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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标
GAC 与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将召开会议，讨论双方共同关注的政策问题。
在 ICANN75 会议期间，该会议将聚焦由 3 个 ccNSO 工作组提供的最新工作进展：
● 审核机制 ccPDP3
● ccPDP4 国际化域名 (IDN)
● 域名系统 (DNS) 滥用常任委员会 (DASC)

背景
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是 ICANN 组织结构内的一个机构，由 ccTLD 经理人创建并
为 ccTLD 经理人服务。
ccNSO 为在 ccTLD 领域内促成共识、开展技术合作和培养技能搭建了一个平台，并促进相关
人员自发制定最佳实践以供 ccTLD 经理人选用。
政策制定流程由 ccNSO 理事会管理，该理事会由 18 名顾问组成（其中 15 名由 ccNSO 成员选
出，另外 3 名由 ICANN 提名委员会任命）。
GAC 和 ccNSO 一直以来都在 ICANN 会议期间召开会议（如果认为有必要），协调和讨论双方
共同关注的公共政策问题。
GAC 任命了一位 ccNSO 联络人帕·布鲁马克（Pär Brumark，纽埃），ccNSO 也任命了一位
GAC 联络人比伊·奥拉迪波（Biyi Oladipo，.ng）。这两位联络人的职责是，推动他们所在工
作组和领导层之间关于政策制定和其他内部社群问题的讨论，以及为在 ICANN 会议期间举行
的联合会议准备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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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在 ICANN75 会议期间，ccNSO 和 GAC 预计将讨论双方当前共同关注的以下主要问题：
● 审核机制 ccPDP3（要讨论的主要议题）
○ ccNSO 主题问题专家 (SME) 将概述 cc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 (PDP)，因为与 ccTLD
的授权、撤销、停用和转让有关的所有决策都符合政府利益。请参阅以下相关

发展动态。
● IDN ccPDP4
○ ccNSO 将向 GAC 介绍其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政策制定流程 (ccPDP)
的最新动态。请参阅以下相关发展动态。
● DNS 滥用
○ ccNSO SME 将分享有关 DNS 滥用活动的经验，以便未来可能与 GAC 开展建设
性对话。

当前状态和近期发展动态
ccNSO WG 审核机制 ccPDP3
现状
迄今为止，工作组已确定哪些决策应接受审核，并探讨了审核机制的要求。目前，工作组正
在深入研究各种要求和相关议题。
工作组分成几个次级小组，负责处理一组议题，例如为制定政策建议以及解释和执行政策建
议而设定参数时所需遵循的首要原则。这些原则考虑了迄今为止与 ccTLD 的授权、转移、撤
销和停用相关的决策的经验。拟定这些原则的目的是，为针对审核机制及其实施和未来解释
的建议政策构建、指导并设定条件。这些首要原则包括基本公正和决策的约束力等。
后续步骤
工作组制定了一个非约束性审核机制，并希望在 ICANN75 会议期间继续对该机制进行压力测
试。随后不久将起草其初步报告。
与此相关的情况
工作组 (WG) 的目标是，在 ccNSO 政策制定流程的框架内，就与分配给 ISO 3166-1 中所列国
家和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域名相关的已授权顶级域的授权、转移、撤销和停用决策审查机制的
政策进行汇报并提出建议。
●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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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SO WG 国际化域名 (IDN) ccPDP4
现状
ccPDP4 工作组全体成员于 2021 年 9 月完成了对 2013 年 IDN ccTLD 字符串选择流程政策提案
的审核和讨论。自 2021 年以来，有三个次级小组重点关注以下特定领域：
● 变体管理
变体管理次级小组与 GNSO EPDP 密切协作。变体管理次级小组将继续开展其对国际化
域名 (IDN) 变体顶级域 (TLD) 建议的审核工作。
● 取消选择 IDN ccTLD
该次级小组的任务是定义将导致启动 IDN 国家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及其变体停用流
程的触发事件。相关提案与 ccNSO 建议的 ccTLD 停用政策吻合。
● 混淆相似性审核
提案草案的核心内容：
1. 根区标签生成规则 (RZ-LGR) 应当用于验证和选择作为变体的字符串。
2. 与选定 IDNccTLD 字符串类似，其变体应当仅限于以指定语言和相关文字对地区名称
的有意义表示形式。
截至召开 ICANN74 会议时，有 2 个次级小组（即，取消选择次级小组和变体管理次级小组）
已经完成了其初步提案。在 ICANN74 会议期间，整个工作组向社群报告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
进展，并举行了工作会议，以启动对政策建议草案的压力测试。
后续步骤
需要说明的是，ccPDP4-VM 次级小组的工作与整个工作组的工作之间可能存在重叠的部分。
整个工作组需要批准变体管理次级小组的建议，并制定混淆相似性审核建议。该工作组将在
ICANN75 会议期间举行工作会议。
与此相关的情况
ccPDP4 工作组定义了用于选择（取消选择）国际化域名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字符串 (IDN
ccTLDS) 的标准、流程和程序，这些字符串与分配给 ISO 3166-1 标准中所列国家、地区或其
他地缘政治利益领域的国家和地区域名相关联，并在 ccNSO 政策制定流程的框架内。此
ccPDP4 的结果最终将取代 IDN ccTLD 快速通道流程。
●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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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 ccNSO 网站
● ccNSO 任命的 GAC 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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