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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 关于新 gTLD 后续轮次的讨论 

第 3 次会议 

 

目录 

 

会议 

目标 
第 1 页 领导层 

的 GAC  

行动提案 

第 1 页 当前状态 

和近期发 

展动态 

第 1 页 主要 

参考 

文件 

第 3 页 

 

会议目标 

GAC 成员将 1) 审核运营设计阶段的最新进展，2) 讨论即将与 GNSO 理事会就封闭型通用域名

展开促进对话并为其做好准备工作。 

领导层的 GAC 行动提案 

1. GAC 将讨论即将开展的有关封闭型通用域名的 GAC/GNSO 对话，包括： 

a. 封闭型通用域名的背景和之前的 GAC 建议/立场；  

b. 审核/讨论针对 GAC/GNSO 理事会对话的 ICANN 组织简报； 

c. GAC 将听取 ICANN 组织针对 GAC/GNSO 对话的状态以及可能的后续步骤的最新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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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优先级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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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状态和近期发展动态 

封闭型通用域名 

在开展运营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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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封闭型通用域名，因为 SubPro PDP WG 未就封闭型通用域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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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gac-to-board-18apr1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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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ICANN 董事会联系了 GAC 和 GNSO 主席，以确定他们对 GAC/GNSO 合作的兴

趣，包括双方是否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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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封闭型通用域名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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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同意开展此对话，并邀请一般会员参与对

话。GAC 同意了 ICANN 董事会提出的有关对话调解员的提议，并正在等待 ICANN 组织传阅问

题声明和简报，以便为对话奠定基础。参与确定这项工作的 GAC 成员包括 GAC 主席、瑞

士、加拿大、英国和尼日利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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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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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75 重要事项和后续行动 

ICANN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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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具体地说，GAC 可能想要审核其对封闭型通用域名的立场，为即将与 GNSO 理事会进行的对

话做准备，并尝试为该问题确定一个可行的框架。在 ICANN75 上，自愿加入封闭型通用域名

小组的 GAC 成员将与 GNSO 中的同行进行非正式深入探讨，以便在 ICANN75 之后启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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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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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ICANN 董事会表决； 

https://gac.icann.org/advice/correspondence/incoming/20220306/gac-gnso-council-consultation-on-closed-generics
http://v/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joint-gac-gnso-invitation-to-alac-for-closed-generics-facilitated-dialogue
https://gac.icann.org/contentMigrated/gac-response-to-25-july-2022-icann-board-letter-on-closed-generics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NGSPP/h.+Final+Report+Drafting?preview=/153520393/157188562/SubPro%20-%20Final%20Report%20-%2020Jan2021%20-%20FINAL%20WITH%20CORRECTIONS.pdf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21-09-12-en#1.a
https://www.icann.org/o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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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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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域名对话的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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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materials/public/gac-policy-background-new-gtlds-subsequent-rounds.pdf  

 

文件管理 

标题 ICANN75 GAC 会议简报 - 新 gTLD 后续轮次 

发布 GAC 成员（会前）和公众（会后） 

发布日期 第 1 版：2022 年 9 月 1 日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NGSPP/h.+Final+Report+Drafting?preview=/153520393/157188562/SubPro%20-%20Final%20Report%20-%2020Jan2021%20-%20FINAL%20WITH%20CORRECTIONS.pdf
https://mm.icann.org/pipermail/comments-gnso-gtld-subsequent-procedures-final-outputs-22apr21/attachments/20210601/6e13bf77/GACCommentFINAL-SubproFinalOutputsforICANNBoardConsideration-0001.pdf
https://mm.icann.org/pipermail/comments-gnso-gtld-subsequent-procedures-final-outputs-22apr21/attachments/20210601/6e13bf77/GACCommentFINAL-SubproFinalOutputsforICANNBoardConsideration-0001.pdf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draft-new-gtld-subsequent-procedures-odp-scoping-07sep21-en.pdf
https://gac.icann.org/advice/correspondence/incoming/20220310/board-facilitated-process-framing-paper-for-gac-gnso-dialogue-on-closed-generics
https://gac.icann.org/briefing-materials/public/gac-policy-background-new-gtlds-subsequent-rounds.pdf
https://gac.icann.org/briefing-materials/public/gac-policy-background-new-gtlds-subsequent-rou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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