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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首选语言进行阅读 

《ICANN 政策更新》提供联合国全部六种官方语言的版本。《政策更新》文

档在 ICANN 网站上发布，可以在线订阅。如果希望每月通过您的邮箱接收这

些更新内容，请访问 ICANN 的订阅页面，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选择

“政策更新”即可订阅。此项服务免费。 

《ICANN 政策更新》目的声明 

 

如有问题、意见和建议，请发送到： 

HYPERLINK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policy-staff@icann.org。 

政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 

地址支持组织 ASO 

国家或地区代码域名支持组织 ccNSO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网络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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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ICANN  

当前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议题 

若干受关注的议题目前正向 ICANN 机构群体广泛征询公众意见。现在即可发表您对

以下主题的意见： 

 

缓解域名冲突风险的提案。Interisle Consulting Group 已完成了一项关于新

公共 gTLD 标签与这些字符串当前私人使用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调查。

意见征询期于 8 月 27 日结束；意见回复期于 9 月 17 日结束。 

GNSO 组织机构章程修订流程。修订 GNSO 利益主体组织和社群章程的流程

应该是什么？意见征询期于 8 月 28 日结束；意见回复期于 9 月 18 日结束。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
http://www.icann.org/en/newsletter/
http://www.icann.org/en/topics/policy/
http://aso.icann.org/
http://ccnso.icann.org/
http://gnso.icann.org/
http://www.atlarge.icann.org/
http://gac.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dns-root/
http://www.icann.org/en/committees/security/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name-collision-05aug13-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structures-charter-22jun13-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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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风险管理框架报告。Westlake Consulting 编制了这份与 ICANN 有关

的（但并非必然在其管控范围内）问题风险报告。意见征询期于 9 月 13 日

结束；意见回复期于 10 月 5 日结束。 

关于 ccTLD 授权和重新授权用户说明和政策及程序源文的意见征询。说明 

IANA 计划如何处理国家或地区顶级域名授权和重新授权请求。意见征询期

于 9 月 30 日结束；意见回复期于 10 月 21 日结束。 

关于 gTLD 授权和重新授权用户说明和政策及程序源文的意见征询。说明 

IANA 计划如何处理通用顶级域名授权和重新授权请求。意见征询期于 10 月 

1 日结束；意见回复期于 10 月 22 日结束。 

 

要查看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议题的完整列表，及近期关闭和归档的公众意见论坛，

请访问公众意见网页。 

工作人员还制作了一个网页，帮助预览潜在的“近期”公众意见征询机会。“公众

意见征询 － 近期”页面提供关于可能进行的未来公众意见征询的信息。该页面在每

次 ICANN 公开会议召开后更新，旨在帮助个人和机构群体确定工作重点和计划未

来的工作量。 

ASO 

成立计划委员会以迎接 ICANN 第 48 届

公开会议 

随着 ASO 计划委员会的成立，将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举行的第 48 届 ICANN 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此全面展开。该计划委员会将由 

ASO 地址委员会主席和联合主席、来自拉丁美洲的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和 

ASO 地址委员会成员以及 ASO/NRO 支持人员组成。 

计划委员会希望突显 ASO 在政策制定流程中的作用，并增强对编码问题的认识。

在未来数周内，该小组将确定与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一起参与会议以及与更广泛

的 ICANN 机构群体一起参加研讨会的实质性领域。 

更多信息 

 ASO 网站 

工作人员联系人 

Barbara Roseman，政策主管兼技术分析师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dns-rmf-final-23aug13-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cctld-drd-ui-policy-09sep13-en.htm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gtld-drd-ui-policy-10sep13-en.htm
http://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upcoming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upcoming
http://aso.icann.org/
mailto:policy@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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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SO 

黑山共和国成为第 139 位 ccNSO 成员 

概况 

黑山共和国顶级域名 (.ME) 的运营商已加入 ccNSO，
成为该组织第 139 位成员。 

最新动态 

.ME 运营商（即黑山共和国政府）已加入 ccNSO。黑山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

地处亚得里亚海和塞尔维亚之间。 

后续步骤 

ccNSO 欢迎更多 ccTLD 加入 ccNSO 机构群体。 

更多信息 

 公告 

 ccNSO 成员列表 

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ccNSO 秘书长） 

两位新 ccNSO 委员 

概况 

ccNSO 欢迎 Celia Lerman Friedman 和 Jordi Iparraguirre 成为 NomCom 新任命
的委员。 

最新动态  

Celia Lerman Friedman 和 Jordi Iparraguirre 获得任命，代表 ICANN 提名委员会 

(NomCom) 在 ccNSO 委员会担任职务；Jordi Iparraguirre 获任命代替 Mary Wong 

担任其职务。 

http://ccnso.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13sep13-en.htm
http://ccnso.icann.org/about/members.htm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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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Jordi 随即将担任该职务，并将在 Mary Wong 的剩余任期内（至 2015 ICANN 年

度全体会议结束）在委员会任职。 

Celia 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结束后代替 Sokol Haxhiu（其任期将于 2013 年 11 月

结束）开始任职。 

背景信息 

三位 NomCom 任命的委员在 ccNSO 委员会任职；NomCom 每年会任命一位新

成员。由于 Mary Wong 于今年早些时候已离职，必须寻求一名代替人员，因此今

年任命了两位委员。 

更多信息 

 Celia Lerman-Friedman 

 Jordi Iparragirre 

工作人员联系人 

Gabriella Schittek（ccNSO 秘书长） 

GNSO 

WHOIS 技术调查最终报告发布 

概况 

WHOIS 服务工作组受命于 GNSO 委员会，以起草、执行和分析一项调查的结果，
目前已发布了其最终报告，该调查的内容是衡量对《WHOIS 服务要求报告》
（2010 年 7 月 29 日）中所列的各技术要求的支持程度。工作组的目标是制定一
系列关于对拟议技术要求的支持程度的衡量标准的建议提案。 

最新动态及后续步骤 

WSWG 工作组已经向 GNSO 委员会提交了其最终报告。在将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举行的下次会议上，委员会将对动议投票，以批准最终报告中的建议，并向其他

审查 WHOIS 和域名注册数据问题的相关组织和工作组发送调查结果。 

http://www.icann.org/en/groups/nomcom/bios-02sep13-en.htm#celia-lerman
http://www.icann.org/en/news/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04sep13-en.htm
mailto:gabriella.schittek@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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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2009 年 5 月，GNSO 委员会让 ICANN 工作人员编制一份全面的 WHOIS 要求，

其中应包括当前服务中已知的不足之处以及“过去已经提出的为支持各项政策举措

而需要的任何可能的要求”。因此，ICANN 工作人员编制了一份报告，列出了 

WHOIS 服务要求详细清单并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将报告发送给 GNSO 委员会。

随后，GNSO 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 6 日召集了一个工作组以起草、执行和分析

调查结果，该调查的目的是衡量对前述 WHOIS 服务要求报告最终清单中所列的各

项技术要求的支持程度。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工作，该工作组编制了一份技术要求调

查草案，并开放公众论坛以征求机构群体的意见。所有反馈均通过调查草案提交，

该调查草案由 Lime Survey 开源调查软件托管。 

更多信息 

 WHOIS 技术调查最终报告 [PDF，1.3 MB] 

工作人员联系人 

Berry Cobb（ICANN 政策制定支持） 

继续招募志愿者：组建起草小组，以编制 GNSO 衡量标

准与报告工作组的章程 

概况 

GNSO 委员会提供更多的时间用于招募志愿者为一个未来工作组编制章程，该工
作组将针对报告和衡量标准寻求建议，以便通过优化基于事实的决策进一步促进政
策制定流程。 

最新动态 

由于首次招募志愿者后起草小组的注册人员数量有限，GNSO 委员会在其 9 月 5 日

的会议上延长了志愿者招募时间，以便招募更多志愿者参与该小组。目前正在从机

构群体中寻求足够的人员加入其中。 

起草小组将根据《GNSO 工作组指南》并考虑《报告一致性的最终问题报告》
[PDF，1.5 MB] 编制章程。最终问题报告建议组建一个工作组以完成以下事项： 

 审查机构群体如何与合同缔约方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开展协作以分享投诉和滥

用数据，这些数据可在注册人和互联网用户向相关方提交投诉时为其提供进

一步的指导；以及 

 调查更多关于 GNSO 数据申请、衡量标准和其他报告需求的正式流程，从而

为 GNSO 政策制定流程提供帮助。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whois/wswg-final-21aug13-en.pdf
mailto:policy-staff@icann.org
http://gnso.icann.org/en/council/annex-1-gnso-wg-guidelines-08apr11-en.pdf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uofr-final-31mar1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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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9 日，GNSO 委员会批准该报告的建议，在 ICANN 合同合规团队于 

2013 年底完成三年计划之前，推迟就衡量标准和报告作出任何进一步行动。同时，

GNSO 委员会还通过了组建一个非 PDP 工作组的建议，该工作组的任务是针对报

告和衡量标准寻求建议，以便通过基于事实的决策（适用时）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

信息。预计会进行 ICANN 内部和外部数据资源的可用性审查，为该工作组的审议

提供信息。 

后续步骤 

GNSO 委员会邀请利益相关方提供志愿者的姓名，这些志愿者可被添加到起草小

组邮件列表。欢迎各方人士加入。希望受邀加入小组的机构群体成员请联系 

GNSO 秘书处。志愿者将需要提交一份意向声明书。 

背景信息 

2010 年，滥用注册政策工作组 (RAPWG) 在其最终报告中确认“有必要在机制内

形成更好的一致性来引入、跟踪和分析违反政策的报告”，并建议“GNSO，乃至

整个 ICANN 机构群体，创建并支持统一的报告流程”。GNSO 与机构群体和 

ICANN 合同合规团队协作，通过尽职调查分析来审议这些问题，该分析是对 

ICANN 内部当前声明合规性报告系统和未来声明实施计划的一次审核。根据收集

到的信息，GNSO 委员会建议编制一份问题报告。ICANN 工作人员编制的报告进

一步概述了在 ICANN 合同合规职能的报告和衡量标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审核

了相关的其他报告来源。 

更多信息 

 GNSO 衡量标准与报告工作组页面 

 志愿者招募 

工作人员联系人 

Berry Cobb，ICANN 政策制定支持部门 

mailto:gnso.secretariat@icann.org?subject=Application%20to%20Join%20GNSO%20Metrics%20and%20Reporting%20WG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uofr-final-31mar13-en.pdf
http://gnso.icann.org/en/group-activities/active/uofr
http://gnso.icann.org/en/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06sep13-en.htm
mailto:policy@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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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普通用户 

ALAC 在 8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期间提交了五份政策建议

声明 

概况 

ALAC 一如既往地积极准备各种声明，以响应 ICANN 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并积极
提供各种意见和沟通内容。在 8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期间，ALAC 共提交了五份声明。
ALAC 目前正在制定若干其他政策建议声明。 

最新动态 

在 8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期间提交的五份 ALAC 政策建议声明和沟通内容的总结如下。 

优先处理字符串争用中的群体申请  

 在新 gTLD 字符串争用解决流程中，拥有明显支持、适当保障措施并高度

重视群体服务的申请应给予优先处理。 

 

群体优先评估中的机构群体专业知识 

 ALAC 对评估新 gTLD 群体申请的专家组中机构群体的专业知识是否足够存

有疑虑。 

 ALAC 随时准备指派合适的 ICANN 机构群体志愿者作为专家组成员或顾问。 

 

缓解域名冲突风险的提案 

 ALAC 对 Interisle Consulting Group 编制和发布研究报告“DNS 中的域名

冲突”以及 ICANN 随后在“新 gTLD 冲突风险管理提案”中的回应表示欣

然接受。 

 ALAC 希望重申其之前向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在采取缓解措施降低剩余风

险时，尤其是针对“无法估算风险”类别的字符串，ICANN 必须确保不会

将此类剩余风险转嫁给第三方，例如目前的注册管理执行机构、新 gTLD 申

请人、注册人、消费者和最终个人用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所提出的缓解

措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不应该由注册人、消费者和最终个人用户承担。 

 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时间是在新 gTLD 流程的较晚阶段，ALAC 仍存有疑

虑。ALAC 敦促理事会调查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会被长时间忽略和忽

略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类似情况。 

https://community.icann.org/x/MlV-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x/NlV-Ag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acpolicydev/At-Large+Proposal+to+Mitigate+Name+Collision+Risks+Workspace
http://www.icann.org/en/about/staff/security/ssr/name-collision-02aug13-en.pdf
http://www.icann.org/en/about/staff/security/ssr/name-collision-02aug13-en.pdf
http://www.icann.org/en/about/staff/security/ssr/new-gtld-collision-mitigation-05aug1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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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 gTLD 目录服务模式草案探究 

 ALAC 强烈支持继续讨论关于制定 ARDS 提案的问题，并希望继续参加这

些讨论。 

 ALAC 强烈支持 ARDS 提案中的以下要素： 

o 允许分层访问注册数据。公众仍将能够访问某些 WHOIS 数据，但是

仅限于那些拥有公认原因可以访问具体数据的人，因此能够公开解决

某些关于所有 WHOIS 数据的合法隐私权问题。 

o 规定集中责任，以保证数据准确性。 

 

ICANN 提供的群体优先评估 (CPE) 指南更新 

 ALAC 对经济学人智库 (EIU) 编制的“群体优先评估 (CPE)”提案表示欢迎。 

 ALAC 指出，EIU 将申请人指南标准转变为评估指南，旨在让其成为一个基

于证据的评估流程，ALAC 对此表示满意。 

 ALAC 支持进行全面的群体评估，以确保申请人的合法性和其价值提案的长

期持续性。 

 在不重新进行关于申请人指南和评估指南的辩论的情况下，ALAC 基于本声

明中的文件提出了多项建议和观察意见。 

更多信息 

 网络普通用户信函页面 

 网络普通用户政策制定页面 

工作人员联系人 

Matt Ashtiani，政策专家  

网络普通用户机构群体扩展至 157 个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概况 

ALAC 已批准以下机构成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Internet Society Nepal 

Chapter (ISOC Nepal)（尼泊尔互联网协会分会，简称 ISOC 尼泊尔）。这个新的 

ALS 进一步体现了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区域多元化。该群体代表成千上万的互联
网个人用户。在新增这个组织后，现在获得批准的 ALS 总计达到 157 家。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lacpolicydev/At-Large+Explore+the+Draft+Next+Generation+gTLD+Directory+Services+Model+Workspace
https://community.icann.org/x/1wGMAg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
https://community.icann.org/x/bwFO
mailto:matt.ashtiani@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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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ALAC 对是否授予尼泊尔互联网协会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LS) 认证进行了投票。

认证过程包括由 ICANN 工作人员执行尽职调查，以及由亚洲、澳大拉西亚和太平

洋群岛地区网络普通用户组织 (APRALO) 提供地区性建议。 

有关这家新网络普通用户组织的更多信息： 

Internet Society Nepal Chapter (ISOC Nepal)（尼泊尔互联网协会分会，简称 

ISOC 尼泊尔）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ISOC 尼泊尔的使命中包括支持对互联网在

使用、基础架构、知晓度和运营方面实行标准化，根据全球需要通过国家层级的政

策建议和修改便利于主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组织关于互联网开发和创新的有效培

训和研讨会。 

该组织属于 APRALO 下的 ALS。 

背景信息 

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一大优势是，它结合了五大 RALO 中各互联网最终用户组织

（即 ALS）的各种全球多元化观点。这些草根组织的观点通过一个自下而上形成

共识的内部政策制定流程收集起来，并体现在 ALAC 官方文档中。 

更多信息 

 通过认证及等待认证的 ALS 的完整列表 

 关于全球 ALS 代表的统计信息 

 通过认证的 ALS 全球地图 

 有关如何加入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的信息 

 ICANN 网络普通用户网站 

工作人员联系人 

Silvia Vivanco，网络普通用户地区事务负责人 

 

http://www.atlarge.icann.org/en/applications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rge+Structures
http://www.atlarge.icann.org/members
http://www.atlarge.icann.org/correspondence/structures-app.htm
http://www.atlarge.icann.org/
mailto:silvia.vivanco@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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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GAC 成员增至 129 位  

概况 

德班会议期间，GAC 迎来五位新成员，它们是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斯威士兰以及赞比亚。由此，GAC 成员总数达到 129 位，另外还有 
28 位 GAC 观察员（政府间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世界银行、世
界贸易组织 [WTO]）。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GAC 德班公报。 

背景信息 

ICANN 通过 GAC 接收政府的意见。GAC 的关键职能是就公共政策问题向 ICANN 
提供建议，特别是当 ICANN 活动或政策可能涉及国家法律或国际协定时。GAC 
通常每年召开三次会议，与 ICANN 会议联合进行，其间与 ICANN 理事会和其他 
ICANN 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以及其他团体讨论问题。在与理事会会面期间，
GAC 还可能通过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会议讨论问题。 

更多信息 

 GAC 网站 

工作人员联系人 

Jeannie Ellers，ICANN 政策工作人员 

RSSAC 

RSSAC 重组进展 

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正在积极推进其重组进程。在最近于德国柏林
举行的第 87 届 IETF 会议期间，RSSAC 执行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RSSAC 旧
有组织架构已解散，所有进行中的工作成果都将转入新的组织架构，并设定有交付
时间表。已向 SSAC 和互联网架构委员会发布邀请，希望他们能在 RSSAC 派驻
联络员，正在制定有关运营程序、角色和职责的文件。 

更多信息 

 RSSAC 网站 

工作人员联系人 

Barbara Roseman，政策主管兼技术分析师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Final_GAC_Communique_Durban_20130717.pdf?version=1&amp;modificationDate=1374215119858&amp;api=v2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
mailto:jeannie.ellers@icann.org
http://www.icann.org/en/groups/rssac
mailto:policy@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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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C 

SSAC 发布关于下一代目录服务专家工作组提交的 

ICANN 初期报告的意见 

概况 

SSAC 已发布一份关于下一代目录服务专家工作组 (EWG) 提交的初期报告的意见 

[PDF，384 KB]。 

最新动态及后续步骤 

SSAC 已发布一份关于下一代目录服务 EWG 提交的初期报告的意见。在该意见

中，SSAC 说明了与 EWG 初期报告有关的四个实质性问题：1) 注册数据的目

的，2) 可用性风险，3) 身份验证与访问控制，以及 4) 数据准确性。SSAC 向 

EWG 提出了四项建议供其考量。下一步，EWG 将考量 SSAC 和其他机构群体

成员提出的意见。 

背景信息 

SSAC 在意见中指出，EWG 初期报告中提出的改变标准模式的提议实际上在多年

前就已提出了。这些改变包括变更域名注册数据的储存和访问方式，以及拓宽关于

哪些人可以访问哪些数据和基于哪些原因访问的限制。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 EWG 初期报告不断演变的性质，SSAC 意见并未试图解决所

有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SSAC 将密切关注正在展开的讨论，并计划在此过程中

提供更多意见。由于提案可能对互联网网络普通用户群体、注册服务商和注册管理

机构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因此 SSAC 希望对 ICANN 机构群体认为具有潜在价值

的政策和执行意见实施正式的政策制定流程。 

更多信息 

 gTLD 目录服务专家工作组提交的初期报告：下一代注册目录服务  

[PDF，1.7 MB] 

 公众意见存档 

 SSAC 关于 gTLD 专家工作组提交的 ICANN 初期报告的意见  

[PDF，384 KB] 

工作人员联系人 

Julie Hedlund，政策主管 

http://www.icann.org/en/groups/ssac/documents/sac-061-en.pdf
http://www.icann.org/en/groups/other/gtld-directory-services/initial-report-24jun13-en.pdf
http://mm.icann.org/pipermail/input-to-ewg/2013/thread.html
http://www.icann.org/en/groups/ssac/documents/sac-061-en.pdf
policy-staff@ican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