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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 录制开始了。 

 

玛丽安· 

巴科什： 非常感谢，艾里斯 (Iris)。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 2017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现在召开 NCUC 新人网络研讨会。今天参加电话会

议的有艾达 (Ida)、安娜·卢普 (Anna Loup)、阿莎德·默罕默德 (Arsahd 

Mohammed)、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科林·库尔  (Collin 

Kurre)、丹尼尔·马西亚斯 (Daniel Macias)、法尔扎内·巴迪 (Farzaneh 

Badii)、格雷丝·缪婷  (Grace Mutung’u)、茱莉亚·莫拉莱斯  (Julia 

Morales)、马迪·塔吉扎德赫 (Mardy Taghizadeh)、凯茜·克莱曼 (Kathy 

Kleiman)、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纳迪拉·阿拉杰  (Nadira 

Alaraj)、瑞秋·波拉克  (Rachel Pollack)、瑞纳塔·艾昆诺  (Renata 

Aquino)、沙基尔·阿赫麦德  (Shaheel Ahmed)、拉哈特·奈伊  (Rajit 

Nye)、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Tatiana Tropina)、伊萨克·迈波萨 (Isaac 

Maposa)、露易丝·玛丽·赫尔 (Loiuse Marie Hurel)、本杰明·阿金默耶

伊(Benjamin Akinmoyeje)、哈米德·沙拉比·法拉哈尼 (Hamideh Shahrabi 

Farahani)。参会的员工有我自己，玛丽安·巴科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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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记录，我想提醒参与者发言前报上自己的姓名。非常感谢。交给

你了，法尔扎内。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玛丽安。大家好，欢迎你们。我是 NCUC 主席法尔扎内·巴

迪。本次网络研讨会专为新人召开，也就是我们的新成员，以及想要加

入我们但还没有参与过 NCUC 活动的预备成员。本次会议也对有意了解 

ICANN 非商业用户工作的外部人员开放，看看他们是否想要加入 

NCUC。 

 

 所以，我们将介绍 NCUC 的工作内容，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活动。玛

丽安，可以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吗？好的，首先介绍一下 NCUC 的历史。 

 

 在 ICANN 成立之初，非商业用户（听不清），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今天

也在，不好意思，我的音质不太好，抱歉。稍后我会交给凯茜和米 

尔顿。 

 

 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今天也来了，凯茜和米尔顿，他们将为大家介绍 

NCUC 的历史背景以及事情的经过。凯茜，你可以开始了吗？  

 

凯茜·克莱曼： 当然可以，法尔扎内。你们能听清楚我说话吗？  

 

法尔扎内· 

巴迪： 能，很清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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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克莱曼： 好的，太好了。大家好。我是凯茜·克莱曼。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

话会议。这很有趣，米尔顿和我非常乐意分享非商业用户选区的创办 

故事。 

 

 先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法尔扎内· 

巴迪： 好像 － 是的，米尔顿，如果你可以开始，我们可以稍后再连线凯茜，她

再继续讲。但我什么都听不到。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好的，我们的

创始人似乎出现了连接问题。 

 

 但愿问题不大，凯茜或米尔顿可以随时发言。但是... 

 

凯茜·克莱曼： 法尔扎内？  

 

（交谈）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我又上线了。 

 

法尔扎内· 

巴迪： 很好。太好了。 

 

（交谈）  

 

凯茜·克莱曼： 还有回音吗？法尔扎内，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没有听到回音，但

我也听不到其他声音。 

 

法尔扎内· 

巴迪： 可以，我们能听到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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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克莱曼： 好的，其他人能听到我说话吗？好的，瑞纳塔说能听到。好的，法尔扎

内，我有错过什么吗或者我可以从头开始吗？  

 

法尔扎内· 

巴迪： 请重头开始讲... 

 

 

（交谈）  

 

凯茜·克莱曼： 好的。大家好。网络研讨会总是会出现声音问题。言归正传，要了解非

商业用户选区的起源，就要知道 ICANN 本身的由来。这有点奇怪，因

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互联网正处于过渡期；它最初是由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运营的，当时正过渡给美国商务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是与美国的许多大学建立了联系，以便管理互联

网，然后逐渐延伸到世界各地。但禁止发表商业言论。如果有人问你，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问题，当时禁止在互联网上发表哪些类型的言

论？答案就是商业言论。 

 

 我们都知道，早期的互联网是发表研究、教育以及个人和政治言论的地

方，而不是商业言论。到 90 年代早期，企业家开始使用互联网，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公司也开始使用互联网。于是，国家科学基金

会放手让商务部接手运营互联网。 

 

 我们在美国还是做着以前的事情，但在对互联网的期望上与一家政府监

管机构发生了争论。于是，商业届、非商业届以及技术届人士参与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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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在总统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的管理下，宣布更换互联网

的领导者。他说私营部门应该领导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这个消息令人震

惊。私营部门如何领导互联网的发展呢？ 

 

 首先，技术人员非常希望运营互联网；他们不想让联合国运营。在私营

部门的领导下，技术团体做得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余下的人必须把

事情弄清楚，因为知识产权和商业届人士向商务部索要更多权利。 

 

 这些原则是在克林顿的管理、安全、稳定和私有的自下而上的协调、多

利益相关方模型下制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我们

开始探索如何自己来制定这些规则。 

 

 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只有国家代码，之

后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大型注册管理机构，名叫 Network Solutions，该机

构的注册域名有 .com、.org、.net、.edu 和 .gov。但商业届人士非常迅速

地组建了商业选区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区，并为商业选区的律师设立

了一个特别团体，称为知识产权选区，因此我们有了三个选区。 

 

 经过米尔顿与我以及其他人的会面讨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非商业

选区。于是在 1998 年，我们在圣地亚哥成立了这个选区。这有一点晚。

我们的第一个决议是我们希望保护 － 克林顿说过在成立 ICANN 的过程

中，必须制定一个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是说不能找法院。必须有

一种快速而又随性的方式来取缔侵犯商标权的域名。 

 

 我们的第一个决议就是 － 当时制定了一个关于此事的草案，但该草案没

有给注册人任何权力，无论是现有注册人还是未来的注册人，这意味着

商标所有者总是可以从未注册商标的人那里拿走域名。非商业届没有商



ICANN 

主持人：玛丽安·巴科什 (Maryam Bakoshi) 

2017 年 2 月 24 日/中部时间上午 10:00 

确认编号 3087832 

第 6 页 

 

标；当我们使用自己的姓氏时，当我们批判某些事情时，我们师出无

名，因为商标属于商业标签。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决议就是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简称 UDRP）必

须公平，并且必须给注册人一些权利。我们紧张而成功地推行了这个决

议。虽然没有获得想要的很多权利，也不够平衡，但在我们提出之后变

得更加公平和平衡。所以，非商业用户选区是为了制衡各类商业选区而

成立的。 

 

 之后，随着事情的发展，先是成立了注册服务机构，这个行业中具有竞争

力的有 Go Daddy、Tucows 和 Blacknight 等，现在成立了具有竞争力的注

册管理机构，所有新的 gTLD 注册管理机构，比如说，旧的有 VeriSign、

Afilias 和公益注册管理机构，新的有 Donuts、Minds+Machines，还有一些

其他机构，比如 Right Side。在帮助确保这个新的域名注册行业的规定仍

然公平和平衡方面，我们会发挥一定的力量。 

 

 所以，在 ICANN 这一组织中，我们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人分享我

们的 － 我们经常提出其他人不会提的原则和问题；言论自由、自由发表

意见、公平使用、公平处理、隐私和正当流程。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

们主张设立正当流程，我们总是唯一一个为其辩护的组织。你们可能认

为每个人都会支持这件事。 

 

 但我们是唯一发出声音的，我很高兴分享更多关于历史的信息。但我要

交回给法尔扎内了，然后再交给米尔顿。谢谢。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凯茜。希望现在听得更清楚。米尔顿，如果你的音频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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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 

穆勒： 能听到吗？  

 

法尔扎内· 

巴迪： 能... 

 

（交谈）  

 

米尔顿·穆勒： 你在线吗？能否... 

 

法尔扎内· 

巴迪： 可以，我们能听到你说话。 

 

米尔顿·穆勒： 好的，我回来了。我想凯茜已经很好地解释了推动非商业用户选区成立

的价值。我将向大家多提供一点关于 GNSO 流程和组织结构的信息。 

 

 你们需要了解的是，在我们早期讨论域名政策时，有一个真空地带。没

有人知道谁应该负责制定政策，以确定诸如新顶级域的数量是多少或如

何解决商标域名冲突之类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设立了新的政治机构，由他们决定如何安排这些事情，这

就是选区。正如凯茜指出的，早期选区 － 对于谁将负责以及他们将是什

么样的概念非常不平衡。有了商业选区，有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区，

当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企业，于是就有了商标选区。 

 

 商标选区当然要由这些大企业提供人员，而且还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

商业选区之中。想一想在理事会投票的票数，基本上有三个选区代表商

标所有者，一个代表注册服务机构，另一个代表注册管理机构，那时还

包括一家公司，其他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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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1999 年成立了非商业选区。我们在理事会的投票中一直都寡不敌

众，因为知识产权的利益会获得所有三个选区的票数，如果他们拉拢其

他选区中的一个，那么在任何投票中都能赢。 

 

 在 2000 年 － 我想应该是在 2007 年左右，ICANN 委托伦敦经济学院撰

写了一个关于 GNSO 的审核报告，该报告指出，投票结构非常不平衡，

并没有真正在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中达成一致。所以他们重新平衡了 

GNSO，创立了四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 

 

 一个是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商业用户；一个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

体，就是我们加入的那个；然后是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也就

是所谓的签约方，即与 ICANN 签订合同的人。我们平衡了投票，以便

商业和非商业在理事会有相同的代表数。 

 

 从此之后，我们在 ICANN 环境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指出商业利益

相关方团体对重新平衡非常不满可能有些用处，他们开始说我们的坏

话，还影响了我们的三位成员在理事会的任命，由董事会负责任命，而

不是让我们自己挑选，但是我们克服并走出了那段黑暗时期。 

 

 所以，从根本上说，你们需要了解我们努力达到了平衡，这样可确保在

政策上真正达成一致，我们的任务是出于商业目的代表不在其中的域名

用户的观点。这不是说我们反对商业，我们有几次还与一些商业利益相

关方建立了联盟。但我们代表的是其他利益相关方不代表的某些价值。 

 

 如果有任何问题，我可以先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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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扎内· 

巴迪： 好的。非常感谢，米尔顿。讲得非常棒。玛丽安，可以翻到第三张幻灯

片吗？是的，米尔顿谈到了我想简单说说的内容。但我想告诉大家，我

们的首要利益相关方团体就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所以你们会收到

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电子邮件清单和  NCUC 电子邮件清单的 

邮件。 

 

 塔帕尼是 NCSG 的主席，而我是 NCUC 的主席。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你

们填过一张复杂的表格，第一个就是 NCSG，这就是原因，因为非商业

利益相关方团体包含两个选区，一个是我们 NCUC，另一个是 NPOC。

我们说好不用缩略词的，我应该记住这一点。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为 ICANN 政策做贡献。例如，我们提供政策声明之

类的东西去征询公众意见，我们加入了政策制定小组，我们开展选拔活

动，成为米尔顿提到的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理事，像议会一样说好的，

我们批准这个，一个政策制定与否，我们不会批准。 

 

 现在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玛丽安？好，谢谢。这是通用名称支持

组织理事会。我不想让大家混淆；大家也不必全部了解。但是在 NCUC 

可以看到，正如米尔顿所说的，NCUC 参与了政策制定，也有投票权。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还应该记得通用名称 － 我们会处理通用名称。

像苹果、橘子和狐狸一样，我想凯茜会提到几个关于通用名称和注册人

权利的问题。 

 

 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玛丽安？好的，现在我们想告诉大家如何在 

ICANN 中找到方向以及我们认为应该召开网络研讨会的原因。但我们想

告诉大家你们应该始终将 ICANN 的任务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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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NN 的任务是要制定关于域名系统的政策。不是制定关于宽带的政

策；也不是投资于（听不清），比如移动互联网。我收到了一些问题，

例如如何加速互联网在某些地区的普及程度。ICANN 没有处理这些问

题。至少在 NCUC，我们处理的是域名相关政策。这对于你们考虑何时

开始与 NCUC 合作非常重要。 

 

 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送一个调查问卷，了解你们的技能和背景信息。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填一下，然后我们会让你们知道 － 因为 ICANN 的

工作，虽然局限于域名系统，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许多技能和专业 

知识。 

 

 请告诉我们你们感兴趣的地方，例如，我对隐私感兴趣，或者你的组织

是 － 主动研究过隐私问题或争议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告诉你哪个工作组

正在处理哪个问题以及如何参与进去。 

 

 还要注意 GNSO 政策简介，并选择一个主题。我把链接放在这里。还可

以参加 NCSG 每月举行的政策会议，一般在星期四的 GNSO 理事会会议

之前的星期二召开。 

 

 下一张幻灯片。下面我要交给安娜。安娜是来自北美的执行委员会代

表。安娜，请发言。我们将告诉大家如何在 ICANN 网站中导航。 

 

安娜·卢普： 好的，谢谢法尔扎内。我是安娜·卢普。我想快速提个意见，我觉得这

张幻灯片的内容不是我想讲的，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因为我想告

诉大家 ICANN.org 网站存在许多不同的问题，当你们尝试浏览该网站时

应该了解这些问题，其中一个了解 ICANN 复杂结构的重要方式就是浏

览 ICAN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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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给大家指点一下如何浏览  ICANN 网站，以便大家最好地了解 

ICANN 复杂的结构。首先打开网站，大家在屏幕上将看到主页。请大家

注意这个屏幕的最顶部，看到了吗？左上角的页面正在审核中。 

 

 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对 ICANN 网站进行许多更改，所以

请务必清楚，你们可能添加了书签的某些页面将不再存在。ICANN 网站

一直在变化。 

 

 往右边看一点，这儿有一些不同的语言。在使用搜索功能时，这里特别

值得注意，因为在不同的语言中，搜索功能也不尽相同。我一直建议大

家通过 Google 搜索，然后再进入 ICANN 网站。这样可以搜索到你想寻

找的任何东西。 

 

 例如，在 ICANN 网站上，有许多数据和衡量标准来自不同类型的数

据。大家可能会对通用顶级域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审核小组

特别感兴趣。他们收集了很多关于新通用顶级域的不同衡量标准。 

 

 可惜这么内容没有显示在屏幕上，但如果你想查找这些衡量标准，可以

在 Google 中搜索“CCT 审核小组 衡量标准 ICANN”。这就是查找信息

的方法，因为这个网站仍然会变化，很难在其中导航。 

 

 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侧边栏，我上一次浏览 ICANN 网站就是使用侧边

栏。侧边栏是最好的工具，在这个屏幕上不可用，但如果点击  Get 

Started 选项卡，屏幕的左侧将出现一个侧边栏。该侧边栏是浏览 ICANN 

网站最有用的工具。 

 



ICANN 

主持人：玛丽安·巴科什 (Maryam Bakoshi) 

2017 年 2 月 24 日/中部时间上午 10:00 

确认编号 3087832 

第 12 页 

 

 除了这个，还建议大家看看 ICANN 学习中心页面，其中有很多我认为

非常有帮助的视频和教程。在这里。 

 

 就是这样，交回给法尔扎内。 

 

法尔扎内· 

巴迪： 好的。很好。非常感谢，安娜。这是 ICANN 学习中心平台。大家可以

注册。我不知道有多少课程关于 NCUC 和非商业注册人权利，但大家可

以到处看看，看看能从中学到什么。 

 

 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玛丽安？好的，我们可以 － 不，不是这张。

是的，不是这张，玛丽安。再翻，对了。现在，我们将介绍 NCUC 成员

在各个工作组中处理的几个主题。 

 

 这些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如果你有问题或想要参与（听不清），非常欢

迎联系他们，我有权这样说，我没有问他们，但我确定（听不清）会回

答所有问题。 

 

 现在交给凯茜，介绍关于言论自由、商标以及非商业注册人的信息。 

谢谢。 

 

凯茜·克莱曼： 谢谢，法尔扎内我是凯茜。可以往回翻几张幻灯片吗？有一张我的不太

好看的照片。对了，就是这张，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我。那是几年前拍

的。我讨厌这张照片。但我想指出，麦克风是  ICANN 流程的重要部

分。我们开展了许多研究，提出了许多意见，编写了许多文件，但在 

ICANN，只有在专家组、委员会或工作组提出问题后才能开始这些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实际上会问 ICANN 董事会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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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能力允许在整个社群前面提出问题。米尔顿非常擅长这样做。法尔

扎内也是，参会的其他人也是。但在提出问题时，我想说的是麦克风是

我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为你可以直接说真话，告诉我们一些不合理

的事情。 

 

 谢谢，法尔扎内，我们现在可以讲言论自由了。好的，我想应该是这张

幻灯片。好极了。我今天要讲的是言论自由与商标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际上，说这是一个概念更合适一点。我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再介绍一

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我之前提到过这个故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型企业开始使用互联网

并注册域名。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些域名已经被注册了。有人注册了 

americanairlines.com，美国航空公司非常烦恼，想找办法用很少的钱快

速要回 americanairlines 这个域名。 

 

 麦当劳也很烦恼。因为有人注册了 mcdonalds.com，《连线》杂志的一

位记者指出这个域名或许应该属于跨国公司麦当劳，甚至可以让这个人

将域名转让给他们。 

  

 但商标社群非常生气，因为他们的商标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被注册

为域名了。他们需要非常广泛的保护。这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多

数情况下，商标也是基本字词，字典里的字词，像 truck 或 milk 之类的

描述整个行业的通用术语；常用名字，比如 Wendy，Wendy’s 是美国的

一家汉堡餐厅，常用姓氏，如 McDonald 和 Fox。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因为商标所有者说他们拥有这些字词，而我们

说，字典又不是你们的。更糟糕的是域名其实是互联网的街道标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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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能够在我们提出非商业言论的地方拔除街道标志，或许是在我们

的姓氏或名字下，或者是我们使用的一般字词，甚至是我们批评商标所

有者的商标，这是非常合法的。 

 

 如果有，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非常简单的正当流程就能索要这些字词。这

时非商业用户选区就会走上前去说，不不不，我们有权使用这些字词。

在世界上，这仍然是我们的地盘，词典里的字词可作非商业用途。 

 

 当我们开放新顶级域时，我们发现不仅商标所有者想要争夺域名的权

利，他们不仅想要在域名已被注册、已经有了网站、有了 ListServes、根

据这些域名设置了电子邮件地址后索要这些域名，而且现在在新顶级域

名中，我们正在为之斗争的是，他们想要预先注册或阻止与他们的商标

相匹配的所有内容的权利。 

 

 再说一次，他们的商标只是普通的字词，Orange Telecom 认为他们拥有

“orange”这个词。Fox Media 告诉我他们拥有字母 F-O-X。从法律上来

讲，这是完全错误的。Fox 是一种动物，fox 是一个姓氏。我的朋友亚

当·福克斯 (Adam Fox) 用他自己的姓氏开了一家公关公司。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需要保护互联网上的语言使用，尝试确保商标

所有者 － 开放新 gTLD 的原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com 存在人为的稀

缺性。每个人都转换成 .com。简短而吸引人的域名已经被占用了。我们

需要更多空间。有太多  Deltas、Delta Airlines、Delta Faucets、Delta 

Fraternity、Delta Math，都想要 delta.com，像 Delta Math 教育集团一

样，他们都想要 delta.com；但只能有一个 del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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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 gTLD 中，有 .media、.education、.lawyer 以及 .tech 和 .faucets，还

可以增加更多域名，但现有商标所有者阻止将其商标用于商品和服务类

别，因为非商业用途和内容不适用于他们的商标。他们现在要求获得非

常非常广泛的权利。 

 

 我是权利保护机制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换言之，就是商标所有者保护工

作组。我们正在审核对商标所有者的所有保护措施。我们想要确保他们

获得公平对待并达到平衡，并且我们可以利用更多支持。你不一定必须

是一名律师才能开展工作，只需要相信这些字词的非商业用途与商业用

途一样重要就可以了。 

 

 谢谢，法尔扎内我希望这些内容会有用。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有用。非常感谢，凯茜。还是这张幻灯片，玛丽安，不必更换幻灯

片。下面有请丝黛芬妮 (Stephanie) 和艾顿 (Ayden) 介绍更多有关 ICANN 

隐私以及 NCUC 工作的信息。丝黛芬妮，我听不到你说话。艾顿在吗？

艾顿？你在吗？哦... 

 

丝黛芬妮· 

裴琳  

(Stephanie  

Perrin)： 对不起，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法尔扎内？  

 

法尔扎内· 

巴迪： 可以，我现在能听到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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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黛芬妮· 

裴琳： 好的，非常抱歉。基本上要回到 ICANN 的历史，顺便说一下，我的名

字叫丝黛芬妮·裴琳，是一位理事，主要负责处理隐私问题。有相当多

工作组正在处理隐私问题。 

 

 我想向大家快速介绍一下在 ICANN 所发生的事情。在成立 ICANN 之

前，知识产权所有者就编写了一份报告，他们在其中建议美国政府为他

们提供所有详细信息，他们列出了这些信息，认为需要通过现有机制提

供关于注册人和注册的详细信息，研究人员可以将这些信息相互关联，

这就产生了 Whois。 

 

 ICANN 成立后，注册服务机构开始获得认证，因为 ICANN 做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开放竞争，以便销售域名，并且通过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迫

使注册服务机构收集所有个人数据，并通过 Whois 数据库发布出来。 

 

 这是广泛的数据保护的早期阶段，但在 1998 年还发布了一系列数据保护

法。首先，在 1999 年提出了 RAA。这是顺势而产生的。当时，就算 

gTLD 的注册服务机构违反了数据保护法，他们也可以继续运营。 

 

 非商业用户和其他选区闹了起来，最终，通过许多 Whois 研究，我们中

有些人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日子，米尔顿、凯茜和艾芙丽 (Avri)。正如米

尔顿之前在讲投票结构时提到的，我们赢不了；我们很倒霉。2006 年，

我们发现 Whois 与法律政策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如果注册服务机构可以

证明他们违反了数据保护法，他们就可以得到豁免。 

 

 直到去年，受到豁免的机构都非常少。问题当然在于注册服务机构，他

们没有对数据保护法感到烦恼，并且决定只要冒个险就好了，ICANN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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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可以这样做，谁在乎呢，他们只要能继续运营就行了。若要符合数

据保护法的要求，这个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然而，紧接着，隐私代理服务出现了，注册服务机构现在会说，不想在 

Whois 中添加数据吗？购买我们的代理服务吧，我们会将我们的数据放

入 Whois，而不是你们的。这样做可以蒙蔽了客户，许多人和组织都开

始这样做。 

 

 在最近的审核中有一个建议，浏览文件就会知道，他们会定期自行审

核。其中一个建议是认证隐私代理服务并对此设定一些规则。这有点像

是无人区，执法社群声称人们利用隐私代理服务隐藏不正当和犯罪 

行为。 

 

 我们就此进行了大约两年的调查。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凯茜和我都参

加了这项工作。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年后会确定统一政策。我们对协会

是否可以使用隐私代理服务做了很大的斗争。我们赢了。稍后会详 

细讲。 

 

 现在，我们正忙于实施这项政策。对于 ICANN，非常吸引人但又非常耗

时的一件事是，必须通过流程进行全面监督，因为政府咨询委员会对我

们提出的政策不太高兴，政府咨询委员会有权向董事会提出建议。预计

董事会会采纳他们的建议，除非有合理的理由不采纳。 

 

 我将无情地对待近期对赋权社群所做的工作。但基本上，GAC 认为如果

他们告诉董事会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这样做。GAC 对政策不

太满意，因此董事会说，好吧，我们会在实施时尝试进行修改。这就是

我坐在实施委员会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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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对监控这些事情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了解事情

在像 ICANN 这样的官僚机构中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存在许多不稳定的

因素，许多委员会，需要许多人加入所有这些委员会，看看会发生什么

事情。 

 

 这样委员会才能继续办下去。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委员会罢

工了，那就是 RDS PDP，他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注册数据服务来代替 

Whois。 

 

 我加入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在几年前就罢工了，应该是在 2013 年，到现在

应该有四年了，必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 ICANN 的一般工作方

式。足以肯定的是，这样没有任何作用。我不赞同那个达成一致的报

告，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基本原则和数据保护法，在我看来，了

解数据保护法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份报告。 

 

 所以这件事被搁置下来。他们研究了一年，然后他们在一年前启动了 

PDP... 

 

（交谈）  

 

法尔扎内· 

巴迪： 好的，请少用缩略词。没人知道 PDP 是什么，可以说政策。 

 

丝黛芬妮· 

裴琳： 好的，是政策制定流程。对不起，我以为他们知道这些词的意思。这就

是 ICANN 的工作方式，通过政策制定流程，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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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策制定流程正在进行中。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了解程度还不足以参

与进去，可以尽一切办法进行监控，这个流程进行得非常缓慢，我保证

你可以弄清楚隐私斗争到底是什么。这个委员会中有大量人员，我们每

周开一次会。这就是  RDS PDP。大家可以在  ICANN GNSO 网站上 

找到。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丝黛芬妮。这些内容非常有帮助。（科林）有几个问题，我

想我们可以在 12 点左右回答问题。但我们将（听不清）继续介绍我们的

主要内容，丝黛芬妮和凯茜，还有你可以到我这儿来提问，我想加入的

这个小组在哪里，我会告诉你如何加入。我们可以这样做。 

  

 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玛丽安？对，就是这张，关于 NCUC 和互联

网治理问题。瑞纳塔认为让大家了解我们在互联网治理相关问题方面做

了些什么将很有帮助，因为存在很多类似于混淆的情况，人们觉得我们

处理的是更广泛的互联网治理问题。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NCUC 在互

联网治理领域所做的工作将会很有意思。 

 

 瑞纳塔，请讲。 

 

瑞纳塔· 

艾昆诺： 大家好。我是瑞纳塔。这个问题相当有趣。我不知道是否得到了解答，

你想如何安排，法尔扎内？最后再解答？  

 

法尔扎内· 

巴迪： 是的，最后再解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必须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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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纳塔· 

艾昆诺：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原因，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 NCUC 生活和学

习。如果你像我一样是近视眼，可以使用右上角的图标 X，这样会全屏

显示信息图表。我自己不是很擅长使用 PowerPoint，所以我更喜欢这 

样做。 

 

 对于互联网治理（听不清），问题是“NCUC 与互联网治理之间有什么

关系？”这取决于是谁问的。可以非常直白地说没有关系。也可以说息

息相关。这需要一点时间弄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做的工作。这里

有一张地图，有助于了解一些事情。 

 

 你们的背景（听不清）、专业各不相同。 

 

（交谈）  

 

瑞纳塔· 

艾昆诺： 有人打开了麦克风。可以点击顶部的（听不清）图标关闭麦克风或静

音。我希望大家还能听到我说话，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好的。你们在

听吗？听得到吗？好的。 

 

 好的，有人可能睡着了，有人可能觉得很有趣。我觉得非常有趣。

ICANN 是一家处理互联网规则，域名系统的互联网规则的组织。这些规

则不是一个人可以制定的。这些规则由社群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制定

而成。 

 

 这是什么意思呢？抱歉，法尔扎内，我的计时器又回到 1 了，我想我还

有两分钟是吗？好的，我简单点说。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在考虑利益相

关方团体多样性标准时所依据的模型。所以必须有商业利益相关方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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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利益相关方，还要有政府和技术社群，大家一起制定政策和标准、

建议和意见。 

 

 这件事是在开放的讨论下完成的。还要依靠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 

IAB（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联合国组建

的 IGF（互联网治理论坛）；IRTF（互联网研究任务组）；以及许多其

他组织，还有互联网协会。还有 RIR（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该

机构像 NICBR、NICCR 等一样也是 ICANN 的组成部分。 

 

 所以，这些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专业领域、不同的地区，都可以

参与开放的讨论，对互联网提出政策建议。代表 NCUC 的人会为非商业

用户说话，这就是 ICANN 目前采取的模式。 

 

 我认为互联网治理与 NCUC 之间的关系很大。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每天

基于这个关系相互学习，让这种互动发挥作用。 

 

（交谈）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瑞纳塔。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玛丽安？不好意思，我

们只想为大家提供很多信息。塔蒂亚娜将 － 我忘记说 NCUC 的角色

了，我想说我们在 ICANN 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在 ICANN 制定政策，凯

茜和丝黛芬妮都讲过了，这是指关于域名的政策。 

 

 另一个作用是让 ICANN 作为一个企业在其运营中更加负责和透明。还

有一个作用将由塔蒂亚娜讲解。塔蒂亚娜，请发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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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蒂亚娜· 

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法尔扎内。我是塔蒂亚娜·特洛皮娜。希望大家能清楚听到

我说话。我用的是电话桥路。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为什么是问责制，为

什么是现在，因为 ICANN 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有很长的历史。大家

可能知道，去年 ICANN 不再受美国政府的监督了。 

 

 在此次权利移交之前，ICANN 与美国政府之间有合同关系。这种合同关

系应该能确保高度问责，因为如果 ICANN 不负责或没有制定机制，美

国政府可以不再续约。 

 

 所以，当美国政府宣布将在 2014 年移交权利时，有很多批判的声音说 

ICANN 可能会变成 IFFA。我们说好不用缩略词的，这是指国际足联。

同样不透明，也不负责。 

 

 还强烈要求社群成立工作组，确保在移交之前落实问责机制。 

 

 该工作组在 2014 年底开始工作，为了确保美国政府心甘情愿终止合同，

针对 ICANN 问责制提出改革方案的工作非常重大和艰难，制定强有力

的机制有助于使 ICANN 成为负责人的组织。 

 

 但是显然，这项工作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社群决定分成两个工作

阶段。一个工作阶段将确保落实机制，完成美国政府监督权的转移。 

 

 该工作组完成了工作，在去年 3 月份最终批准了提案，所以是在一年

前，确立的问责机制提出了赋权社群的概念，该社群可以强制行使不同

社群的权利，该问责制提案为社群提供了一些权利，比如否决预算、否

决对 ICANN 章程的更改、批准对 ICANN 章程的更改、罢免 ICANN 董

事会董事或解散整个董事会。 



ICANN 

主持人：玛丽安·巴科什 (Maryam Bakoshi) 

2017 年 2 月 24 日/中部时间上午 10:00 

确认编号 3087832 

第 23 页 

 

 

 这是工作阶段 1 完成的工作。提交问责制提案后，该机制应该能在美国

政府同意移交后落实到位。现在，我们正处于工作阶段 2。有一些问责

制主题超出了该移交范围之外，ICANN 仍然致力于确保 － 在幻灯片上

可以看到 － 多样性、人权、在 ICANN 尊重人权、解决 ICANN 合同管

辖范围的问题、解决与监察官相关的问题，对不起，支持组织和咨询委

员会问责制、员工问责制、透明度。 

 

 目前正在进行这项工作。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工作。由于在处理问责制

之后有人加入 NCUC，如果你对任何这些问题感兴趣，也就是我在幻灯

片上列出的内容，我强烈要求你参与进来。有些小组已经快要完成初稿

了，但如果你对特定主题感兴趣，也可以加入进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锻炼机会，即使你觉得自己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或者没有信心能做出

贡献，您至少可以来看看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是如何进行的、人们是如何

合作的、他们在争论什么、他们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所以你可以作为成员加入，这样你就能发表意见，加入起草小组，并帮

助其他人，也可以作为观察员加入，只是看看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

的。有机会参与这个流程可帮助 NCUC 在报告中起草公众意见。所有小

组都有不同的时间表，比如，透明度小组的第一份报告已在网上发布，

即将征询意见。 

 

 如果你有兴趣，请加入我们，帮助我们。通过这扇门可以很好地了解整

个政策流程，因为您会认识很多人，看到事情是如何发展的，之后就会

在 ICANN 社群内感到非常自在。谢谢。这就是我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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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塔蒂亚娜。本次电话会议最初只有一个小时，但距离 11 点还

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还有 40 分钟，我们可以讨论所有主

题，并且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能坚持的话，我们还能回答

你们的问题，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现在，我先补充一点关于管辖权工作组的内容，塔蒂亚娜，用为我看到

今天有很多来自伊朗的成员。在管辖权工作组，我们有一个调查问卷，

写道：“您的业务或活动因 ICANN 的管辖权而受到影响了吗？”，也

就是美国的管辖权。 

 

 我们会在 NCUC 电子邮件清单中与大家分享这个调查问卷。请多与人们

交流，看看是否有任何理由说明活动因 ICANN 管辖权而受到了阻碍。

对于其他小组，正如塔蒂亚娜所说的，你们可以加入。 

 

 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可以了，我们还在处理 NCUC 治理事宜。我

们想要进行增强。我们如何才能像这样获得主导权。执行委员会是干什

么的？我们如何任命人员？这些好像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要对

我们的成员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好的章程和程序 

规则。 

 

 现在，这个工作组由安娜领导，正在制定 NCUC 的内部规则，她将为大

家介绍如何参与。安娜，请发言。 

 

安娜·卢普： 谢谢，法尔扎内。我会快点讲的，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进行问答。当

我加入 NCUC 时，他们正在处理章程。正在进行章程流程。我建议大家

都关注一下自己的邮箱，NCUC 成员可能会针对 NCUC 章程进行意见征

询，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会与他们再次合作，所以请注意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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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工作组的任务是 － 我目前领导着程序任务组。

我将链接放在 PowerPoint 幻灯片里面了，而且我还制作了图表，大家可

以看一看。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是调查制定程序是否会影响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以及 NCUC 中的其他职能，但主要关注点是制定能发挥 NCUC 职能的

流程。我们将围绕投票、差旅资金选择、发展和投票政策声明和公众意

见以及其他形式的外展活动和最终会议安排制定相应的流程。 

 

 我强烈请求大家查看这份文件。还要看看提出的意见，以及流程是如何

制定的，因为我们正在制定程序。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了解意见

是如何提出的。我还强烈建议你们所有人联系我本人或塔蒂亚娜，我们

会充当新成员的联络点，如果对工作任务组有疑问，请联系我们。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所有支持。 

 

 下一次会议将在 2 月 28 日召开，我们也会通过 ListServe 发出邀请函，

如果你们对参加程序任务组任何疑问，仍然可以联系我本人或塔蒂亚

娜。交回给法尔扎内。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安娜。这就是参加 NCUC 的程序规则草案编写的方法。可以

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玛丽安？对了，我将介绍一点关于 ICANN 哥本

哈根会议的情况，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会很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还要

介绍我们的后续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参与机会，日程表现在已经发布了。NCUC 会开展外展

活动。塔蒂亚娜负责这项活动，因为将在欧洲举行。时间是 3 月 11 日星

期六。然后就到 NCUC 选区日了。我们可能会在 ICANN 与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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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人权问题。我们还邀请了董事会（听不清）关于 NCUC，并不是所

有人，我们选择了几位，告诉他们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不用隐瞒身

份了，董事会就像最终决策者一样，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谁。 

 

 在 NCUC 选区日上，我们还设立了新人区，你可以远程也可以亲自参

加。正如凯茜提到的，公共论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走到麦克风前

告诉董事会我们不喜欢或喜欢的事情。可以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吗， 

玛丽安？ 

 

 很好，我们在这里，这是你们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大家可以发现，性别

不平衡。但我认为这是好事。我们有欧洲人，塔蒂亚娜就是执行委员会

的欧洲代表。伊乃斯 (Ines) 代表非洲，安娜代表北美，瑞纳塔代表拉美

和加勒比海地区。戴维·凯克 (David Cake) 代表亚太地区。 

 

 我们做了各种事情。例如，我们宣布资助差旅活动，我们决定谁可以参

加 NCUC 资助的会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能参与进来。

将它我作为你的中心，并与 NCUC 联系起来。你们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或你们的地区代表，与我们交流。如果你想要他们的个人电子邮件地

址，可以联系玛丽安，她可以让你们联系到他们。 

 

 就是这样。安娜，可以找到你之前为远程参与者准备的幻灯片吗？这样

我们就可以告诉成员如何在线做准备。 

 

安娜·卢普： 噢，好的。 

 

（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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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扎内· 

巴迪： 是的，如果感兴趣，我们可以简单说说如何参与。安娜，或许你可以不

看幻灯片来讲讲。这件事非常重要，只有两分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

入问答环节。谢谢。 

 

安娜·卢普： 好的，我会讲得很快的。其实也不需要幻灯片。我建议每个人都能查看 

ICANN 会议网站，查询哥本哈根日程安排。这始终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我从未到达过 ICANN 会议现场，但主动参加了多次 ICANN 会议，因为

不用到现场就可以参加 ICANN 会议。我听到过有人说过，你错过太多

了，但这是可能的。 

 

 所以我总是会查看一个月的日程表。然后再重新查看两周的日程表。我

会看看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会议。可惜有时可能需要凌晨 3 点起床。这

是我绝对要做出的牺牲。而且如果日程表上有公开会议，总是会提供 

Adobe 会议链接。 

 

 我会创建一个 Excel 表格，输入这些会议的名称、链接和时间。这很

好，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浏览一下，看看想参加哪些会议。你也可以注

册一个帐户，这样就可以标记你想要亲自或远程参加的会议。这确实是

一个很好的功能。 

 

 全都可以用颜色标记。我建议你们能这样做，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我

很乐意与你们一起浏览列表。但只是浏览这个列表，挑出你感兴趣的主

题，记录下来，注明时间，到时参加。 

 

 我还建议如果你想保持联系或提出意见，但你感觉没人听到你的意见，

请随时直接给我发邮件，或在 Adobe 聊天室发私信给我。我肯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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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 NCUC 以及许多 NCSG 会议的 Adobe 聊天室中。我会确保你的

意见被听到。 

 

法尔扎内· 

巴迪： 非常感谢，讲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进入问答环节了。最后我想

说有我们会尝试提供很多机会让大家参与进来。所以请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会确保透明并在电子邮件清单上公布所有事情。那些（听不清）电

子邮件来自执行委员会，当然还有 NCUC 主席，这些都是参与 NCUC，

参与 ICANN 活动的机会。 

 

 虽然我们没有金钱上的奖励，但我保证一定会在知识上获得回报。好

的，如果有问题或意见，我们还可以获得你对于本次网络研讨会是否有

用以及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的问题的反馈。当然，也可以直接说没有。 

 

 这样也不错。如果有问题，请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

交流。好吧，金伯利 (Kimberly) 有几个关于工作阶段的问题。塔蒂亚

娜，你觉得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哦，好的。很抱歉。 

 

 好吧，金伯利，我们只能回答你提出的关于多样性小组的问题。多样性

小组由我们的 NCUC 前任主席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领导。

我会给你他的联系方式。这不仅依赖于 ICANN 这个组织，还依赖于社

群、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才能推进多样性。 

 

 正如大家看到的，我们通过在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五位女性，增进了 

NCUC 的多样性。我们还有地区代表，执行委员会是由我们的成员选出

的。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这是故意的。我们的章程规定每个地区

都必须有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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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必须保证多样性，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我会给你

拉菲克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加入工作阶段 2 － 我看到瑞秋也来了。瑞秋

是多样性小组中非常活跃的一位成员，瑞纳塔也是。 

 

 还有其他问题吗？你们也可以举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的，我看到

没有人提问了。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 － 有我没看到的吗？好的，

关于多样性报告的强制执行，这些报告将呈交 ICANN 董事会，董事会

将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就会强制执行其中的内容。我不知道 ICANN 董事会是否会

告诉利益相关方团体、选区必须注重多样性，我们还不知道。但正常情

况下，董事会会强制执行并进行审核。SO 和 AC 以及利益相关方团体也

会采取措施自行强制执行这些多样性规定。 

 

 好的，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 举手了。请克里斯托弗发言。克里斯托

弗，我们听不到你说话。好吧，很遗憾我们听不到克里斯托弗说话。反

正我听不到克里斯托弗说话，大家能听到吗？听不到？好吧，可以交给

瑞纳塔。瑞纳塔，在克里斯托弗弄好之前，你先发言吧。 

 

瑞纳塔· 

艾昆诺： 大家好。我是瑞纳塔。接着你的回答说，法尔扎内，多样性规定的强制

执行依靠社群，依靠 ICANN 社群多个部分的组织，以及商业利益相关

方团体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但是，是的，更重要（听不清）的是

叫做多样性的工作组以及他们的提案。工作组目前发布了关于多样性的

建议。 

 

 比如，建议成立多样性办公室。所以如果想关注此类工作，以及 ICANN 

中有关透明度的工作，我同意塔蒂亚娜的建议，可以加入工作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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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扎内· 

巴迪： 太好了。非常感谢瑞纳塔进行解释。还是听不到克里斯托弗说话。克里

斯托弗，你可以试试吗？我没有听到克里斯托弗讲话。好的。好吧，只

能这样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请记住，我们将给大家发一个调查，旨在了解你们感兴趣的内容、你们

的背景信息，然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导师，但玛丽安建议使用一个非常

有用的制度，我们将开展为期 6 个月的导师/学员项目。凯茜和艾顿也向

我建议了这个项目，我们将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导师/学员项目，以便为你

们安排一位有经验的且了解 NCUC 和 ICANN 问题的人。然后他们可以

提供指导，你们也能从中受益。之后就会变得更加主动，在 ICANN 有

所作为。 

 

 是否还有其他问题，请让我知道。我没有看到 － 好的，我们如何在共享

的（听不清）上查看所有事件和链接？再说一次，我们会向 NCUC 电子

邮件清单发送演示文件。你们也可以联系相应的联络点，可以联系我和

玛丽安，咨询不同问题。但我们会向电子邮件清单发送该文件的。 

 

 我们还会发送笔录和录音 － 会发到电子邮件清单。也会发到 NCUC 网

站上。我们有一个网站，大家自己能了解一下这个网站的内容也很好。

我们会进行更多更新。好的。 

 

 如果你还不是我们的成员，但有意加入 NCUC，则可以先提出申请。我

们会将这些资料放在网站上，还有笔录和录音也会放上去，即使不是成

员，也可以访问。如果你正在考虑加入 NCUC，这是很好的。你可以先

提出申请，然后变成成员，就可以加入 NCUC 电子邮件清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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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的。好的，加入我们之后可以（听不清）。欢迎你们的加入，我

们可以一起讨论非商业问题。在 ICANN，我们致力于维护非商业用户的

利益。你在加入时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的，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或意见，本次网络研讨会可以结束了。非常感

谢大家的参与。非常高兴。如果你觉得本次网络研讨会有用，我们将继

续开展更多，让大家参与进来。非常感谢。 

 

玛丽安· 

巴科什： 谢谢大家...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