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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标 

根据 GAC 在过去两年的虚拟会议期间富有成效的参会经验，GAC 最终决定在 ICANN74 会议

上召开一次“总结会议”，以便 GAC 能够针对在会议周期间出现的任何当前议题或问题进行

后续讨论。增加这段可灵活调整的时间使得 GAC 成员能够讨论需要委员会采取行动的具体跟

进措施或后续活动。 

2022 年 GAC 领导层选举 - 提名期 

在 2022 年，将开展 GAC 主席（任期两年）和 GAC 副主席（任期一年）的委员会领导层选举

工作。1在本次会议上，GAC 支持人员将向 GAC 成员概要介绍今年的提名和遴选流程。 

委员会领导层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将在 GAC 会议结束时开始，相关的确认工作会在之后召开会

议进行（请参阅 GAC 运营原则 33）。因此，GAC 主席和 GAC 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提名将在 

ICANN74（海牙）会议结束后不久开始，并且将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即在 ICANN75（马来西

亚吉隆坡）会议开始前 45 天）结束，所有必要的投票确认工作将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如果

在提名期内确定的 GAC 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数超过一位和/或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数超过五

位，则将进行投票表决。 

 

 
1 现任 GAC 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将延长至 ICANN76 会议（2023 年 3 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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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职位的选举结果都应在 ICANN75 GAC 公共会议期间正式公布，并在下一届 GAC 会议 

(ICANN76) 结束之前保持有效（请参阅 GAC 运营原则 31）。 

 

审核 GAC 信息工具 

GAC 行动/决策雷达更新 

为了更好地向 GAC 成员和观察员通报现有和即将开展的重点工作以及工作成果，GAC 领导层

和 GAC 支持人员共同创建了一份行动/决策“雷达”文件，该文件旨在追踪需要 GAC 就政策

和运营事项作出决策的现有和预期行动。  

在过去一年里，GAC 行动/决策雷达工具已经以“原始”和“快照”（请参阅 

https://gac.icann.org/activity/gac-action-decision-radar）两种形式提供给所有 GAC 参与者。  

在本次会议期间，GAC 参与者将有机会分享他们对雷达工具的反馈意见，并对这份文件提出

进一步改进建议。 

GAC 网站更新 

从 2022 年 6 月开始，GAC 网站上的 GAC 私密内容将仅限于持有正式 ICANN 帐户凭据的参与

者访问。  在此之前，GAC 成员拥有个人凭据即可访问 GAC 网站上的私密内容。对于拥有 

ICANN 帐户的 ICANN 参与者，他们的 ICANN 帐户中现在有一个标记为“GAC- 机密”的特殊

“磁贴”，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磁贴访问仅向官方指定的 GAC 政府代表提供的材料。 

这种向 ICANN 帐户的过渡早在 2022 年 2 月就已经开始，许多 GAC 参与者已经成功地创建其

正式的 ICANN 帐户凭据。如果您仍未将 GAC 网站凭据更新为 ICANN 帐户，请通过  

gac-staff@icann.org 联系 GAC 支持人员获取指导和帮助。 

可能的议题跟进时间 

GAC 根据在先前虚拟公共会议期间的参会经验，已在本次会议期间预留了时间，以便 GAC 能

够针对会议周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当前议题或问题进行后续讨论。  增加这段可灵活调整的

时间还使得 GAC 成员能够讨论会议周期间可能引发的具体后续活动。 

会议反馈时间 

对于现场参会者和虚拟参会者来说，ICANN74“混合”会议形式的实施（包括主动的健康和

安全方案）将是一种独特体验。  如果时间允许，参会者将有机会表达他们对会议体验的想

法和反馈，并就 ICANN75 的会议规划和实施分享经验教训和改进意见。 

  

https://gac.icann.org/activity/gac-action-decision-radar
mailto:gac-staff@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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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GAC 运营原则 - https://gac.icann.org/operating-principles/operating-principles-june-2017 

GAC 工作组 - 

各活跃的 GAC 工作组在 ICANN 公共会议休会期间在各自的焦点领域和专有技术方面持续取

得了进展。根据发展需要，这些工作组将更新其各自的工作组网页。GAC 成员和观察员则受

邀查看这些页面，了解最新工作进展。GAC 工作组网页链接： 

● GAC 人权和国际法工作组 - https://gac.icann.org/working-group/gac-working-groups-on-

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law-hril-wg 

● GAC 运营原则演进工作组 - https://gac.icann.org/working-group/gac-operating-principles-

evolution-working-group-gope-wg  

● GAC 欠服务区域工作组 - https://gac.icann.org/working-group/gac-working-groups-on-under-

served-regions-usr-wg 

● 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 - https://gac.icann.org/working-group/gac-public-safety-working-group-

pswg 

● GAC 普遍适用性和国际化域名工作组 - https://gac.icann.org/working-group/gac-universal-

acceptance-and-internationalized-domain-names-working-group-ua-idn-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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