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C 关于 IGO 保护的讨论 

第 8 次会议  

 

会议目标 1 

领导层的 GAC 行动提案 1 

近期发展动态/当前状态/供 GAC 成员思考的问题 1 

主要参考文件 3 

 

 

会议目标 

GAC 将 (a) 提供截止目前有关 IGO 名单的最新工作情况，由 GAC 在 ICANN 协助下协调开展这

一工作，(b) 审核 IGO 特定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EPDP 的近期发展动态。 

 

领导层的 GAC 行动提案  

1. GAC 将回顾最新工作进展，并围绕 IGO 特定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EPDP 展开讨论，为制定

最终报告和 GAC 可能对政策建议提出意见/立场做好准备。 

2. 讨论 GAC 与 ICANN 董事会就 IGO 保护问题进行的协商工作的相关进展（如果有）。 

3. GAC 主题负责人向 GAC 成员介绍用于管理 GAC-IGO 名单（该名单中包含要在新通用顶

级域 (gTLD) 中保留的完整 IGO 名称）变更的流程起草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 

 

近期发展动态/当前状态/供 GAC 成员思考的问题 

2021 年 8 月，GNSO 理事会就工作流程做出决策，同意 IGO 有效权利保护机制工作轨道继续

通过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开展工作。该 EPDP 的工作范围保持不变。  

2021 年 9 月 14 日，IGO 特定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EPDP 发布了初步报告以进行公共评议。  

这份初步报告主要聚焦于 IGO-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的建议 5，这项建议在 GNSO 

理事会投票表决中未获得批准，因此转移到了权利保护机制 PDP 第 2 阶段工作（即现在的 

IGO 特定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EPDP）。  

IGO-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的建议 5 试图解决以下情况：一个 IGO 在统一域名争议

解决政策 (UDRP) 或统一快速中止程序 (URS) 中胜诉，但败诉的注册人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https://itp.cdn.icann.org/en/files/generic-names-supporting-organization-council-gnso-council/initial-report-epdp-specific-curative-rights-protections-igo-14-09-2021-en.pdf
https://www.icann.org/en/public-comment/proceeding/initial-report-epdp-specific-curative-rights-protections-igos-14-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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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 IGO 主张在该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内获得豁免权。根据建议 5，在上述情况下，由最初

的 UDRP 或 URS 专家组做出的裁决需要被“搁置一旁”，这意味着争议各方将回归到初始状

态，就像判定该 IGO 胜诉的 UDRP 或 URS 程序从未启动一样。这被视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结

果。 

在 GNSO 理事会对 IGO-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最终报告进行审议时，大家担心建议 

5 是否可以达成预期目标，并指出这项建议要求对 UDRP 和 URS 进行实质性修订，且可能会导

致当前向 IGO 提供的有效权利保护水平降低。 

在本简报发布时，EPDP 正在对其可能在最终报告中发布的最终建议进行整合。  

初步建议： 

EPDP 团队按照 GNSO 理事会在其章程中提出的指示，在工作范围内就如何处理 IGO 获取有效

权利保护机制问题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  

EPDP 团队在其报告草案中就以下几项建议达成了初步共识：  

1. 在适用于 UDRP 和 URS 的当前规定中增加“IGO 投诉人”定义，以便 IGO 证明其具有

的对注册人发起诉讼的权利（在没有注册商标的情况下）；  

2. 拒绝 IGO-IN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的原始建议 5； 

3. 澄清 IGO 投诉人将不受现行要求的约束，即不规定其将“在关于域名取消或域名转移

的行政诉讼程序裁决受到质疑时，服从至少一个指定双重管辖权区域的法院的管辖

权”； 

4. 允许在 UDRP 或 URS 专家组做出初步裁决后选择进行仲裁（“上诉”），以审核根据 

UDRP 发布的专家组初步裁决（该仲裁选项反映了 IGO 具有司法管辖豁免权，同时也保

留注册人在仲裁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但是，EPDP 团队未就一套最终建议达成共识，更具体地说：  

● 在注册人发起的法院诉讼程序做出判决，声明法院拒绝听取案件的实质性内容后，是

否仍允许注册人选择进行仲裁；  

● 如果争议各方同意进行仲裁，应如何确定适用的法律选择。  

 

在参与 EPDP 工作的同时，GAC 还将关注以下与 IGO 保护相关的问题： 

1. 寻求方法以解决在 DNS 中由 GNSO 和 GAC 就 IGO 保护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的政策建议

分歧所造成的长期问题。 

2. 具体而言，解决 GNSO PDP 工作组关于 IGO 获取有效权利保护机制的最终报告中并没

有适当考虑 IGO 豁免权（根据国际和国家法律）的问题，GNSO 理事会现在已部分批

准这份报告（2019 年 4 月 18 日），GAC 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致 ICANN 董事会的一封

https://gnso.icann.org/en/council/resolutions#20190418-3
https://gnso.icann.org/en/council/resolutions#20190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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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中向 ICANN 董事会建议“不要对这些建议做出决定，以便让各方有充足的时间探

索可能的前进道路”。   

作为回复，ICANN 董事会告知 GAC（2019 年 10 月 15 日）其将组建董事会决策委员会

小组，以处理 GNSO 的 PDP 工作组建议 1、2、3 和 4 的相关工作。随后，关于 IGO 保

护的董事会-GAC 协商流程启动，该流程仍在进行中。  

3. 进行流程审核，以根据 GAC 圣胡安公报中的建议，确保 GAC 2013 年 3 月 22 日的 IGO 

名单得到更新1，尽可能完善，并在将来得到维护，以回应董事会指导的可行性研究。 

 

主要参考文件 

● 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特定有效权利保护机制快速政策制定流程初步报告和初步建议 

● GAC 就 ICANN71 公报中的 IGO 保护问题向 ICANN 董事会做出的澄清回复（2021 年 10 

月 7 日） 

更多信息 

● GAC 关于 IGO 保护的政策背景文件：https://gac.icann.org/briefing-materials/public/gac-

policy-background-igo-protections.pdf  

 

 

 

 

 

 

文件管理 

标题 ICANN73 GAC 会议简报 - IGO 保护 

发布 GAC 成员（会前）和公众（会后） 

发布日期 第 1 版：2022 年 2 月 18 日 

 

 
1 根据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包含在 2013 年 3 月 22 日发送给 ICANN 董事会的信函中，这封信函引入了 IGO 名单。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gac-letter-on-the-gnso-pdp-on-igo-ingo-access-to-curative-rpms-policy-recommendations-for-icann-board-consideration
https://gac.icann.org/advice/correspondence/incoming/20191015/submission-by-the-gac-on-gnso-pdp-on-igo-ingo-access-curative-rights-policy-recommendations-for-icann-board-consideration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icann61-san-juan-communique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icann61-san-juan-communique
https://gac.icann.org/advice/itemized/2018-03-15-igo-reserved-acronyms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dryden-to-crocker-chalaby-annex2-22mar13-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dryden-to-crocker-chalaby-annex2-22mar13-en.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resolutions-sanjuan61-gac-advice-scorecard-30may18-en.pdf
https://itp.cdn.icann.org/en/files/generic-names-supporting-organization-council-gnso-council/initial-report-epdp-specific-curative-rights-protections-igo-14-09-2021-en.pdf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gac-response-to-board-clarifying-questions-on-icann71-communique-igo-protections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gac-response-to-board-clarifying-questions-on-icann71-communique-igo-protections
https://gac.icann.org/briefing-materials/public/gac-policy-background-igo-protections.pdf
https://gac.icann.org/briefing-materials/public/gac-policy-background-igo-protections.pdf
https://gac.icann.org/reports/public/report-annex-1-igo-protection-criteria-pub-2013-03-22.pdf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gac-to-board-igo-prot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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