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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GSR）
是监管机构汇聚一堂的场所，自2000
年起此平台便用于讨论政策和监管方
面的挑战、机遇和最佳做法。如今，
电信业及其周边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演
变，信息通信技术（ICT）正为其它
行业其带来巨大价值，与这些行业开
展包容性对话、合作与协作的必要性
与日俱增。GSR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平
台，我们能够借此开展包容性对话，
为ICT促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 
布哈伊马∙萨努

GSR为国际电联部门成员参与互动讨
论并确定砥砺前行的最佳做法构建了
平台，并在会前和会间利用平板电脑
或智能手机通过在线互联网社交平台
提供独特的社交机会约会见面。



本届专题研讨会由国际电信联盟（ITU）与巴哈马政府协作举办。会议将在巴哈马亚特
兰蒂斯天堂岛召开并由巴哈马公用事业监管和竞争局（URCA）主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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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五代ICT监管已经成

熟，释放利益攸关方协作的潜能从

而为创新和投资打造有利环境成

为关键所在。数字连通世界中的生

活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新机

遇，也带来更高的期许。就建设未

来智慧社会而言，确保全球所有公

民知情、互动且安全的方式享受数

字世界的实惠愈发势在必行。在制

定GSR-17议程时已顾及GSR-16

期间及之后收到的输入意见。

今年的数字金融包容性全球对

话将聚焦于数字金融服务的安全

性，于2017年7月11日与合作伙伴

共同组织一场会前主题会议。

“凭请柬出席”的区域性监管

协会闭门会议和私营部门首席监管

官闭门会议将于2017年7月12日上

午召开。

对GSR-17的设计围绕着“生

活在充满数字机遇的世界”的主

题，并已确定召开过个会议，方便

监管机构就打造充满机遇世界的方

式交流看法，同时通过协作式监管

营造一个有利的监管环境，为明天

塑造一个值得信赖的数字世界。此

外，还将召开有关主要电信发展局

项目、计划和举措的情况通报会。

目前国际电联正在为讨论制定

框架、筹措资源，相关内容将在

GSR17网站提供。

这些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资源包括：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有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供价格可承受的ICT接入的系列报告；国际移动漫游全球战略导则；服务质
量（QoS）监管手册、打假研究、2017年ICT监管展望报告、ICT监管跟踪工具、
有关APP经济的政策与监管方面以及有关数字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GSR讨论
文件。



08:00 – 09:00 注册

09:00 – 09:30     开幕致辞

09:30 – 09:45 网络攻击：背景阐述

09:45 – 10:15 茶歇

10:15 – 12:00 保护电子交易的技术
本节会议将探讨...

yy 区块链：什么是区块链，区块链的工作方式
yy 人工智能：对数字金融服务的影响
yy 移动设备和数字金融平台的安全性：监管机构需要了解的信息
yy 网络威胁情报：协作平台的益处
yy 认证：如何确定移动用户的身份

12:00 – 14:00 午餐

14:00 – 14:15 网络攻击仿真

14:15 – 15:15 确保数字金融服务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信性：集体责任？ 
本节会议将探讨...

yy 关键问题：数字金融服务最大的安全风险是什么，如何才能取得并保持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信任
yy 职责：需要运营商、支付平台、服务提供商和监管机构采取哪些措施？
yy 教育和提高认识：由谁负责？y
yy 其它关键基础设施行业：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yy 协作的方法：这是解决之道吗？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能走多远？

15:15 – 15:45 茶歇

15:45 – 17:00 网络攻击的解决方案 
请全体代表观看高水平仿真

数字金融包容性全
球对话： 数字金
融服务（DFS）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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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 09:00 注册

09:00 – 12:00 会前会议

凭请柬出席 开幕

首席监管官（CRO）会议 交流的机会

监管协会（RA）会议 情况通报会/展览

12:00 – 14:00 午餐

 会前会议 
（上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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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星
期

三
）



7月
12

日
（

星
期

三
）

14:00 – 15:00 GSR开幕式

15:00 – 15:15 茶歇/合影机会

15:15 – 17:00 领导者辩论会 —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算法和机器人：数字变革的驱动要素
此高级别辩论会将探讨...y

yy 数字变革与智慧社会：机器将取代人类？

yy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如何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

yy 数字变革与智慧社会将产生哪些社会和经济影响？

yy 为保持数字变革经久不衰需要制定哪些政策和法规？利用集体智慧，开发协作式手段？

yy 数字变革是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提？

 GSR 
（下午）



主题1 信赖数字世界

09:00 – 10:30 第1节会议：数字生态系统内的协作式监管：新的监管观念 
本节会议将探讨...

yy 数字连通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如何预测人工智能（AI）和数字化带来的影响？

yy y监管观念的转变：连通的数字化世界中的协作式监管、信任和隐私。释放智慧社会潜能的监管方法。

yy y哪些政策正在打造生态系统和数字经济？是否有意将监管作为下一步？

10:30 – 10:45 茶歇 

10:45 – 12:00 第2节会议：数字服务的网络和设备的可靠性 

本节会议将探讨...

yy 需要哪些政策和监管措施来保持对网络的信心及网络的可靠性？

yy 技术方案能否强化人们对网络的信心并增强网络的可靠性？

yy 监管机构如何做方能确保在数字环境下提供高质量的通信服务？是否有必要重新考虑确保QoS的方法？目
前有哪些执行QoS的监管工具？y

yy 假冒伪劣问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在网络中部署假冒伪劣的硬件/软件？假冒伪劣设备会给消费者
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什么影响？如何加强所涉机构间的协作？

12:00 – 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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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 创建充满机遇的世界

14:00 – 15:30 第3节会议：在协作式经济中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ICT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ICT的工具 —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的工具包 

本节会议将探讨...

yy 连通性和价格可承受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yy 促进接入和增加商机的激励手段y—y普遍服务的未来如何？

yy 国际互连互通与数字基础设施y—y如何再增加十亿人口连网、再增加万亿实物连网？

15:30 – 15:45 茶歇

15:45 – 17:00 第4节会议：在数字世界漫游
国际移动漫游（IMR）的战略导则

本节会议将探讨...

yy 国际移动漫游的全球战略导则

yy y在5G、物联网（IoT）、云和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漫游

y oy 下一步是什么？从话音到数据再到实物以及在线业务提供商（OSP）

y oy 物联网环境下的漫游问题，在此情况下实物在跨境移动



7月
14

日
（

星
期

五
）

09:45 – 12:00 监管机构会议 业界会议
09:45-10:15 GSR17最佳做法导则：讨论

及通过
业界领导者辩论

10:15-10:30 茶歇

10:30-12:00 基于证据的决策：监管机构的
工具

yy y监管展望报告

yy yICT监管跟踪工具：跟踪
监管的演进

业界领导者辩论

12:00 – 14:00 午餐

14:00 – 14:45 结束的讨论：  

yy 介绍GSR-17最佳做法导则

yy 会前研讨会摘要

yy 介绍首席监管官会议和监管协会会议的报告

14:45 – 15:00 茶歇

15:00 – 16:00 前进道路及闭幕式
yy 精彩视频

G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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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Ry2017年7月y
www.itu.int/gsr17

http://www.itu.int/zh/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7/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