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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标 

GAC USR WG 将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向 GAC 成员介绍最新工作进展。 

 

背景 

组建 GAC 欠服务地区工作组 (USR WG) 是为了重点关注域名系统 (DNS) 行业服务欠缺的地区、
最不发达经济体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地区，特别是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 (ACP) 
的服务欠缺经济体。 
  
工作组的总体目标是对 GAC 成员进行赋权，使他们能够：  

1) 与其他 GAC 成员、ICANN 社群及其区域技术社群、行业和公民社会建立合作关系并构
建一个有意义的网络； 

2) 积累关于 ICANN 流程的知识，以便能够更有效、更有意义地参与 GAC 和 ICANN 政策制
定流程，包括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国家利益问题； 

3) 加强对域名行业 (DNS) 的了解，加快域名行业的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欠服务地区；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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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WG 的工作由其联合主席普瓦·亨特（Pua Hunter，库克群岛）和卡雷尔·道格拉斯
（Karel Douglas，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加拿大代表路易莎·帕兹 (Luisa Paez) 和丽塔·胡卡
姆 (Rita Houkayem) 的协助下完成。 

 

议程和成果 

将于 11 月 2 日星期六 13:30 至 14:30 进行的会议议程安排如下： 

 
1. 2020 财年 GAC 能力建设工作坊 

○ 巴林工作坊（2019 年 9 月） 
■ 政府合作 (GE) 小组将提供本次工作坊的最新信息（讨论的主题、反馈和
后续步骤） 

○ ICANN 第 67 届会议（2020 年 3 月） 
○ 太平洋工作坊（2020 年 4 月，即太平洋群岛电信协会年度大会期间） 
○ ICANN 第 68 届会议（2020 年 6 月） 

 
2. 新通用顶级域 (NgTLD) 后续轮次 

○ GAC 焦点小组 
■ 使命 
■ GAC 关注领域 

○ GAC USR WG 的潜在问题 
该工作组将讨论他们将来在后续轮次中，参与 GAC 焦点小组工作的可能性。 

 
3. 工作计划行动盘点 

○ 短期行动的工作重点 
○ 后续步骤（ICANN 第 67 届会议之前的闭会期间工作） 

该工作组将确定工作重点，并讨论实施其工作计划行动的最佳方式。 

 

相关工作进展 

GAC 和新通用顶级域 (gTLD) 后续流程 

GNSO 后续流程工作组政策制定流程 (PDP) 主要关注两点：审议 2012 年轮次政策；以及确定
需要对自 2007 年提出的 GNSO 原始建议进行的更改。为此，我们制定了《申请人指导手
册》，并启动了 2012 年新 gTLD 项目轮次。   
 
在 ICANN 第 64 届会议结束之后，GAC 成立了一个焦点小组，该小组负责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协助 GAC 成员完成 GNSO 后续流程工作组政策制定流程 (PDP)，以及将 GAC 提出的意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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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新通用顶级域 (gTLD) 后续流程政策制定流程 (PDP) 工作组的最终审议中。不仅如此，该
小组还负责跟进有关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 (CCT) 审核的初步建议。GAC 关注的主题
范围较广，主要涉及 NgTLD 的申请流程、要求、评估、异议和字符串争用等领域。该小组制
定了一个关于 GAC 实际关注领域进展状况的记分卡，帮助确定 GAC 焦点小组的工作重点并为
其提供指导。 
在 ICANN 第 65 届会议期间，该焦点小组进行了首次会面，并开始着手开展 GAC 成员的能力
建设工作，以落实有关 NgTLD 后续轮次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讨论工作。 
在 ICANN 第 66 届会议期间，该焦点小组将向 GAC 简要介绍其审议和讨论情况。 
 

● 为什么开展此项工作对 GAC 欠服务地区工作组成员至关重要？ 
 

1. 在启动 NgTLD 申请第一轮（2012 年）和制定《申请人指导手册》(AGB)（2011 年）之
后，GAC 处理了许多与 NgTLD 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欠服务地区
（即 .africa、.islam 和 .halal）有着直接影响。 

2. 欠服务地区在 NgTLD 相关工作中的参与度有限 
3. 欠服务地区务必要了解与 NgTLD 有关的流程，这样有助于： 

a. 发展相关专业技能，以便为其各自政府和 DNS 社群提供当地支持 
b. 设法减轻当地公共政策对 NgTLD 字符串产生的影响 

 

● GAC 欠服务地区工作组成员可以审议哪些主题？ 

本简报的目的并非是告知 GAC 欠服务地区工作组成员他们所在地区需要了解哪些主题，因为
这个问题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回答。  
此简报是一份初步文件，旨在告知 GAC USRWG 成员：关于他们各自地区出现的与 NgTLD 相
关的问题，他们可以协助 GAC 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如上所述，GAC 焦点小组制定了一个关于 GAC 实际关注领域进展状况的记分卡，帮助确定该
小组的工作重点并为其提供指导，其中包括最终 CCT 建议与董事会行动（从竞争、消费者信
任和消费者选择的角度评估第一轮）。  

 

下面列出了最初的 GAC 记分卡上确定的主题，GAC USR WG 成员可能希望将来能够审议这些
主题。 
 

流程相关问题 

有关流程相关问题的信息，GAC 成员可以查看关于后续轮次的 GAC 记分卡。 
 
NgTLD 的后续轮次：审核、政策制定和前提条件 

- 政策制定流程：  
- 将来 NgTLD 的释放（时间和前提条件） 

 
NgTLD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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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流程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 
- 言论自由 
- 顶级域 (TLD) 类别（或类型） 
- 社群申请 

 
 
潜在的政策相关问题 
 

- NgTLD 申请要求 
- 欠服务地区的申请人支持和参与：除新 gTLD 项目之外，我们还实施了另一项举
措 - 申请人支持计划 (ASP)。 
申请人支持计划可为潜在的 NgTLD 申请人提供财务和非财务支持。参与该计划
的方式有三种：为初创的 gTLD 注册管理机构提供无偿服务；财务援助；以及申
请人支持基金。 

 

- 封闭型 gTLD：“通用字符串”是指由一个单词或术语组成的字符串，这些单词
或术语表示或描述通用类别的商品、服务、团体、组织或其他事物（例

如，.book、.bank、.weather 等）。封闭型通用域名是指在域名申请中，对申请
人设置了限制条件，规定只有个人、实体或附属机构才能申请注册二级域。

“对于代表通用名称的字符串，注册管理机构具有独享权，但该机构应该利用

此权利为公共利益服务。”（GAC 北京会议上的建议）1 
 

- 保留名称：不能用作字符串的名称。申请系统将会识别保留名称，并禁止申请
人提交此类申请。 

 
- NgTLD 申请要求 - 保护措施和公共利益承诺 

- 保护措施（严格监管行业、注册限制、DNS 滥用）：ICANN 通过启动新 gTLD 项
目（2008 年至今），已在 DNS 根中引入了 1000 多个 NgTLD。在政策制定、政
策实施和项目运营过程中，包括 GAC 和 GAC 成员在内的 ICANN 社群成员对可能
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 公共利益承诺 (PIC)：在 2012 年 NgTLD 轮次的申请处理过程中制定，是 ICANN 
与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之间签订的一种合同机制，用于实施各种与公共政策问题

有关的 GAC 建议，这些问题在申请公开后产生。ICANN 董事会提出了新的规范 
11，此新规范被视为一个载体，用于确保《注册管理机构基本协议》中未列入
的新合同条款得以履行。 
 

- 声称注册管理机构可能未遵守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与之签
订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规范 11 中规定的一项或多项公共利益承诺 (PIC) 

 
- 全球公共利益：除公共利益承诺 (PIC) 之外所采用的另一个机制，旨在维护公共
利益。 

 
- NgTLD 申请评估、异议和字符串争用 

 
1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new-gtld-2015-06-21-en#2.a 董事会对 GAC 建议作出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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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C 早期预警和 GAC 建议：GAC 早期预警会提前通知潜在的公共政策问题，并
同时兼顾申请人和 GAC 双方的利益，应该成为将来所有轮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GAC 将会提高 GAC 早期预警和 GAC 建议的透明度和公正度，包括为申请人
提供与 GAC 直接对话的机会。GAC 认为不应在 PDP 过程中，就根据《ICANN 章
程》和 GAC 内部程序开展的 GAC 活动提出建议。 

 
- 字符串相似性：将评估提议的 gTLD 字符串是否由于与任何保留名称、任何现有 

TLD、任何已申请的 IDN ccTLD 或任何在当前申请轮次申请的 NgTLD 字符串相似
而可能导致用户混淆。 

 
- 拍卖程序：关于字符争用集内两个或更多申请的拍卖。拍卖人根据字符争用集
申请的情况不断提高价格，不同的申请人会示意他们愿意出的价格。随着价格

的提升，申请人会不断地选择退出竞拍。  

 

主要参考文档 

GAC 焦点小组页面（包括与后续轮次有关的某些实质性方面的资料） 

 

术语表 
https://newgtlds.icann.org/zh/applicants/glossary 

 

新 gTLD 项目：新 gTLD 项目是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协调发起的一个项
目，能够最大程度地扩展域名系统。该项目将通过引入新通用顶级域 (TLD)，实现其增强创
新、竞争和消费者选择的目标。 

《申请人指导手册》(AGB)：《申请人指导手册》是 ICANN 制定的一份手册，介绍了在新 
gTLD 项目中申请 NgTLD 的整个流程。 

字符争用集：包含所申请的相同或相似 gTLD 字符串的申请组。 

早期预警：GAC 个人成员发布的有关 gTLD 申请的通知，指出一个或多个政府认为此申请可能
存在敏感问题或不合规范。 

 

文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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