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制定流程 (PDP) 更新 
 

与 2013 年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有关的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以及由 ICANN 制定的隐私和 
代理服务认证计划 

 
2018 年 4 月 

 
 
即将到来的重要日期 
每两周的星期二，世界协调时下午 2 点，隐私和代理服务提供商认证项目实施审核小组 (IRT) 都会召

开一次会议。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IRT 工作的信息，可访问 ICANN 社群维客：https://community.icann.org/ 
display/IRT/Privacy+and+Proxy+Services+Accreditation+Implementation。GAC 成员被邀请以积极参与者或

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IRT 的工作。 
 
ICANN 董事会已指示 IRT 继续与政府咨询委员会公共安全工作组 (PSWG) 合作，共同解决 GAC 关于隐

私和代理服务提供商认证相关的顾虑。ICANN 组织已启动一项与 PSWG 的意见咨询，力求编制一份

框架提案，该框架将针对隐私和代理服务提供商响应执法部门信息请求作出规定。截至本备忘录发

布之日，PSWG 与 IRT 的注册服务机构成员对执法机构框架草案的一项规定（高优先级/紧急请求的

响应时间）持有不同意见。如果在关于此主题的最后讨论电话会议上，此分歧未能解决，那么这项

规定将在公共评议期特别征求社群意见。 
 
IRT 正处于审核认证政策草案、认证协议草案和申请人指导手册草案的最后阶段，之后将启动一个公

共评议期。IRT 计划在 2018 日历年的上半年发布这些文档征求社群意见。 
 
上述文档发布征询公众意见后，IRT 将立即开始考量 GNSO 理事会提及的转移政策问题，因为理事会

曾指示在上述事项发布征求公众意见后考虑这一主题。预计 IRT 将在 ICANN61 会上讨论转移政策问题。 
 
IRT 将复核并每季度更新项目时间表（可见 ICANN 网站）。 
 
此计划的最终实施日期（政策和合同生效日期）将极大取决于  IRT 回应公众意见的工 
作量。 
 
摘要 
《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RAA) 是管理 ICANN 与其认证注册服务机构之间关系的合同（有关认证注册服

务机构名录，请访问：http://www.internic.net/regist.html）。其中的条款可能还会影响注册人和域名系统

中涉及的其他第三方。2013 年 6 月，ICANN 董事会批准通过了新的 2013 RAA（具体条款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registrars/raa/approved-with-specs-27jun13-en.pdf）。2011 年 10 月 ICANN 
与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针对 2013 RAA 展开了协商，ICANN 董事会还要求 GNSO 提供一份基

于 RAA 协商成果的问题报告，以启动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PDP)，从而解决 RAA 协商中尚未解决而适合在 
PDP 中处理的遗留问题。GNSO 理事会在其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会议上批准了该项工作的章程，并成立了

一个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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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已于 5 月 5 日发布其初步报告征询公众意见：https://www.icann.org/public-comments/ppsai-
initial-2015-05-05-en。由于收到了大量意见（包括超过 11,000 条公众意见和约 150 条调查回复），工

作组可能需要延期，以便在编制其最终报告时仔细全面地考量收到的所有意见。在结束对所有意见的

审核后，工作组最终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完成并向 GNSO 理事会提交了最终报告。2016 年 1 月 21 日，

GNSO 理事会一致同意批准工作组最终报告中的所有建议，这些建议都获得了工作组的完全共识。根

据 ICANN 章程的要求，针对最终建议的公众意见论坛从 2 月 5 日开放至 3 月16 日 (https://www.icann.org/ 
public-comments/ppsai-recommendations-2016-02-05-en)，GNSO 理事会于 2 月18 日同意将建议报告转

交给 ICANN 董事会，并在 2 月19 日向 GAC 发送了关于这些问题的通知。 
 
2016 年 5 月，ICANN 董事会确认收到 GNSO 的建议，并要求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些建议，包括用于 GAC 
建议（如有）提供和考虑的时间。GAC 在 ICANN 第 56 届会议期间就这一主题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

赫尔辛基公报中建议 ICANN 董事会“指示实施审核小组 (IRT) 确保在实施阶段最大限度地有效解决 
GAC 顾虑”。8 月 9 日，董事会批准了 PDP 建议，并确认了 GAC 建议，董事会将考量后者，以便为

即将成立的实施审核小组 (IRT) 提供进一步意见。 
 
10 月，IRT 成立并开始召开了会议。约 40 位志愿者报名加入了 IRT，包括来自 GAC PSWG 的多位志 
 
12 月，ICANN 董事会采纳了计分卡“GAC 建议 － 赫尔辛基公报：行动与更新”。在这份计分卡中，

董事会： 
 

• 接受了 GAC 关于这一项目的建议，并表示随着政策实施的继续，会继续鼓励对话，找到有建

设性的方式来解决 GAC 的顾虑； 
• 指出 PSWG 成员已经加入了 IRT，并鼓励 IRT 继续与 PSWG 合作，共同解决 GAC 在隐私/代理

服务提供商认证方面表达的顾虑；以及 
• 表示将使用 ICANN 章程中的现有流程以及董事会-GAC 意见征询流程，来解决 GAC 就隐私/代

理服务提供商认证提出的其他任何建议。另外，董事会还指出，根据 ICANN 现有的共识性政

策实施框架，在实施过程中新出现的政策问题可以提交回适当的政策制定组织，在此例中，

即 GNSO。 
参与动态 
 

 
 
此项目现正处于实施阶段。鼓励 GAC 参与实施审核小组的工作，尤其是，公共安全工作组正在负责

就认证隐私和代理服务提供商响应执法部门信息请求编制框架提案。根据 ICANN 章程，及时提交的

任何 GAC 意见最终都会得到董事会的适当考量。 
 
其他信息 
实施审核小组维客页面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IRT/Privacy+and+Proxy+Services+Accreditation+Implementation 
工作组章程 
http://gnso.icann.org/en/drafts/raa-pp-charter-22oct13-en.pdf  
工作组工作空间 
https://community.icann.org/x/9iCfAg  
工作组初步报告 
http://gnso.icann.org/en/issues/raa/ppsai-initial-05may15-en.pdf 
工作组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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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nso.icann.org/en/issues/raa/ppsai-final-07dec15-en.pdf  
GNSO 理事会批准最终报告的决议 
http://gnso.icann.org/en/council/resolutions#201601 
GNSO 理事会转交给 ICANN 董事会的建议报告 
http://gnso.icann.org/en/drafts/council-board-ppsai-recommendations-09feb16-en.pdf  
ICANN 董事会向 GAC 发送的通知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492514/2016-02-19-Steve-Crocker-to-Thomas-
Schneider-GNSO-PDP.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456046942000&api=v2 
ICANN 董事会 2016 年5 月决议：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material/resolutions-2016-05-
15-en#2.a 
GAC《赫尔辛基公报》： 
https://gacweb.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27132037/20160630_GAC%20ICANN%2056%20Comm
unique_FINAL%20%5B1%5D.pdf?version=1&modificationDate=1469016353728&ap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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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董事会 2016 年 8 月决议：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6-08-09-en#2.e  
ICANN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决议：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board-
material/resolutions-2016-12-13-en#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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