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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DEN 主席：  好的。让我们开始本次筹备会议，准备一下与董事会会面的事宜。

今天的筹备会议可以持续到 5:00 点。我们稍晚些才能与董事会进行

会面，所以我们现在有时间来回顾一下我们要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

和事宜。   

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指导性列表已经分发给董事会，那时我们在

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意见，过了截止日期之后我们

对这个列表上可能的主题进行了一点意见交换。然后，当然，因为

我们在这里讨论了一系列主题，所以在与董事会会面前，我们需要

决定应该在列表中包括哪些主题或删除哪些主题。一个小时很快就

会过去，所以这次与董事会会面时，我们需要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

事情，哪些是最有用的主题。因此，我们不是要开列一个大的长长

的名单，将每一个能想到的问题都包含在里面，因为如果那样做，

我们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个很长的列表，但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好这段

时间，并专注于少数几个需要进行意见交换的问题。 

各位都拿到了指导性列表的副本，我们可以选择保留所有的这些主

题，保留部分主题，或添加新的主题。我们列出了新通用顶级域名

项目的审核和评估。根据我们的员工提交的简报，GAC 显然有很多

关切的问题，并且 GAC 同事之间对预期要提出的问题保持着高度的

一致，我认为这是我们有必要包含在这份列表中的内容。在与董事

会交换意见时，我会请同事们协助表达我们的观点，向他们解释这

些关注的本质。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

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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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在社群会议上进行了一些讨论，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对这

次主题会议很感兴趣，另外，我们从社群的其他各方听说他们与我

们一样，确实对当前的计划以及未来任何一轮工作的时间安排和性

质存在很多顾虑，并且需要做出很多评论。总之，我认为我们需要

将其保留在列表上。 

关于 WHOIS，如果我们要表明一种观点，我想这一观点应该非常简

洁，简单明了地表达我们需要关键路径。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

通过。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尝试并以逐个解决

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将逐渐甩开 GAC，而不是让我们与他

们保持同步，参与那些发生在 WHOIS 的各种流程。 

关于政府间组织和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的关系，我知道这个小组参与

了政府间组织的讨论。这可能只是我注意到的一个问题，GAC 应如

何为此做出贡献。并且这可能是 NGPC 需要通过董事会沟通关于红

十字会/红新月会的情况。今天的另一场 NGPC 会议对此进行了一些

讨论，但我不知道讨论的结果是什么。这或许是我可以代表大家提

出的问题 - 对于这些较短的主题项，我建议由我直接提出来，然后

如果有必要的话，各位可以帮助更深入地阐述要点，这样我们可以

提高效率。美国代表，您对此有何意见？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女士。我可以等到您审查完这个列表之后再给出意见，如

果您愿意的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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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DEN 主席：  好的。那么，关于 GAC 建议的章程修改提案，就这个问题，我不知

道我们是否可以要求董事会在他们一方对此进行更新。这是否对我

们有用？我们还没有真正细致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一个负

面响应需要加以解决，这的确需要由董事会制定下一步规划。但

是，我们可以问问他们是否想要就这一要点提出他们的观点，而不

是我们向他们提议。好的。我可以看到一些人点头同意。好的。 

关于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这个主题我们之前讨论过一段时间了。

在周五下午与 CEO 和高管人员召开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会议后，

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展。所以这里或许值得强调一下。好的。我想

无论我们怎么精简，我们恐怕都要开列出一个相当长的列表。关于 

ICANN 的问责制和治理，董事会对这个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即如何

处理建议拥有决策权。我们收到了来自国家和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

织的演示文稿和他们的意见，他们强调的要点之一，我知道这也是

社群其他各方关注的要点，那就是关于董事会可以不接受该流程中

提出的建议的基础。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需要得到解决的重要事项，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了如何提出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董事会真正认

真思考需要做什么、需要考虑什么，事实上，如果他们决定不接受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某些建议的话。所以我建议侧重于与这个主题有

关的特定问题。 

就刚才我概述的这个列表上的主题，大家认为目前有没有遗漏哪些

真正关键的事项？好的。我看到美国代表和荷兰代表要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女士。我认为遗漏了一个关于 GAC 保护建议和 NGPC 的响

应的要点，并且我觉得或许我们真的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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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可能会看到公报中的相关文字，并且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

该尽量利用与他们的会面机会让他们提前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

想补充这一点。 

既然我拿着麦克风，我还想建议，我对列表上主题的优先顺序并没

有鲜明的看法，但确实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工作

量的问题，这直接导致其中至少两个问题，即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

的审查和今天 ICANN 正在寻求志愿者的公告，招募实施建议小组成

员处理 WHOIS 与国家隐私法律的冲突。我不知道在座的同事们是否

和我一样，至少最初感觉有些犹豫，是否可以让这一建议小组启动

工作的时间推迟一些，因为我担心我们对董事会成员的整体意见不

了解，Bruce Tonkin 昨天似乎建议让 ICANN 员工进行处理会相对容

易很多。如果是这样，定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 GAC 对实施建议

小组意见的制定。但是，目前我们还不确定，他们昨天的确与我们

进行了一次意见交流，并先行发布了通知。所以这里有点信息断开

的问题。我认为这或许值得一提，但我愿意听取同事们的意见，不

知道其他人是否与我一样怀有犹豫。我们是否准备在此时参与这个

工作组，实际上，关于这个列表的最后一项，即 ICANN 的问责制和

治理，非常有意义并且可以帮助减少工作量，这些难道不应该成为

最靠近优先事项的主题吗？对于 GAC 而言，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的，因为与此同时，GAC 还要尽量设法解决所有来自 ICANN 的具有

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各种问题。谢谢！ 

 

DRYDEN 主席：  非常感谢，美国代表。关于保护建议的话题，我想我们之前已经同

意向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我忽略了，没有将这个主题

纳入到我们的指导性列表中，谢谢您提醒我们。而这个问题还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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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关于具体执行方面的子问题，所以我会向同事们寻求帮助，使

其更加具体，让董事会了解我们在实施方面挥之不去的疑虑。我期

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 

好的。接下来请荷兰代表和巴西代表分别发言。 

 

荷兰代表：  好的，谢谢 Heather。我想提出一些担忧，这也代表了欧洲一些国

家的担忧，那就是关于 .GAY 的社群申请的问题，这个问题最近出现

在新闻中，并且很多组织也联系到我们。我认为，实际上这一社群

申请的提出是对 GAC 工作的支持，但是这引发了对该审核小组做出

判断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一些重大忧虑，因为该审核小组要对社

群支持和其他一些标准作出判断，即在某个社群提出社区申请时是

否承认其社群地位。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此提出几个严重的关切。谢

谢！ 

 

DRYDEN 主席：  谢谢荷兰代表。虽然我们谈到了社群申请，但我们在 GAC 会议中没

有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这类问题层出不穷。实际上，我会建议您

以荷兰的个体名义提出这些关注点，这样对于我们将会在未来讨论

的某些主题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新的 GAC 观点或是 GAC 的某

个观点来自哪里。好的。请巴西代表发言。 

 

巴西代表：  谢谢主席。关于主题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建议。实际上，我觉得

相对于我们有限的时间而言，这个列表中的主题包含了非常多的内

容。因此，我的建议是，或许我们应该首先关注对于 GAC 而言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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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那些问题。我建议我们可以从 ICANN 的问责制和治理入手，我

认为，对于我代表的国家而言，这是此次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虽

然昨天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对于如何在这方面制定我们的框

架声明，没有具体的...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但

是我认为让 GAC 董事会知道我们讨论过的内容会比较有用。所以我

建议，应该将这些项目从列表前面移开，尽量少出现，因为就我代

表的国家以及很多其他国家而言，我们可能甚至没有时间去触及这

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手边最重要的问题。谢谢！ 

 

DRYDEN 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我觉得您提出的尽量优化这个列表的建议很好，否

则我们将无法涉及所有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将 ICANN 的问责制

和治理排在首位。有几位同事都表示这是一个需要优先讨论的问

题，并且 WHOIS 同样也是，至少对于我们的工作推进而言，所以我

们可以在与董事会会面时优先交换相关意见。我认为新通用顶级域

名项目问题，以及保护建议等问题或许需要在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

再讨论。这很有可能是一次比较复杂的讨论。那么，我会牢记这三

个主要问题，如果同事们有不同的观点，请提出来。   

另外，除了已经决定要提出的这些要点，我们还在试图找出我们确

实觉得有必要提出的但遗漏的关键问题。好的。有请西班牙、澳大

利亚和比利时代表依次发言。西班牙代表，请发言。 

 

西班牙代表：    谢谢！这份列表已经相当全面了，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向董

事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在欧洲得到的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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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执法机构提出的一条的建议，即创建一个工作组，让这个工

作组加入 GAC 流程。 

我想让董事会确认这是否是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想要借此实现哪

些目标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工作组组建成功的话，如

何确保此工作组的地域代表性等更多信息。 

 

DRYDEN 主席：    谢谢西班牙代表。好的。那么，我们要向董事会提出一个问题，有

关针对执法机构的可行提案，以及他们如何参与 ICANN 事务。 

澳大利亚代表，有请。 

 

澳大利亚代表：     谢谢主席。 

谢谢西班牙代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这是董事会的想

法，那么这确实会引发一些有关 GAC 与各国政府在 ICANN 内部互动

方式的很有趣的关注，所以这的确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也在犹豫是否要再增加一个问题，我以前和几位同事谈到过这个

问题，我基本上了解到秘书处的合同，即与 ACIG 的长期合同已经定

稿，一方已经签署并已交由董事会财务委员会审批，但还没有签

署。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问问这份合同目前的状态，因为已经过去了几个

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希望这份合同能够最终成功签订，因为

我们在这上面倾注了很多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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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DEN 主席：     谢谢澳大利亚代表。 

那么，我们要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要求他们将 ICANN 的签名放到 

ACIG 的长期支持合同上。 

比利时代表，有请。 

 

比利时代表：     谢谢主席女士。 

我的政府要求我利用这次发言机会再次讨论 .SPA。 

我希望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只想对 NGPC 的信件做出我

的回复，询问有关审核小组提供的答复的详细信息，并同时提出一

个要点，考虑到这种社群性质的分析类型，询问后续的步骤有哪

些。我会尽量简明扼要。 

 

DRYDEN 主席：    好的。我想我们准备好了一个不错的列表，正如我说的，在与董事

会进行沟通时，我会在不同关键点邀请各位同事协助阐述我们的一

些观点和所做的工作，然后看看结果如何。 

我没有看到各位代表进一步的发言请求。如果是这样，这个列表就

定下来了。 

我看到后排有同事举手示意。中国代表，请中国代表发言。 

 

中国代表：     我将使用中文发言。 

 

第 8 页，共 9 页   

 



洛杉矶 - 与 ICANN 董事会会面前的 GAC 筹备会议                         ZH 

稍后，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首先是关于 IG，即互联网治理的问

题。我们想问董事会和 Fadi Chehade，ICANN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

进展情况以及 ICANN 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此外，我们注意到，ICANN 和互联网治理论坛将开展一些合作活

动。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以及这种合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

虑？谢谢！ 

 

DRYDEN 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好的。 

那么关于互联网治理的主题还有其他问题吗？好的。 

我想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董事会成员到达前，我们还有 30 分钟

时间可以稍作休息。经过一整天漫长的会议讨论，或许稍稍休息一

下是件好事。 

提醒各位一下，与董事会交换完意见之后，我们安排了一个有董事

会成员参加的社交活动，大家可以喝点饮料，吃点茶点，并与同事

们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流。我希望各位在正式意见交换完之后能够

与董事会一起踊跃参加这次社交活动。 

好的。30 分钟后的 5:00 正式开会，让我们将做好准备。 

谢谢！ 

[茶歇] 

 
 
 
[听力文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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