开展的 CCT 审核讨论 | 问责制 CCWG WS2 | 替代 

WHOIS 系统的下一代注册目录服务

 • 与 ICANN 组织下属各部门的会议：合同合规部 | 财务运营部 |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部

 • 外展活动：EURALO-NCUC 活动 | 最终用户在 ICANN：与一般会员的专题讨论

 • RALO 会议：AFRALO | APRALO | EURALO | NARALO
 • 工作组会议：可访问性跨社群委员会 | 公众利益工作组 | 技术特别工作组

其他 ICANN 第 58 届会议参考资料

 •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所有一般会员会议的议程、演示文稿、录音和转录文稿一站式服务

 • 一般会员社群选出的下一任 ICANN 董事里昂·菲利普·桑切斯·安比亚 (León Felipe Sánchez Ambía) 的视频访谈

 • 一般会员会议照片

一般会员/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V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M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7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K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pB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vn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O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N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vR6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L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U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U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O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N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F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ma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X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Y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pa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vR7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qF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oMy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I
https://icann58copenhagen2017.sched.com/event/9noW
https://community.icann.org/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6314808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MymMcUmwM&feature=youtu.b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cannat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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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58 会后政策报告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在哥本哈根全体会议期间，GAC 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一般会员咨询委员

会 (ALAC) 以及 ICANN 董事会分别召开了联合会议。此外，GAC 还与欧洲理事会召集的数据保护官员代表团会面，并收

到了来自其他团体的情况简报。GAC 讨论了与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PDP) 相关的多个主题，包括替代 WHOIS 系统的下

一代注册目录服务以及新通用顶级域 (gTLD) 后续流程。GAC 跟进了 ICANN 董事会对 GAC 建议的回应，并讨论了国际政

府间组织 (IGO) 缩写和红十字会/红新月会标识符的保护事宜。GAC 继续推进了根据新 ICANN 章程调整流程的工作，以

及 GAC 运营原则的审核工作。各 GAC 工作组的成果也在全体会议期间得到了讨论。3 月 15 日，GAC 发布了公报，其中

包括对 ICANN 董事会的建议。最后，继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上当选后，5 位新 GAC 副主席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结束

时开始了自己的任期。

后续行动
ICANN 董事会将分析 GAC 在公报中提出的建议。ICANN 董事会可能会在 4 月与 GAC 举行的电话会议中澄清与建议有关

的任何问题。之后，ICANN 董事会会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召开前以书面形式回应这些建议。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期

间，GAC 将在全体会议中以及与 ICANN 董事会讨论此回应。与之相关的背景为，GAC 有责任就 ICANN 负责的 DNS 相关

问题提供公共政策方面的建议。GAC 共识性建议在 ICANN 章程中享有特殊地位，ICANN 董事会必须慎重考虑。 

在 ICANN 第 59 届会议召开前，GAC 领导团队和各 GAC 工作组将继续完成闭会期间的工作。但运营原则工作组例外，该

工作组已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解散，其负责的相关工作纳入 GAC 全体活动。 

GAC 将审议公共安全工作组 (PSWG) 提出的两份提案。第一份提案与新 gTLD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公众利益承诺有关，

遵循 GAC 保护建议。PSWG 曾参与了针对注册管理机构的安全威胁应对框架的起草工作。PSWG 目前还在起草拟议的

披露框架，该框架旨在解决与实施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政策建议相关的执法需求问题，遵循 GAC 赫尔辛基建议。

作为参与 IANA 管理权移交准备工作的跨社群工作组的章程组织之一，GAC 持续活跃于后续工作中，包括根据新 ICANN 
章程进行的流程调整以及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第 2 工作阶段的活动。

资源材料
GAC 哥本哈根公报现已发布。GAC 全体会议于 3 月 11 日星期六开始，3 月 16 日星期四结束。所有 GAC 会议都是公开

的，可远程参与，并以六种联合国语言和葡萄牙语提供口译服务。GAC 公报起草会议在 ICANN 第 55 届会议前一直为封

闭式会议，现在同样是公开的。与 ICANN 董事会的联合会议在星期三早上召开，吸引了大量与会者。

在全体会议期间，各 GAC 工作组（公共安全、人权和国际法、地理名称、欠服务地区、运营原则和提名委员会关系）

除了召开各自的工作会议之外，还召开会议向 GAC 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成果。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于 3 月 13 日星期一发

起了跨社群会议“致力于有效减少 DNS 滥用”。当天稍晚的时候，GAC 欠服务地区工作组协调组织了一场有关欠服务

地区问题的跨社群会议，以跟进 ICANN 第 57 届会议期间召开的类似会议。同样在星期一，GAC 为 GNSO 与欧洲理事会

召集的数据保护官员召开的数据保护跨社群会议提供了支持。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preview=/27132037/44663670/GAC%20ICANN%2058%20Communique.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gac-to-board-18apr13-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gac-to-board-30jun16-en.pdf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preview=/27132037/44663670/GAC%20ICANN%2058%20Communique.pdf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Public+Safety+Working+Group
https://gacweb.icann.org/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39944649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Working+Group+to+Examine+the+Protection+of+Geographic+Names+in+any+Future+Expansion+of+gTLDs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Under-served+Regions+Working+Group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Operating+Principles+Working+Group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Working+Group+to+examine+the+GAC%27s+participation+in+NomCom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Public+Safety+Working+Group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w/cross-community-session-towards-effective-dns-abuse-mitigation-prevention-mitigation-respons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x/underserved-regions-in-the-icann-community-how-to-better-engag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x/underserved-regions-in-the-icann-community-how-to-better-engag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l/cross-community-discussion-with-data-protection-commiss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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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RSSAC 召开了 8 场工作会议。特别是，作为探究根服务器系统发展历程的工作的一部

分，RSSAC 讨论了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问题。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之一是 RSSAC026，这是一份术语词库，其中定

义了与根服务器运营相关的众多专业术语。

RSSAC 参与了 ICANN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组织的“运作原理”系列培训会议。这些会议于 3 月 12 日星期天 17:00 和 3 月 
13 日星期一 15:15召开。培训会议从简要介绍 DNS、其历史以及根区运营商的工作内容开始。会议还涵盖了若干技术

主题，包括对任播路由的通义解释。这些会议适合任何受众参与，即使不需具备技术专业知识也毫无影响。

3 月 14 日星期二，RSSAC 与 ICANN 董事会召开了联合会议，讨论了新 gTLD 项目及双方目前的工作重点等主题。RSSAC 
还在自己的公开会议上介绍了其工作的最新进展。

 

后续行动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RSSAC 通过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了两个活跃工作组所做的持续努力，它们分别是由约翰·邦
德 (John Bond) 领导的根服务器域名机制工作组和由凯夫·兰吉巴 (Kaveh Ranjbar) 领导的任播镜像分配工作组。两个工

作组都将继续定期召开电话会议，并向 RSSAC 提供相关最新信息。最后，RSSAC 审核了其在 IETF98 期间的核心小组会

议计划，并开始为 2017 年 5 月初举办的下一次研讨会做准备。

 

资源材料
RSSAC 的职责是就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营、管理、安全和完整性相关事务向 ICANN 董事会和社群提供建议。RSSAC 的成

员包括来自全球根服务运营组织的代表，以及来自参与根区稳定性、技术和运营管理的合作伙伴组织的联络人。

2014 年，RSSAC 成立了域名系统和根服务器系统专家核心小组来完成其基本工作。核心小组共有 85 名成员（其中 
47% 的成员并非根服务器运营商的员工），这大大拓宽了为 RSSAC 工作服务的技术专长领域。要加入核心小组，请向 
RSSAC 核心小组成员资格委员会发送意向书：rssac-membership@icann.org。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ssac-026-14mar17-en.pdf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po/how-it-works-root-server-operations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qB/how-it-works-root-server-operations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qB/how-it-works-root-server-operations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vm/joint-meeting-icann-board-root-server-system-advisory-committee-rssac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6/rssac-public-session
https://www.icann.org/groups/rssac
mailto:rssac-membership%40icann.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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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CANN58 期间的活动概况
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期间，SSAC 召开了两场有关域名系统安全扩展 (DNSSEC) 的会议。第一场会议是“人人都学 
DNSSEC：初学者指南”。会上，SSAC 介绍了 DNSSEC，并向与会者展示了如何轻松快速地部署 DNSSEC。

第二场会议是 DNSSEC 研讨会，会议内容涵盖了：

 •  欧洲地区 DNSSEC 活动的最新资讯，包括来自丹麦 (.dk)、捷克共和国 (.cz)、德国 (.de) 和奥地利 (.at) 的 
演示。

 •  有关在全球部署 DNSSEC、ISC/IETF DNSSEC 活动、根区密钥轮转最新资讯、DNSSEC 中的 ECDSA 采用情况

以及受信任电子邮件服务的演示。

 • ISP 验证专题讨论会：根区密钥轮转准备。

 • 关于使用 DNSSEC 和 SMILLA 实现 IPsec 随机加密的演示：自动 S/MIME 加密。

此外，SSAC 与 ICANN 董事会召开会议并向后者简要介绍了“与国际化域名混淆性相关的互联网安全和稳定”这一 
主题。

SSAC 还召开了公开会议，概要介绍了其最近和当前的活动，并邀请社群提供意见。最后，SSAC 召开了一整天的秘密

工作会议。

后续行动
多年来，DNSSEC 研讨会一直是 ICANN 会议的一部分，它为新老成员提供了会面、演示和讨论当前及未来 DNSSEC 部
署的论坛。不久后，DNSSEC 研讨会项目委员会将着手计划要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ICANN59 政策论坛上召开的 DNSSEC 研 
讨会。

SSAC 还将继续就一系列主题撰写报告、提供咨询以及发表意见，并为 ICANN 第 59 届会议准备有关其最近活动的公开

演示。

 

资源材料
“人人都学 DNSSEC：初学者指南”会议的资料可点击此处查看。

DNSSEC 研讨会资料地址：第 1 部分 | 第 2 部分 | 第 3 部分

SSAC 公开会议的演示文稿可点击此处查看。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k/dnssec-for-everybody-a-beginners-guide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9/dnssec-workshop-part-1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A/dnssec-workshop-part-ii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oB/dnssec-workshop-part-iii
https://schedule.icann.org/event/9nnp/ssac-public-mee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