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咨询委员会
布宜诺斯艾利斯，2015 年 6 月 24 日
GAC 公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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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当周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议。69 位 GAC 成员和 9 位观察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
II.

选区间活动和社群合作
1.	
  与 ICANN 董事会召开会议

GAC 与 ICANN 董事会召开会议并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
•
•
•
•
•
•
•
•

社群申请优先评估
.Africa 事务
新通用顶级域保护建议
二级国家和地区域
新通用顶级域项目审核
IANA 管理权移交
ICANN 问责制
ICANN 首席执行官
2.	
  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的会议

GAC 与 GNSO 召开会议，并注意到在编写未来目录服务的问题文件时应用了新的“快速审
查”机制；并提出 GAC 和 GNSO 的领导团队应当在休会期间举行更多例行电话会议。GAC
支持延长联系 GNSO 理事会和 GAC 的试行联络人机制。
GAC 对 GNSO 确立“ GAC 建议回应机制”表示欢迎。这一机制使得董事会在查看建议时，
能够明确查到与之相关的 GNSO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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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看以往关于同一主题或其他主题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建议，请参阅以往 GAC 公报，网址为：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Recent+Meetings，更早的 GAC 公报可参见：https://g
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Meetings+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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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和 GNSO 还针对 IANA 管理权移交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CWG——管理权）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CCWG——问责制）的提案的处理方式交换了意见。
3.	
  与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召开会议
GAC 和 ccNSO 针对“CWG——管理权”和“CCWG——问责制”的提案的处理方式交换了意
见。
GAC 已经通知 ccNSO 该机构目前正在针对国家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和各国政府之间的
联系这一主题搜集数据。此举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佳实践和管理经验等信息。
4.	
  与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召开会议
GAC 与 SSAC 会面，讨论了目前 SSAC 的工作重点。本节会议上，GAC 与 SSAC 针对“CW
G——管理权”和“CCWG——问责制”的提案处理方式进行了有益沟通，特别是针对 SAC0
69 建议交换了意见，即：SSAC 针对在管理权移交过程中维护 IANA 职能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的建议。
5.	
  与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召开会议
GAC 与 ALAC 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第 1 类通用顶级域保护建议。
GAC 和 ALAC 还就如何应对“CWG——管理权”和“CCWG——问责制”的提案交换了意见。
***
GAC 衷心感谢所有与之会面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以及对 GAC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
议中的对话提出看法和意见的 ICANN 社群成员。
III. 内部事务
1.	
  新成员
GAC 热烈欢迎基里巴斯和毛里求斯成为新成员。目前，GAC 拥有 152 名成员和 32 名观
察员。
我们鼓励尚未加入 GAC 的政府考虑加入本机构。

2.	
  GAC 运营原则
GAC 同意对其运营原则进行适当修订，以确定当选副主席人数可高达五名。本机构还专设
了一个工作组，以审核运营原则的所有其他事务。
3.	
  GAC 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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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还将继续通过其下属工作组推进具体领域的工作，包括：
•
•
•
•
•
•
•

地理名称保护
公共安全
服务欠缺地区
GAC 参与 ICANN 提名委员会 (NomCom)
人权和国际法
GAC 运营原则审核
与政府和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的合作
4.	
  二级国家和地区域

鉴于新通用顶级域的申请规则中保留了对二级国家/地区域的释放，因此，GAC 将继续编
制一套数据库，列出在新通用顶级域中释放二级国家/地区域时需要获得请求通知的国家
清单；政府还可选择不反对释放这类域名，并在释放过程中无须获得请求通知。
这一清单将于 2015 年 7 月底编制完成并公开发布在 GAC 主页上。
IV. 高层政府级会议
摩洛哥将于 2016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即 ICANN 第 55 届会议举办期间，召开高层政
府级会议 (HLGM)。作为这一节会议的主办方，摩洛哥代表在本次会议上对筹备工作、讨
论主题、议程草案和相关事务等进行了介绍。一些 GAC 成员对摩洛哥决定主办高层政府
级会议表示感谢，并愿意提供支持，确保会议举办取得圆满成功。GAC 预计将组建一个由
摩洛哥代表担任主席的工作组，与其他成员进行合作与协商，并制定一份会议拟定议程，
供 GAC 成员在不晚于 ICANN 都柏林会议召开时采纳通过。GAC 还将在都柏林会议上讨论
高层会议主题，编制拟定方案。
V. 美国移交 IANA 职能管理权和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
1.	
  IANA 管理权移交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CWG——管理权）
GAC 已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向“CWG——管理权”通告了以下事项：
GAC 对“CWG——管理权”的最终提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声明支持将这份提案提交给 IA
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 (ICG)，但并不限制 GAC 单个代表团发表额外公开声明。
GAC 注意并认识到《CWG 最终提案》的第 106 段中所列条款指明：“CWG——管理权”的
提案与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所制定的 ICANN 层级的问责机制的实施推行有着
紧密联系，并互为前提条件。若 ICANN 层级问责机制中的任何元素并未按照“CWG——管
理权”提案的预定计划加以实施，则“CWG——管理权”的提案必须得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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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还将根据自身要求和章程组织的要求对 CCWG 的最终提案进行评估。
GAC 希望对“CWG——管理权”及其联合主席、成员和所有贡献人表示衷心感谢。
2.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 (ICG)
GAC 十分关注 ICG 的近期活动，并期待着三大运营社群的整合提案的出炉和与之相关的
公共评议期的启动。
3.	
  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CCWG——问责制）
GAC 还将继续针对“CCWG——问责制”的拟定提案向 GAC 成员答疑解惑。GAC 将在 CCWG
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召开的见面会议上将这些内容传达给该工作组。
VI. GAC 致 ICANN 董事会的建议 2
1.	
  通用顶级域保护建议
GAC 感谢 ICANN 董事会新通用顶级域项目委员会 (NGPC) 自 2013 年北京会议后对 GAC
的保护建议做出的回应。尽管 GAC 在后续 ICANN 会议（包括 2015 年 ICANN 新加坡会
议）上发表的公报中对这一主题提供了指导意见，但新通用顶级域申请人的合同条款中仍
旧无视 GAC 此前提出的要求对严格监管行业的域名申请进行资格验证的建议。
但 GAC 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涉及严格监管行业的注册管理机构和字符串申请人已经遵
守了 GAC 所提的建议，并自愿对这些字符串进行资格核实和验证。这些申请人和注册管
理机构展示了实施 GAC 建议是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
鉴于此，
a. GAC 向 NGPC 提出以下建议：
i.

编制一份建议公益承诺 (PIC) 清单，从而为严格监管行业
域名申请的核实与验证工作确立标杆。这些公益承诺将向其
他通用顶级域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展示最佳实践。例如：“.b
ank”的 PIC 中已向消费者承诺已列出的注册人是值得信赖
的。我们还应认可并鼓励利益相关方编制一套公益承诺，以
保护严格监管行业中每个新通用顶级域的公共利益。

b. GAC 还另行建议：
i.

ICANN 社群可编制一套适用方案，在评估新通用顶级域项目
时，同时评估遭到滥用的域名数量。

2

请点击以下“GAC 建议在线记录”链接查看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过往建议和实施进度：https://gacweb.
icann.org/display/GACADV/GAC+Register+of+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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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NGPC 应当澄清是否接受或拒绝采纳保护建议。另外，我们
还须根据自《2013 GAC 北京公报》以来编制的所有 GAC 保
护建议制定一套明确的平衡计分卡，从而了解 GAC 建议是
否实施、推行进度和是否被拒。若 GAC 建议被全部或部分
拒绝，则 GAC 需要敦促 NGPC 澄清主要后续工作，从而按
照 ICANN 章程的规定，达成潜在的“共同接受的解决方
案”。

2.	
  保护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此处建议继续延用以往公报中针对顶级域和二级域中对 IGO 名称和缩写的保护措施；GAC
注意到一个非正式“小组”正在根据以往 GAC 建议制定相关机制；GAC 将在近期召集该
小组成员开会，从而在 ICANN 都柏林会议前制定一套明确的机制提案；和
在顶级域和二级域中保护 IGO 名称和缩写的永久性机制尚未得到推行之前，鼓励继续延
用现有的防护性保护措施。
3.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 2 (ATRT2)
GAC 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向董事会致信并通告 ATRT 2 中与 GAC 相关的建议的实施
进度，并指出多个领域的工作正在推进并得到持续改善。针对建议 6.8，GAC 同意与各国
政府加强合作的方针，并赞同 GAC 应与 ICANN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部门的员工加强协调。
4.	
 社 群申请优先评估
GAC 还将继续审核新通用顶级域的社群申请流程，并注意到当前流程似乎并未达到社群期
望。GAC 期待接到 ICANN 监察官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后所出具的报告，并将在都柏林会
议召开之时对当前形势进行审核。

VII.

下次会议

GAC 将于 ICANN 第 54 届爱尔兰都柏林会议上召开下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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