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简介
什么是 GAC？
GAC 是一个依照《ICANN 章程》设立的 ICANN 咨询委员会， 其职责是就 ICANN 负责的互联网域名系统 (DNS)
有关问题向 ICANN 提供公共政策方面的建议。
GAC 不是决策机构， 而是一个就 ICANN 责任范围内的问题向 ICANN 提出建议的机构。
根据《ICANN 章程》的规定，GAC 建议具有特殊地位。ICANN 理事会必须慎重考虑 GAC 建议，如果理事会提议
的行动与 GAC 建议发生冲突，那么理事会必须说明理由，并尝试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GAC 可以任命一位无投票权的 ICANN 理事会联络员。此职务通常由 GAC 主席兼任。

GAC 有哪些成员？
GAC 会从其成员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GAC 现任主席是来自加拿大的 Heather Dryden 女士，副主席则分别来自
澳大利亚、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即将结束，我们正在选举新的领导班子。
GAC 的成员包括国家政府、国际机制中认可的不同经济体；从观察员的角度来说，则包括多国政府组织、条约组织
以及公共管理机构（包括所有与全球互联网监管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联合国机构，如 ITU、UNESCO 和 WIPO）。目
前，GAC 拥有 137 名成员和 30 名观察员。

ICANN 为何要设立政府咨询委员会？
ICANN 是一个需要政府和域名行业、技术机构群体、商业和非商业用户以及民间团体共同参与的多利益主体。GAC
于 1999 年 ICANN 召开第一届公开会议时设立，一直运营至今。
ICANN 希望 GAC 能就 ICANN 负责的特定问题在公共政策方面提供建议。这是 ICANN 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GAC 如何运营？
GAC 自行决定运营程序，而这些程序在《GAC 运营原则》中有所规定。GAC 面对面会议与 ICANN 会议一起举行。
目前，ICANN 每年召开三次会议。
GAC 向 ICANN 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共识而定的。这些建议通常采用公报的形式在每次 GAC 会议结束后呈递给
ICANN 理事会。GAC 会议的所有公报和会议记录均可从网站上获取。
休会期间，GAC 通常会采用电话会议的形式处理一些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还会成立工作组来重点关注诸如工作方
法和未来 gTLD 问题等特定领域。
GAC 的工作受到独立咨询公司 ACIG 提供的专职秘书处和 ICANN 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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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GAC 会员有哪些好处？
对全球数字经济而言，互联网域名系统是互联网关键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GAC 参与的政府和 IGO 可以
获得以下好处：


有机会就互联网域名系统运营问题直接向 ICANN 理事会提出公共政策层面的建议。



在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的早期阶段提供意见，确保符合有关法律和公众利益。



与包括国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在内的其他 GAC 成员和观察员一起参加面对面会议和在线讨论，获悉 GAC 建
议的最新进展。



接触 GAC 和 ICANN 的相关主题专家，让 GAC 成员了解域名系统的技术创新及其未来发展的最新信息。



获得全职专业秘书处的支持。

GAC 成就


大量政策成果，包括：
— 2007 年通用顶级域名 (gTLD) 新原则。
— 新 gTLD 计分卡，这对 gTLD 新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并且作为巨大成功和未来模式而受到广泛欢迎。
— ICANN 接受用于新 gTLD 的保护措施，以消除执法机构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担忧。
— WHOIS 原则，包括将执法机构纳入 ICANN 以应对网络犯罪。
— 维护 DNS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 授权和管理国家或地区顶级域名 (ccTLD)。



结构和流程上的成果，包括：
— 加强了 ICANN 所有领域（包括 GAC 本身）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 通过任命 GAC 主席担任联络员、正式注册 GAC 建议和采取一系列行动与 ICANN 理事会保持联络。
— GAC 与 ICANN 决策机构之间的跨机构群体活动，例如处理通用和国家或地区顶级域名的活动。
— 制定差旅补助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 GAC 会议。

更多信息
关于 GA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overnmental+Advisory+Committee，或发送邮件至
gacsec@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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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如何成为 GAC 成员
GAC 随时欢迎新成员加入。
ICANN 依赖其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就 ICANN 工作中的公共政策方面向 ICANN 理事会提供指导和
建议，尤其是在互联网域名系统领域。
GAC 目前拥有约 140 个政府成员和约 30 个政府间组织 (IGO) 观察员。所有国家政府和经济体都可成
为其成员。无需缴纳任何会费或杂费。

任职资格
GAC 成员必须是国家政府、多国政府组织和条约组织，或是公共机构。
每位成员可向 GAC 指定一位代表和一位候补代表。成员的委任代表可以配备顾问。
委任代表、候补代表和顾问必须是该成员公共管理领域的正式官员。“官员”的含义包括：选举的政府
官员，或是被该政府、公共机构、多国政府组织或条约组织所聘用，且主要负责制定或影响其政府政策
或公共政策的官员。
如需了解有关成员规则的更多详情，请参阅《GAC 运营原则》第 IV 条：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Operating+Principles。

信函沟通
要成为 GAC 成员必须：
•

向 GAC 主席发送一封采用官方信头的已签名信函。示例信函见后页。

•

列明指定 GAC 代表的姓名和完整联系信息。还可在此信函中向 GAC 领导层提供一位指定候
补代表和任何指定顾问的信息。

•

对该信函进行电子扫描，并将扫描件添加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将电子邮件发送至
gacsec@gac.icann.org.。

申请将由 GAC 主席和副主席审核。
申请一旦获批，指定为代表的人员（一位或多位）将被添加到 GAC 电子邮件列表，且取得 GAC 网站
中仅对成员开放页面的访问权限。

问题？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gacsec@gac.icann.org，联系 GAC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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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信函

[官方信头]

Heather Dryden 女士
政府咨询委员会主席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关于：入会请求以及任命 [国家政府] GAC 代表
尊敬的 Dryden 女士：
[部委、部门或机构] 系 [以双字母代码 xx 表示的国家/地区或经济体] 负责互联网管理相关事
务的国家管理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属于 ICANN 工作范围的事务。[部委、部门或机构] 正
式请求加入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并希望任命 [GAC 代表姓名] 作为 [国家政府]
代表。
以下是相关的联系人信息：
头衔：
名字：
姓氏：
职务：
所属机构：
电子邮箱：
电话：
电话 2：

此致
[提出入会请求的国家政府指定的负责 ICANN/GAC 事务的相应政府部长或高层官员于此处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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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如何变更已任命的 GAC 代表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拥有大约 140 个政府成员和大约 30 个政府间组织 (IGO) 观察员。所
有国家政府和经济体都可以成为其成员。无需缴纳任何会费或杂费。
有时，已任命的 GAC 代表会离任，需任命其他人员来填补离任代表的职位空缺。此时，需进行信函沟
通以正式确定相应变更。

任职资格
GAC 成员必须是国家政府、多国政府组织和条约组织或公共机构。
每位成员可向 GAC 指定一位代表和一位候补代表。成员的委任代表可以配备顾问。
委任代表、候补代表和顾问必须是该成员公共管理领域的正式官员。“官员”的含义包括：选举的政府
官员，或是被该政府、公共机构、多国政府组织或条约组织所聘用，且主要负责制定或影响其政府政策
或公共政策的官员。
如需了解有关成员规则的更多详情，请参阅《GAC 运营原则》第 IV 条：
https://gacweb.icann.org/display/gacweb/GAC+Operating+Principles。

信函沟通
如需变更已任命的 GAC 代表，您必须：
•

向 GAC 主席发送一封采用官方信头的已签名信函。示例信函见后页。

•

列明新任 GAC 代表的姓名和完整联系信息。还可在此信函中向 GAC 领导层提供一位指定的新
候补代表和任何指定顾问的信息。此外，还应说明被替代的离任 GAC 代表的姓名。

•

对该信函进行电子扫描，并将扫描件添加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将电子邮件发送至
gacsec@gac.icann.com。

变更申请将由 GAC 主席和副主席审核。
申请一旦获批，新指定为代表的人员（一位或多位）将被添加到 GAC 电子邮件列表，且取得 GAC 网站
中仅对成员开放页面的访问权限。

问题？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gacsec@gac.icann.org 联系 GAC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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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信函

[官方信头]

Heather Dryden 女士
政府咨询委员会主席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关于：变更代表 [国家政府] 的 GAC 代表
尊敬的 Dryden 女士：
[部委、部门或机构]系 [以双字母代码 xx 表示的国家/地区或经济体] 负责互联网管
理相关事务的国家管理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属于 ICANN 工作范围的事务。
[部委、部门或机构] 现正式告知您，[即将离任的代表姓名] 即将卸任 GAC 代表一职。
[部委、部门或机构] 另任命 [GAC 代表姓名] 担任代表 [国家政府] 的 GAC 代表。
以下是新任代表的相关联系信息：
头衔：
名字：
姓氏：
职务：
所属机构：
电子邮箱：
电话：
电话 2：

此致
[提出入会请求的国家政府指定的负责 ICANN/GAC 事务的相应政府部长或高层官员于
此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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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GAC 领导团队
领导团队的职责包括：
•

按照 GAC 的约定，在 GAC 及其相关群体中发挥领导作用。

•

与 ICANN、其他 ICANN 咨询委员会和支持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建立战略联系。

•

按照优先级对 ACIG 和 ICANN 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排序，为 GAC 活动提供支持。

GAC 主席 － Heather Dryden 女士
Heather Dryden 女士 是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 ICANN 理事会的 GAC 联络员。
Dryden 女士在加拿大工业部的国际电信政策和协调局担任高级政策顾问一职。
她拥有 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荣誉）学士学位。

GAC 副主席
Tracy Hackshaw 先生，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自 2005 年开始，Tracy 就加入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
项目，目前在科学技术部担任国家首席信息官（副）。

Peter Nettlefold 先生，来自澳大利亚。
Peter 在澳大利亚政府通信部担任互联网监管和编码总监一职。

Thomas Schneider 先生，来自瑞士。
Thomas 在联邦环境、运输、能源和通讯部的联邦通讯办公室担任国际关系副总监和国
际信息社会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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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GAC 秘书处和 ICANN 支持小组
概述
澳大利亚持续改进组织 (ACIG) 和 ICANN 的工作人员构建了一支团队，专为 GAC 的工作提供支持。这些
工作人员通力合作，为 GAC 全体成员和观察员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组织会议、提供简报、管理网站和
电子邮件、联络 ICANN 和提供差旅补助。他们随时准备好并非常乐意为所有 GAC 成员提供帮助。
如需联系 GAC 秘书处和 ICANN 支持小组的任何成员，请发送邮件至：gacsec@icann.org

ACIG GAC 秘书处
ACIG 是一家致力于为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提供秘书支持服务的独立咨询公司。ACIG 的服务由三个
GAC 成员国出资赞助，它们分别是挪威、荷兰和巴西。但 ACIG 团队直接向 GAC 主席汇报工作。
ACIG GAC 秘书处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ACIG GAC 秘书处与 ICANN 支持小组的工作人员一起合作，为 GAC、GAC 主席和副主席提供协助。
ACIG 的主要任务包括：


为正式 GAC 会议编制和分发会议议程、简报或摘要文件以及其他初步材料。



在 GAC 会议期间为 GAC 主席提供支持。



在 GAC 面对面会议的休会期间，为 GAC 领导团队、GAC 成员和 GAC 工作组提供支持和建议。



持续审查并改进 GAC 的运营方式。



为 GAC 新成员提供支持和援助。

ACIG GAC 秘书处有哪些成员？
Tom Dale 先生（邮箱：tom@acig.com.au，电话：+61 418207376）是 ACIG
GAC 秘书处的负责人。Tom 在 GAC、ICANN 和域名领域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他曾在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任职，并对 .au Domain Administration 的
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在关于垃圾邮件的 OECD 任务组中担任过主席一职。
Tom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经理、顾问和咨询师，专业领域是公共部门、监管政
策、立法和国际问题。

Michelle Scott Tucker 女士（邮箱：michelle@acig.com.au）也曾在 ICANN 政
府咨询委员会工作过。此外，她还曾是一名带领澳大利亚政府团队的高级政府公职
人员，该团队是第一个向 GAC 提供秘书支持的团队。现在，Michelle 是 ACIG 的
一名公司主管，她运用其丰富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经验来对 GAC 的流程和运营进行
评估、流程改进和运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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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GAC 支持小组
为了支持和帮助各种支持组织 (SO) 及咨询委员会 (AC)，ICANN 向这些机构派遣工作人员。所有这些工作
人员都在 ICANN 政策制定小组内工作。
ICANN 派遣了两名工作人员为 GAC 提供支持与帮助。
ICANN GAC 支持小组有哪些成员？
Olof Nordling 先生（邮箱：olof.nordling@icann.org）是 ICANN 服务关系部的主
管，也是 ICANN 布鲁塞尔办事处的分部经理。
他是瑞典人，拥有理科硕士学位。在 2005 年加盟 ICANN 之前，Olof 曾担任
TeliaSonera 布鲁塞尔分公司的主管。TeliaSonera 是一家瑞典/芬兰电信公司，在
该公司任职期间，他负责就电信政策事务协调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在此之前，Olof
曾在瑞典大使馆担任参赞和科技处处长，也曾担任过瑞典副贸易专员。
Olof 向 GAC 提供与 ICANN 活动有关的信息。他还在 GAC、ICANN 及其他支持
组织 (SO) 和咨询委员会 (AC) 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
Julia Charvolen 女士（邮箱：julia.charvolen@icann.org）是 ICANN 的 GAC 服
务协调员。Julia 的职责包括：


维护 GAC 邮件列表和成员记录。



管理 GAC 主席的往来信函。



管理 GAC 网站。



安排提名 GAC 文件的翻译工作。



协调正式 GAC 会议的工作安排，包括预订房间、联络主办方和技术支持。



安排 GAC 会议休会期间的工作，包括电话会议的筹备与管理。

其他 ICANN 支持
ICANN 将为每场 GAC 面对面会议提供（和赞助）以下内容：
 将会议内容现场翻译成七种语言（阿拉伯语、普通话、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
牙语）。
 对会议内容进行现场英文速记，每场会议结束时提供完整的会议记录。
 GAC 会议室和相关技术支持。
在面对面会议休会期间，ICANN 将提供（和赞助）以下内容：
 托管 GAC 网站
 将提名 GAC 文件翻译成上述七种语言（免费向 GAC 成员提供）。
 电话会议设施（参与电话会议的 GAC 成员需支付本地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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