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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gTLD 宣传计划 

 

本文只有在理事会批准新 gTLD 计划后才会发布。在理事会批准前不会进行任何正式宣传。 

理念  

正如我们所知，若获得批准，启动新通用顶级域名将从根本上改变互联网的格局。如此重大的改

变将最终对每个国家/地区产生影响，在如今这个高度关联的世界中，也同样会深刻影响大多数

人。 

因此，必须也应该制定一个影响广泛的国际宣传计划。正所谓水涨船高，其目标对象将远超出 

ICANN 的普通受众，最终面向大众以及一系列特定的受众：简明广泛的宣传可提高理事会成员的

基本认知。您的家人亲眷可能不需要知道具体细节，但有必要了解互联网正在发生变化。不属于

技术群体的企业需要了解，一个支持创新和盈利的新平台已经建成。 

这项工作若顺利开展，应该可以制造热点。我们希望目前未参与的人也能就此展开讨论，希望能

够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此计划不仅说明新商机的创造，还涉及这些新域名将启用的网站可能带来

的业务，并使互联网常用用户有更多的选择。该计划不仅阐明新 gTLD 运作的实用性，还使人们

开始思考他们可以如何使用这种新工具，以及作为人类如何能够受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标 

此宣传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新 gTLD 计划的成功可能性，并确保尽可能明确全面地宣传新 

gTLD － 既宣传由此带来的机会，也明示申请和运营新 gTLD 可能面临的风险。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幅提高全球对新 gTLD 计划的认知度。此宣传计划将针对对象、内容、时

间、地点和原因方面，提高全球相关方和申请人对新 gTLD 的认知度。 

在 ICANN 机构群体的协作支持下，将使用各种媒体和营销工具开展宣传。我们的外展活动将基于 

ICANN 的五大地理区域开展：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北

美。关键计划文档将以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版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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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点 

1. 互联网的前景日益广阔。 

2. 利用互联网的大多数组织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对某些组织而言，这是一个绝好的

机会。 

3. 新 gTLD 是一个创新平台。 

4. 风险与回报并存，潜在申请人应仔细评估新 gTLD 计划，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申请。 

5. 新 gTLD 计划的制定过程透明、包容且全面。 

6. 我们做出了极大努力来解决所有相关各方关心的问题。 

7. 最重要的是确保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新 gTLD 不会影响互联网的稳定性。 

8. 为了加强财产、消费者和其他互联网相关内容的保护，额外的保护措施已经到位。 

9. 国际化域名支持使用拉丁字符以外的文字访问互联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语调和文风 

新 gTLD 很复杂，所以我们传达的信息必须尽量简洁、直接且有说服力，以吸引受众的兴趣和关

注。避免使用技术专业术语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技术层面追求准确性，但不能过于技术化。此

计划不仅是一项技术变革，还是互联网使用方式的转变，我们需要有创意才能获得充分的关注。 

无论目标受众是否有意申请，我们在介绍该计划将对他们产生哪些影响时，使用亲切而有吸引力

的语调可使新 gTLD 更“真实”。 

语调可以稍微犀利一些，更好地阐明机遇的独特性和创新潜力。 

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是管理者而非拥护者，我们将保持中立，不过在全面阐明问题所有方面的同

时，也会宣传参与制定新 gTLD 计划的相关各方的积极工作成果。例如，说明投资机会的材料既会

描述风险，也会说明可能的回报。 

我们的宣传中不会这样说：“您应该投资自己的 TLD。”我们是不断变化的重要资源的管理者，

而不是可能不适合所有人的特定创新方案的拥护者。因此，我们将采取“比赛实况解说员”方法。

我们不会告诉您支持哪支球队，而只是说我们喜欢这项运动。若获得批准，新 gTLD 将成为互联网

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合适的做法是激发和培养人们的自然兴趣，即新 gTLD 如何带来关于域名使用

的创新和技术革新。我们不会使用命令的口气，而是将建立认知度，为 ICANN 机构群体的成就而

自豪，并积极宣传这些成果。因此，虽然我们的宣传忠于事实，但也会令人感到鼓舞。 

实物标志（以徽标和难忘标语如实展示新 gTLD 计划的本质）对于语调和文风的真实生动起到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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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题 

鉴于互联网的前景日益广阔，长远的主题将是互联网扩展。新 gTLD 将扩展域名空间和互联网的范

围，进而提高创新潜能。IDN 通过允许用户完全以其本地语言字符访问互联网来扩展域名空间，

使互联网具有空前的全球包容性。 

最初面向具有营销思维的潜在申请人（无论是代表企业、政府、机构群体，还是其他）的具体主

题是，新 gTLD 是一个创新平台；任何新颖的创意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成功典范 － 下一个 Facebook 

或 YouTube。此主题将表述为： 

- 下一个成功 .thing 网站将花落谁家？由您决定！ 

- 新 gTLD － 支持创新。 

- 域名是什么？您自己定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标受众  

最初的宣传面向商业群体、潜在申请人和技术群体。这些目标受众范围涵盖五个区域（包括发展

中国家），至少将使用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向其展开宣传。尽管最终用户不是第一个宣传阶段的

主要目标，但他们也会开始了解互联网正在发生变化。后续阶段将扩展目标受众范围，以消费者

和最终用户作为更主要的目标。这是因为新域名必须首先可用，这样最终用户才能受益。帮助最

终用户受益的是申请和实施新 gTLD 的实体。 

相关方泛指政府、大型企业、机构群体和其他组织。具体而言，我们将面向企业市场销售人员、广

告商、投资者、地方市政当局、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贸易协会、专利持有者、商标代理人 － 

也就是那些应该了解新 gTLD 计划、该计划将如何影响他们、新 gTLD 最终会怎样改变互联网格局的

人。有些人意在投资；有些人希望保持重要的文化特色；有些人旨在保护其权利和知识产权。 

申请人是指已经计划申请新 gTLD 的实体。 

在此意义上的技术群体包括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商、软件和 Web 应用程序开发商及路由硬件

制造商，他们需要确保做好相关的技术准备，使消费者能使用新 gTLD 访问网站。 

材料将会符合各个群体的利益；在特定目标受众中针对具体问题提供特定的工具。将会宣传此计

划的关键要素，如异议程序和新权利保护机制，使最可能受影响的人能够知悉这些机会，并了解

参与其中的程序。示例：展示商标保护的播客将面向商标代理人；有关品牌建设的播客面向营销

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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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心部分，第一阶段 

新 gTLD 宣传计划包括四个独立阶段。 

第 1 阶段：启动前，定义为正式启动计划前为期四个月的活动期，以申请期开始为标志。 

第 2 阶段：启动中，定义为接受申请期间的 60 天。 

第 3 阶段：启动后，定义为从申请期结束到下一轮申请开始之前的时间。 

第 4 阶段：TLD 启用/纳入根区域 

该计划在理事会规定的宣传期内侧重四种关键宣传方式： 

1. 按地区定制的涵盖电视、电台、印刷品和网络广告元素的协调促销活动。 

 最初的广告途径：国际商业电视、报纸和网站、谷歌广告。制定一则活跃、欢快、抢

眼的广告（可采取视频和印刷品形式），激发人们的兴趣并吸引他们访问新 gTLD 网

站：下一个成功 .thing 网站将花落谁家？由您决定！这样可以给人们带来即将成功的

无限期待。 
 

2. 顶级国际新闻报道。 

 确保对该计划进行广泛/全球性的新闻报道 － 采访主要电台和新闻编排人员，最初面

向全球和地区性电视频道以及主流商业报纸。 
 

3. 五个主要地区宣传/路演。 

 将在各 ICANN 地区举行地区宣传活动。对于每个地区将访问三个国家，在每个国家均

举行重要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外展活动。 

4. 社会媒体和其他网络媒体。 

 制造强大的网络影响力，任何目标受众均可获取详尽明确的信息，还辅以社会媒体通

知。通过活跃的 Facebook 页面和 TwitterFeed，引起社会媒体关注，吸引博主。将在网

站和社会媒体使用富有感染力、友好的播客和视频博客，面向忙碌的受众采用简洁扼

要的语言。所有这些手段可为相关方提供有关该计划特定方面的更多信息 － 商业潜

力、申请流程概览、异议流程、风险以及申请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材料  

1. 网站  

2. 持续更新的常见问题 

3. 情况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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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 gTLD 和 IDN 的术语表 

5. 新 gTLD 时间表 

6. 倒计时时钟 

7. 教育视频 

8. 视频博客 

9. 面向广告商的建议征求书 

10. 广告材料 

11. 社会媒体 － Facebook 页面、TwitterFeed、博客 

12. 演示文档 

a. 新 gTLD 基础 

b. 如何申请 － 申请流程概览 

c. 商机 

13. 演讲 

14. 提供给新闻机构的成功故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安排 

启动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将在理事会批准《申请人指南》后实施为期四个月的启动前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衡量标准 

1. 网站统计数据 

2. 启动地区宣传期间访问的国家 

3. 外展活动的参与者 

4. 反馈调查 

5. 收到的申请 

6. 社会媒体监督 

7. 所做的访谈 

8. 媒体剪辑 

9. 启动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