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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5 年将迎来国际电联 150 周年华诞 

2015 年 5 月 17 日，国际电联将庆祝 150 周年华诞，纪念

首项《国际电报公约》的签署及国际电报联盟的创建。自

1865 年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国际电信联盟（ITU）一直处于

通信进步的中心 — 从电报的出现直到以卫星、移动电话和互

联网为标志的现代世界。 

在有文字可考的人类历史长河中，150 年只是简短的一瞬

间。然而对于人类进步和发现而言，这 150 年却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过去 150 年中最为显著的进步体现在人与人之间

通信的速度和种类均呈现出惊人的增长。  

首先是电报和电话的发明，之后有了无线电和电视，继

而推出了卫星通信和互联网 — 这预示着在过去的 20 年中即将

出现连接无所不在的崭新世纪。现已很难想像 1865 年时人们

是如何相互交流的 – 那时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即

时通讯或短信，甚至电报也不是个人使用的。因此当时最为

普遍的远距离通信方式就是乘马或利用船只传递信件。过去

150 年中科技的指数式增长令人神往—而这正是国际电联成长史的一部分。 

国际电联的成长史是一部在各国政府、私营公司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国际合作的发展史。我

们需继续完成的使命是：为整合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提供最佳实际方案并实现人人受益。 

2015 年将是我们同包括各国政府、私营公司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在内的所有成员举天同庆的一年。 

庆祝活动的主题、目标和重要日期 

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主题将为国际电联理事会 2014 年会议所决定的主题：“电信与信息通

信技术：创新的驱动力”。该主题亦将是 2015 年 5 月 17 日举办的 2015 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WTISD）

的主题以及国际电联组织的所有庆祝活动的主题。总体而言，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将提供以下各

方面的机遇： 

 凸显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史及国际电联成员所取得的成就。庆祝活动的目的在于纪念电信和信息通

信技术（ICT）在推进创新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贡献，同时突出国际电联和国际电联成

员在此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参加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 

作为伙伴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活动，或

通过在贵国或贵区域组织活动来积极参与。  

欲了解如何参与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进

一步信息，请联系 itu150@itu.int。 

http://www.itu150.org/
mailto:itu150@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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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人人共享的美好数字未来。庆祝活动将面向未来，亦为共享有关 ICT 行业未来的观点、看法提

供机遇，同时确定仍须研究解决的主要挑战，以普及 ICT 获取，全面实现数字包容性。 

 强化协作。通过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我们还希望使全世界更加了解国际电联所开展的工

作，继续推进创新和所有人均可获取的技术，同时强化 ICT 生态系统中所有各方之间的关系，其中

包括公共管理、私营部门公司、企业家、非赢利机构以及生活在我们星球上的 60 亿人民。 

 与整个 ICT行业 – 同庆祝。诚邀广大国际电联成员（其中包括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

成员和学术成员）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各自将组织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庆祝活动中

采用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主题，并与国际电联秘书处联系，以得到内容支持或在国际电

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主要网站上介绍这些活动。 

庆祝活动的重要日期 

 

如何参与 

成为庆祝活动的伙伴，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

的重大活动，或通过在贵国或贵区域组织活动来积

极参与。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

员以及个人代表及其它支持者可采用各种途径为

150 周年庆祝活动做出贡献。 

 在国际电联总部展示贵方所取得的成就 

 在贵国组织 150 周年庆祝活动 

 通过捐款来支持国际电联的庆祝活动 

 赞助具体的 150 周年庆祝活动举措 

 

2014年10月20日 - 11月7日

•在2014年全权代表大会上正式
启动国际电联150周年庆祝活动

2015年1月1日

•国际电联150周年庆
祝活动开始

2015年5月17日

•首项《国际电报公约》150周年纪念日、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WTISD）

2015年12月31日

•国际电联150周年庆
祝活动结束

成为国际电联 150 周年 

庆祝活动伙伴 

鼓励国际电联成员成为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伙伴。 

通过 itu150@itu.int 联系我们，了

解您可如何受益。 

 

http://www.itu150.org/
mailto:itu150@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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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方可以组织哪类活动？ 

 

国际电联将如何支持各国举办的庆祝活动？ 

国际电联秘书处将做好准备，为各国组织的庆祝活动提供支持。国际电联的支持将包括： 

 提供内容支持。为宣传国际电联史并向研究人员、国际电联职员以及国际电联代表提供独特的国

际电联历史纪录，国际电联图书馆和档案室近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数字化程序。该程序的目的在

于组织、分档、数字化和公布筛选出的历史文件。这些数字化历史文选将在国际电联历史门户网

站上提供：www.itu.int/history。除此之外，还将制作更多的直接与周年庆祝活动相关的内容。 

 提供视觉系统设计（简称 VI）。使用国际电联 150 周年视觉系统设计将突出体现贵方的庆祝活动

是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请联系国际电联 150 周年团队，他们将向贵方提供一整

套有关如何使用国际电联 150 周年视觉系统的详尽导则，并提供该 VI 如何在其他国家庆祝活动中

使用的示例。这样，贵方既可提高知名度，亦可得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请贵方参加社会媒体互动：在全球对话中反映贵方的观点。将使用一系列社会媒体账户来启动侧

重电信史和电信未来的全球性讨论。请联系我们，以了解如何将贵方观点反映到全球性讨论中。

官方账户将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使用 Facebook、Twitter、Google+、Tumblr 及其它社会媒体渠道。 

 提高贵方的知名度。自 2014 年 10 月开始，www.itu150.int 专用门户网站将成为在线存放国际电联

150周年相关庆祝活动资料之处。请联系我们，以宣传贵方的活动并与整个信息通信界分享贵国的

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 

在组织和展示各国庆祝活动时，国际电联 150 周年指定伙伴将受益多多。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tu150@itu.int。 

国家层面的活动

•开展有关ICT未来的国家层面对话

•与学术界、研究中心、业界、企业家举办专题研讨会和/或技
术活动

•举办系列网络研讨会

国家层面的活动

•开展有关ICT未来的国家层面对话

•与学术界、研究中心、业界、企业家举办专题研讨会和/或技
术活动

•举办系列网络研讨会

出版物与宣传

•出版有关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为电信发展做出贡献的相关人物和
里程碑的图书

•发表有关ICT行业未来的系列技术论文

•发行邮票、海报、传单及其它一般性宣传纪念资料

出版物与宣传

•出版有关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为电信发展做出贡献的相关人物和
里程碑的图书

•发表有关ICT行业未来的系列技术论文

•发行邮票、海报、传单及其它一般性宣传纪念资料

国家项目和举措

•开展将ICT推广到学校、医院、农村地区的国家级举措

•推出得到国际电联150周年启发的新的ICT相关公共服务

•开展“使未连接者连接起来”、提高数字素养的活动，宣传数字
包容性

国家项目和举措

•开展将ICT推广到学校、医院、农村地区的国家级举措

•推出得到国际电联150周年启发的新的ICT相关公共服务

•开展“使未连接者连接起来”、提高数字素养的活动，宣传数字
包容性

向各种活动提供支持！

•与我们分享贵方组织的国际电联150周年庆祝活动，提高相关
知名度，而且我们还可向贵方提供内容支持！

向各种活动提供支持！

•与我们分享贵方组织的国际电联150周年庆祝活动，提高相关
知名度，而且我们还可向贵方提供内容支持！

http://www.itu150.org/
http://www.itu.int/history
http://www.itu150.int/
mailto:itu150@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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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日期！将在 PP-14 上启动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 

（包括各国庆祝活动初步概览在内的）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官方日程将在 2014 年国际电联全

权代表大会（PP-14）上推出。每四年召开一届的该大会确定国际电联的使命、愿景和未来的工作领域。

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将出席该大会，大会将为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启动提供全球平台，

同时展示各方对纪念活动的参与。请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与这一全球行动： 

赞助方  请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之前确认向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典捐款的

意愿 

各国的庆祝活动  请在 2014 年 10 月 10 日之前向 www.itu150.org 提交贵方举措，

确认贵方将组织的国际电联 150 周年庆祝活动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tu150.org 或发邮件给 itu150@itu.int， 

联系国际电联秘书处。 

 

 

 

 

http://www.itu150.org/
http://www.itu150.org/
http://www.itu150.org/
mailto:itu150@itu.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