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所有目标时限均基于章程规定的 5 年周期。 
 

具体审核流程概览 
上次更新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简介 
具体审核流程包括七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计划前的准备工作、启动审核与推选 RT、计划、执

行审核、董事会审议、实施，以及持续执行。执行整个流程大约会用时 48 个月。 

 

章程提供了四项具体的审核：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 (ATRT)、1安全、稳定与弹性审核 (SSR)、2竞

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审核 (CCT)，3和注册目录服务审核 (RDS)。4ATRT、SSR 和 RDS 的审核

周期为五年，具体时间从 ICANN 董事会通过“启动审核流程”决议，并要求相应的社群成立审

核小组的那一刻开始算起。这一步意味着“启动审核与推选 RT”阶段的开启。CCT 只能在“新

一轮 gTLD 运转一年后”开始执行。5各个审核阶段的目标时限均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

审核小组、ICANN 董事会，还是 ICANN 组织，都无法控制其中的许多因素；为此，目标时限出

现差异也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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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审核流程的“计划前的准备工作”阶段必然会涉及 ICANN 组织任命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与 ICANN 各部门和 SO/AC 的领导层，会就审核期间所需的技能、时间安排和一些潜在的问题

进行协调，以此来通知工作范围。 

 

项目负责人通过制定项目时间表、获得内部资源、确定所需的技能，以及划拨预算总额，为开始

执行审核做准备。除此之外，项目负责人还需收集：与实施以往审核期间提供的建议有关的信息

和数据。这些信息随后会提交给审核小组。 

 
 

第二阶段：启动审核与推选 RT     目标时限 1：6 个月  

在具体审核流程的“启动审核与推选 RT”阶段，ICANN 董事会将通过“启动审核流程”决议。

随着董事会通过这项决议，ICANN 社群也将成立审核小组 (RT)，并且审核小组将草拟其参考条

款和工作计划。ICANN 组织6会在这个流程中提供支持。董事会的这项决议标志着下一个为期五

年的审核周期开始进入倒计时。 

 

                                                           
1 章程第 4 条第 4.6(b) 款。 
2 章程第 4 条第 4.6(c) 款。 
3 章程第 4 条第 4.6(d) 款。 
4 章程第 4 条第 4.6(e) 款。 
5 章程第 4 条第 4.6(d)(ii) 款。 
6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战略和战略计划部门将负责领导 ICANN 组织在具体审核流程中的协调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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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阶段，ICANN 组织将征召志愿者，并征求来自 ICANN 社群的各种申请，其中包括指示从哪

些 SO 和 AC 中寻求提名。每个 SO 和 AC 都将根据各自的流程，分别评估各种申请并提名其 RT 

候选人员。每个 SO/AC 最多可提名七位申请人。 

 

随后，SO/AC 主席进行会晤并依照 ICANN 章程（第 IV 条第 4.6 (a)(i)(A-C) 款）的相关规定，遴

选出 RT 最终的候选人员。  

 

ICANN 董事会也将推选一位董事或联络人，作为 RT 的成员。 

 

在选定 RT 之后，ICANN 组织将宣布 RT 及其成员，至此，这个 RT 就成立了。 

 

本阶段的潜在风险：选定的 RT 可能不符合条件，或者未充分体现 ICANN 社群的多样性，不具

代表性。 

 
 

第三阶段：计划       目标时限 1：6 个月 

在本阶段，RT 需要制定出审核方法。按照 ICANN 董事会的要求，RT 应着手准备参考条款和工

作计划。此外，RT 还需拟定项目计划、团队结构、有待处理的问题、审核时间表，以及预算负

责人（即，指定的 RT 成员）。处理这些要素时，RT 可参考“ICANN 章程”和“运营标准”。 

 

在计划阶段，ICANN 组织将与 RT 就项目预算总额（通过 ICANN 年度预算流程）进行沟通。另

外，ICANN 组织还需协调好以下工作：收集 RT 成员的各种陈述、利益声明，以及保密协议（如

果需要）。 

 

RT 将其采纳的参考条款和工作计划呈交给 ICANN 董事会。ICANN 董事会接收各种报告，并确

认这些报告遵循了 ICANN 的章程和使命。截止到这一步，预示着审核流程的“计划”阶段结

束。 

 

本阶段的潜在风险：如果工作范围不清晰，则可能会导致重复工作，或不符合相关章程的规定。 

 
 

第四阶段：执行审核       目标时限 1：12 个月 

在“执行审核”阶段，RT 应当首先收集并分析数据，其中包括对以往审核建议的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在适当的情况下，RT 可以向 ICANN 社群进行咨询。 

 

RT 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利用第三方独立的专业知识来提供建议。如果确实需要，而且预算可以控

制在允许范围内，那么 ICANN 组织将遵循 ICANN 采购规程，与 RT 相互合作，共同确定并聘用

专家。RT 需要为采购期间的预期工作提供适用范围、选择标准、里程碑以及时间表方面的相关

意见。 

 

完成数据收集和分析后，RT 需要根据其研究、观察的数据，来制定调研结果及相关意见。 

 

RT 可以针对所有的初始调研结果（其中包括进一步实施的可行性、所发现问题的有效性，以及

提供的建议与现有政策或建议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向 ICANN 组织的主题问题专家 (SME) 进

行咨询。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en#article4.6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operating-plan-budget-2015-06-1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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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应当根据社群和主题问题专家提出的意见，以及自身的研究和分析结果、简报和其他文件，

来制定建议。随后，RT 应依照审核的参考条款来检查其调研结果，并起草相关报告。在本阶

段，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可以向 RT 提供反馈意见。  

 

一旦 RT 确定了建议的优先顺序并且报告草案与之保持一致，ICANN 组织就会发布该报告以征询

公众意见。接下来，ICANN 组织编写公共评议报告，并协调社群咨询工作。RT 审核公共评议报

告，并审核来自 ICANN 组织主题问题专家和 ICANN 董事会的反馈意见。RT 可以选择在发布最

终报告之前，对报告进行适当修改。根据收到的反馈内容，可以提交更新后的报告草案，以进行

另一轮的公众意见征询。 

 

发布最终报告后，RT 会留下一到两位 RT 成员，以澄清有关实施规划方面的问题。随后，RT 解

散。 

 

在整个第四阶段，RT 会定期向 SO/AC 领导层和 ICANN 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提供进度状态

更新报告。与此同时，ICANN 组织还会按季发布“情况简报”，其中包含有关志愿者参与的信

息、预算状态、审核进度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本阶段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包括以下方面： 

- 未召集到符合条件的审核小组，或者审核时间超过预期。 

- RT 申请的资源超出了可用的预算范围。在这种情况下，RT 可能需要征得 ICANN 董事会

的批准，以获取更多的资金。 

- 发布报告或公开其他存档的 RT 信函时，没有正确修订机密信息。 

- 最终报告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公共评议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阶段：董事会审议      目标时限 1：6 个月  

当 ICANN 董事会确认收到了 RT 的最终报告，则预示着审核流程“董事会审议”阶段的开始。

董事会指示 ICANN 组织发布这份最终报告，以进入最后的公共评议期。接下来，ICANN 组织负

责管理公众意见，并在公共评议期结束后编写公共评议报告。 

 

ICANN 组织制定行动计划。行动计划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可行性、资源、实用性、预算和时间

表，以及由一位或多位指定的 RT 成员根据需要提供的意见和说明。 

 

ICANN 董事会审核该行动计划，以及最终的 RT 报告和公共评议报告。然后，ICANN 董事会可

以批准或拒绝所提出的建议，并提供相应的理由。如果董事会批准了建议，那么董事会将随后要

求 ICANN 组织或其他适合的小组开始实施这些建议。当董事会对建议做出了决定，则标志着审

核流程中“董事会审议”阶段的结束。 

 
本阶段的潜在风险：董事会对建议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引发社群的不满。 

 
 

第六阶段：实施       目标时限 1：18 个月 

ICANN 组织通过确定详细的实施时间表、预算和资源，并起草实施计划，可开启审核流程中的

“实施”阶段。 

 

接下来，ICANN 组织和 ICANN 社群将开始实施建议并持续进行，直至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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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实施期间发现任何问题，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应当对相关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

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实施期间，ICANN 组织向董事会和社群提供有关实施进度的季度和年度报告。ICANN 组织遵循

标准运营程序来监控、维护和度量实施进度，并持续提供维护。  

 

本阶段的潜在风险：如果发现的问题会阻碍实施的进展，但是这样的问题却无法解决，那么就会

出现僵局。章程既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处理这种僵局，也没有指明社群应如何参与这一过程。不

过，随着运营标准的逐步发展、完善，将来会有可能克服这种僵局。 

 

第七阶段：持续执行 

实施完毕后，社群和 ICANN 组织应将实施结果纳入标准运营程序（如适用）。  

 


	具体审核流程概览
	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