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C 关于新 gTLD 后续轮次的讨论
第 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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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标
GAC 成员将完成以下方面的工作：1) 审核新 gTLD 的背景信息；2) 审核运营设计阶段的近期
发展动态；3) 针对 GAC 可能就新 gTLD 后续轮次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的建议所涉及的一些重
要主题审核 GAC 所持有的立场；以及 4) 讨论有关由董事会促进与 GNSO 理事会开展关于封
闭型 gTLD 的对话的提议。

领导层的 GAC 行动提案
1. GAC 将听取 ICANN 组织提供的新 gTLD 背景信息和正在进行的运营设计阶段 (ODP) 最新进
展信息，并考虑提出相关意见，这些意见应与 GAC 在 GAC 面临的重要问题上所持有的立
场保持一致。
2. GAC 成员将讨论与新 gTLD 后续流程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 (SubPro PDP WG) 最终报告有关
的重要主题，以便在必要时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可能的 GAC 共识性建议和/或任何其他意
见。
3. GAC 将听取 ICANN 组织针对 2017 年 GAC/GNSO 关于 IGO 和红十字会标识符的对话背景信
息的审核情况。
4. GAC 将讨论有关由董事会促进组建负责封闭型 gTLD 的 GAC/GNSO 小组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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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状态和近期发展动态
运营设计阶段 (ODP)
为帮助提供相关信息来讨论 Subpro PDP WG 最终报告的成果是否符合 ICANN 社群或 ICANN 的
最佳利益，ICANN 董事会于 2021 年 9 月批准启动运营设计阶段 (ODP)。ODP 是 ICANN 组织制
定并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相关信息的流程，以帮助董事会确定政策制定流程建议是否符合
ICANN 社群或 ICANN 的最佳利益。
在为期三个月的预热阶段之后，ODP 于 2022 年 1 月 3 日启动。ICANN 董事会已要求 ICANN
组织提交运营设计评估 (ODA)，并在 ODP 启动后的 10 个月提交 ODP 的最终报告。
ODA 将有助于董事会了解建议被采纳后对运营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潜在障碍、预期成本和实
施时间表。有关 ODP 流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ODP 网页。
封闭型 gTLD
在开展 ODP 工作的过程中，确定了 ICANN 董事会需要解决的若干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封闭
型 gTLD，因为 SubPro PDP WG 未就封闭型 gTLD 的政策建议达成共识。GAC 在 2013 年提出的
相关建议表示，“对于代表通用名称的字符串，注册管理机构具有独享权，但应利用此权利
为公共利益服务”。
ICANN 董事会讨论了 GAC/GNSO 合作的可能性，为此，ICANN 董事会思考是否能够促进这两
个组织共同组建一个专题小组，小组成员为双方的主题问题专家，以负责制定封闭型 gTLD
框架。考虑到 GNSO 和 GAC 的不同立场，GNSO 允许封闭型 gTLD，而 GAC 则强调为公共利益
服务，这个小组的工作重点将是就封闭型 gTLD 问题找到一个折衷解决方案。
2022 年 3 月，ICANN 董事会联系了 GAC 和 GNSO 主席，以确定他们对此流程的兴趣，并随后
发出了一封信函，其中包括一份框架文件，概要说明角色和职责、流程以及预期时间安排。
GAC 和 GNSO 原则上都同意开展此对话，但时间安排和流程尚未确定。
如果 GAC 和 GNSO 就框架达成共识，将邀请更广泛的社群成员提供反馈。在收集社群意见
后，可通过适当的 GNSO 政策制定流程对拟定的框架（如果达成一致）进行审议。如果双方
在商议后无法就框架达成共识，董事会将需要考虑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ICANN74 重要事项和后续行动
ICANN74 为 GAC 提供了一次机会，GAC 可以借此机会审核其关于新 gTLD 后续轮次的材料和
立场，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就新 gTLD 的下一轮次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可行的 GAC 建议。
此外，GAC 成员可能希望监控运营设计阶段和/或实施审核小组开展的研究和审议工作，并
考虑就这些工作提出意见，所提意见应与 GAC 在 GAC 面临的重要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保持
一致。
现在，ICANN 组织已经启动了运营设计阶段，接下来将在不同的时间采取相应后续行动，包
括：
i.

ICANN 组织将执行 ODP，并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运营设计评估 (ODA) 以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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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i.
iv.

ICANN 董事会审议由 GNSO 理事会采纳的 PDP 建议 - 这是一次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
GAC 共识性建议的机会；
ICANN 董事会表决；
ICANN 组织在董事会的指示下开始实施政策建议（可能包括经修订的《申请人指导手
册》）。

按照顺序依次完成上述行动后，ICANN 组织预计将启动新一轮的 gTLD 申请，时间安排仍有
待确认。

主要参考文件
● 新 gTLD 后续流程 PDP WG 最终报告
● 关于供 ICANN 董事会审议的 GNSO 新 gTLD 后续流程最终结果的 GAC 共识性集体意见
（2021 年 6 月 1 日）
● 新 gTLD 后续流程 ODP 范畴限定文件
● 由董事会促进 GAC-GNSO 理事会开展关于封闭型 gTLD 的对话的流程：框架文件

更多信息
● GAC 关于新 gTLD 后续轮次的政策背景文件：https://gac.icann.org/briefingmaterials/public/gac-policy-background-new-gtlds-subsequent-rou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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