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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大家早上好。请还没有入座的人员尽快就坐，会议就要开 

始了。 

欢迎大家参加“公共政策论坛”这种新会议形式最后一天的会

议，从这次政策论坛收到的反馈来看，效果非常积极。为此，

我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谈论这些反馈。 

按照我们的日程安排，通常要设置一个网站演示的环节，不

过，大家已经看到了特雷西 (Tracey) 发送的邮件，目前并非所

有细节都已准备就绪，所以特雷西会简要地介绍一下最新情

况，以及从目前到海得拉巴会议期间所要开展的各项工作。 

昨天午餐时间，领导小组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工作人员以及负责网站建设的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浏

览了这个网站，网站的整体效果看起来相当不错，我们期待接

下来有所进展。 

特雷西，请用几分钟的时间展示一下网站建设的实际情况。 

 

特雷西·亨特 (Tracey Hind)： 好的。大家上午好。对于今天上午的会议，我们打算大部分的

时间用来谈论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缩略词，所以我们在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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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速地口头介绍一下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网站的最新 

情况。  

主导这项工作的是来自 GAC 的一支非常强大的团队。特雷

西·哈克肖 (Tracy Hackshaw) 是这项工作的 GAC 负责人。另外，

团队中的 GAC 成员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新加坡、库克

群岛、柬埔寨、日本、美国和英国。希望我没有遗漏任何人。

在此期间，还有其他一些人员也零星地参与了这项工作。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网站。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向大家展示。我们

原本希望在此向大家演示前端，但前端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大

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从事后端工作，这里的“后端”指的是

幕后工作，包括构建逻辑关系、设立所有页面之间相互关联和

彼此合作的方式，目前这些工作还不适合展示给大家，所以出

于网站如今还不足以让大家感到振奋，我决定暂且不向大家展

示。不过，请大家相信，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网站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从逻辑上讲，各个环节都可以

正常运转。新网站提供的功能种类包括附有照片的成员介绍页

面。提醒大家，今天下午 12:30 - 1:30，摄影师会在小广场上为

那些还没有拍照的同事拍照。不过，成员介绍页面最终会带您

进入您所参加的工作组页面，从长期的愿景来看，一旦将其他

的 AC 和 SO 都列入同一平台，那么您将会进入所属的跨社群

工作组页面。网站的新闻页面用来显示 PDP 和其他 ICANN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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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具有公共评议期文档）针对新的公共评议期所发布的各类

公告。这些就是网站正在构建的一些新功能。 

根据日程表，我们应该制作一个工作原型，我们确实应该这么

做，因为我们距离海得拉巴会议并不远了，届时我们要向大家

展示新网站。以后，新网站（即，GAC 网站 1.0 版）有望在 

2017 年的年初正式发布。 

由于我们是这个网站的头一个社群，所以该网站尚不具备与其

他社群进行交互的所有功能。为此，如果还没有在平台上设立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我们将难以通过该网站链接到 

GNSO PDP。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比其他社群稍微领先一些。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再过 18 个月左右，网站上也会陆续设

立其他社群。   

新网站有别于目前网站的另一项功能是：公报一经制定，即可

自动在会议期间在线制定；当公报发布后，各种返回的建议将

通过后端汇入一个名为“ICANN 董事会咨询注册管理机构”的

新工具中。昨天，董事会——GAC 建议实施工作组 (BGRI) 的

领导和成员看到了这个工具。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在幕后进行。

这是目前正在开发的另一项功能。我不确定 1.0 版是否具备此

项功能，因为我们不清楚刚才提及的董事会工具能否在 1.0 版

本中准备就绪，但是，在未来的 18 个月至 2 年内，所有的工

作都会完成，所以说，大量的工作仍有待我们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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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内容。别忘了，如果您希望自己的靓影出现

在新网站 1.0 版原型上的第一组照片中，请于今天下午 12:30 - 

1:30 前去拍照。在我将话筒交给主席之前，大家对 IGO 名称和

缩略词会议还有什么问题吗？ 

 

施耐德主席：  大家似乎没有问题，非常感谢，特雷西。我们非常期待使用这

个网站，而且 GAC 建议应该或即将成为这个包容性的注册管

理机构建议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想转到“IGO 缩略词和保护”这个话题上。告诉大

家，昨天下午 4:00，我们召开了一场所谓的小组会议，会议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GNSO 的成员也出席了这场会议，因为他们

最终也会涉及同样的问题。几个月之前，我们很难取得进展，

因为书面交流很费时间，大家的注意力都分散了。实际上，我

们已经快要成功地解决一些突出事项，我们希望在召开海得拉

巴会议（即，下一次会议）的时候，该小组能够拿出一个切实

可行的提案。这基本上就是目前进展中的关键要素。 

在本周早期的另一场会议中，我们还就 GNSO 向董事会发函一

事进行了讨论，我们是在那次会议中与 GNSO 一起讨论的，他

们正在等待董事会来定夺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保护问题，以及

针对 IGO 的决策，我们已经与 GNSO 就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看到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约翰 (John) 想对此

发表意见。谢谢。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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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 帕萨罗 (Jonathan Passaro)：谢谢，托马斯 (Thomas)。我想借此机会，带领大家简

单回顾目前的状况以及我们的立场，毕竟在 GAC 和 ICANN 中

出现了许多新面孔。据我所知，在座的各位有一些是来自 

GAC 外部的人员，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向大家提醒我们立场

的好机会。 

大概在 4 年多以前，OECD 与 40 个左右的其他国际政府间组

织一道，尝试为我们在域名系统中的标识符寻求保护，一切

由此开始。随着域名系统 (DNS) 不断扩张，IGO 面临着严峻的

金融、安全和声誉风险：有的人伪装成 GNO 或 IGO，传播有

关全球爆发流行性疾病的危险虚假信息，有的人以 IGO 的名

义行骗，试图获取欺诈性捐款。例如上周，有人伪装成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给我发了两封电子邮件，实际上是想窃取我的

银行信息。 

诸如此类的风险以及我们独有的特征，让我们陷入了举步维艰

的境地。我们既无权访问商标信息交换中心，也不能使用统一

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UDRP)，因为这样做会放弃我们的豁免

权。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豁免权对于我们在遭受当地政府过度

压力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至关重要。   

GAC 发现，IGO 的独特地位授予了我们非同寻常的保护，为

此，建议董事会对我们的名称和缩略词授予保护，因为 IGO 

持有特权，肩负着公共服务的使命，而且事实上，我们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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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际法成立的政府部门并且是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组织。诈

骗犯可能会滥用金钱购买域名，导致我们无法完成成员政府

赋予的使命。   

根据这个建议（即，GAC 提出的建议），ICANN 通过将我们的

标识符放入保留列表来提供临时保护，如此一来，诈骗犯就无

法使用我们的顶级和二级名称或缩略词来注册网站。   

此后，在 2014 年制定的决策中，董事会为我们的永久性全名

提供了保护。但是，这对大多数组织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例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名称一共有将近 50 个字符串，大

多数情况下专指 OECD。认识到这个事实后，IGO 希望董事会

通过将我们的缩略词也一并放入保留列表中，来提供同样的保

护。毕竟，根据 DNS 中的统计数据显示，我们有不到 200 个 

IGO。对于参与实施的人员而言，保留列表似乎也是最简单有

效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我们仍愿意讨论备选方案。 

谢谢托马斯，在当年晚些时候，成立了一个由 GAC 主席、来

自联合国、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世

界卫生组织、OECD 以及美国的代表组成的小组，该小组尝试

缩小 GAC 和 GNSO 在这一主题上各自建议之间的差距。正如

托马斯所说，这个小组进行了几次会面，并以书面形式交流了

一些提案。去年夏天，我在位于巴黎的 OECD 总部召开了一场

会议，见到了他们。遗憾的是，我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

得进展，近两年仍旧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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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希望大家都清楚，GNSO 针对 IGO 的有效权利保护

措施发起了 PDP，此流程已经威胁并且依然威胁着我们，这与

该小组的所有工作产生了冲突。简言之，PDP 尝试确定 IGO 是

否可以使用 UDRP，尽管 IGO 已经竭力解释不能启用该流程的

原因。我重申一遍，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豁免权。尽管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GAC 和 GNSO 立场的共同基础，我们对 PDP 

不会阻碍妥协实施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昨天我和托马斯见了面并参加了一场会议，那场会议比我之

前参加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更富有成效，对此我们很高

兴，非常感谢托马斯的帮助。毫无疑问，还应该感谢几位来

自 GNSO 的同事出席这场会议。我们非常感激有机会与 GNSO 

成员面对面、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盼望很快又能有机会与

他们进行交流。   

我会向 IGO 联盟提议召开会议，以便进一步讨论从现在到海得

拉巴会议期间的工作情况。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相信有

了 GAC 和董事会的鼓励，我们最终会找到一种打破与 GNSO 之

间僵局的方法。我们一直沉寂多年，这是 ICANN 展示多利益相

关方模型可以发挥作用的大好机会。GAC 提出了一致建议，

IGO 希望我们在考虑 GNSO 关注问题的同时，帮助董事会实施

这项建议。这就是我们在新西兰代表的帮助下，提议 GAC 公报

用语的原因。再次感谢新西兰代表，我们希望清楚地提出将来

展开讨论的合理方式，并希望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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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主席：  谢谢乔纳森 (Jonathan)。事实上，正如我们昨天意识到的那

样，从这个问题出现以来，GAC 和 GNSO 各自都增加了许多新

同事，我认为，这实际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简明扼要地回顾这

个问题非常有帮助。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开始提问或发

表意见。OECD 也对公报提出了一些文本。我猜大家已经看到

了，大家很快就会收到公报的纸质副本。大家对 IGO 还有其他

问题或意见吗？告诉大家，正如 GNSO 信函中所述，以及我们

过去与 GNSO 举行的简要讨论那样，这与红十字会的情况虽然

不是完全相同，但可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尚未处于拥有

永久性保护体系的阶段。我们仍处于临时性体制下，但迟早会

变为永久性保护。所以这只是……但这是两个相似而又不同的

过程。大家对此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吗？有请瑞士代表发言。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首先，我想感谢乔纳森为我们介绍的信息。我认

为，合作正在取得进展是个好兆头。此外，这周我们与 GNSO 

进行了对话，这也是个积极的信号。同时我还知道，针对红

十字会保护的其他问题，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所以我的看法

是，我们稍后应该将这些积极的信号纳入这场会议的收获

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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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主席：  谢谢瑞士代表。大家对此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我将大家的

沉默当作是态度谨慎的积极支持，或者看作是大家希望一切继

续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我看到英国代表正在点头，其他国家的

代表也在点头。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请像我说过的那样，

查看公报文本，就像查看任何其他文本一样。我们还剩下几分

钟时间，事实上，我想利用这点时间讲两件事。一是告诉参加

最后一两场会议的同事，我们与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展开了讨论，我们决定加强与 ALAC 之间的交流，ALAC 将设立

一个联络人来联络 GAC，以帮助我们定期交流信息，另外，还

可以在闭会期间相互告知各自工作的进展。从那以后，ALAC 

一直在履行这项职责，事实上，他们指定了第一个联络人，而

且今天早上他就在场。GAC 的老员工们可能都还记得他担任芬

兰 GAC 代表的时候。这个联络人就是约尔奥·兰斯普罗 (Yrjo 

Lansipuro)。有请约尔奥，站起来跟大家招招手吧，很好，现

在大家都知道您是负责 GAC 联络 ALAC 的联络人，换言之，是 

ALAC 联络 GAC 的联络人，两种说法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将

帮助我们更加直接、定期地进行交流，我们对此一直表示欢

迎，现在仍然如此。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他本身是一位 GAC 

成员，这个身份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他了解我们的工作方

式，因此总是有所帮助。欢迎您，约尔奥。我们希望让您好好

发挥作用。 

[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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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有一件小事，我不清楚这件事是否小，但确实是件事

情。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我想已经发给大家了，过去几个

月，我们讨论了有关“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

巨额费用，尤其是通常需要付费的法律建议，因为他们不像政

府官员一样有薪水。现在我们尝试进行仔细调查，以便提前计

划工作阶段 2 的预算和费用。为此，他们要求所有章程组织验

证工作阶段 2 明年的预算，我们也要进行验证。我不确定 GAC 

的验证范围，我们都拥有调查这个问题的资源，所以得到的提

议是我们将进行调查。我们尤其会仔细调查领导小组，并在接

下来几天或几周的时间里，向大家提供一份提案。不过，我们

认为应该调查预算，当然，每个人都会被邀请调查预算，因为

我们最终必须以章程组织的身份验证预算，而不仅仅是领导小

组。向大家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个问题也与问责制和

透明度有关。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在此讨论了，如果谁有意见

或问题，请将姓名登记在 GAC 邮件列表中，我们会收集问题

或解决这些问题。 

好了，我想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来看看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的同事是否参加了此次会议。好的。请站起来吧。时间

还不算晚。实际上，我们只剩下几分钟时间了，我不知道我们

怎样才能利用这点时间。但是我们很久没和 SSAC 见面了，因

为我们一直关注政治和象征性问题，而不是安全和稳定性问

题。很高兴你们能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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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