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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2015 年全球青年峰会使用的方法 

回答问题：由青年发布面向青年的众包政策声明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跨越 2015 年（BYND2015）声明？ 

超越 2015 年峰会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发布一项简短的政策声明，囊括全球青年界所确定的重要问

题和建议，即一项由青年发布的面向青年的政策声明。 

如何完成这项工作? – 方法 

自 2013 年 7 月中至 9 月 11 日，通过专门设立的众包平台和社交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在线推广(仅

通过 Twitter 就推广至 4 百万人)。青年人参与确定了重要问题并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建议。 

与峰会一致，这项工作的重点是如何使用技术改变世界并推动 2015 年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

如何使年轻人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多影响。该方法的重要支柱是提高年轻人的能力并通过广泛的社

区接触实现由社区驱动的内容的产生。 

为打造一个真正的全球青年峰会，在上述时间内已实施了若干方法。这些不同而互补的方法旨

在尽可能鼓励、促进并使更多的年轻人献计献策，使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得到倾听。以此为目标的峰

会将成为真正具有数字包容性的会议，消除影响世界各地尚未相互连接人群的障碍。 

我们如何跟进在线讨论？ 

BYND2015 的主要“社区”在线中心是由国际电联开发的众包平台。该平台是围绕六月中现场讲

习班和“世纪讨论”（http://ideas.itu.int/）所确定的挑战建立的，迄今为止，中心已有 2500 个注册

用户，提交了约 1000 条别具一格的主张（针对所确定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由此吸引青年界投票 

13200 张。 

除此之外，还有 Google+上的 BYND2015 社区网页。通过该网页，青年界可在峰会之前、期间和

之后按照兴趣开发内容并促进对话的开展。该社区异常活跃，定期刊载博文并就问题展开讨论，社

区网页已成为除众包平台外的又一个讨论空间。 

除 Google+以外，我们还活跃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如 Twitter、Facebook 和 Weibo 等。使用

#BYND2015#标签，我们将跟进和衡量对话，以确定辩论的内容以及最受欢迎的议题。我们和名为

Ripple 的社交媒体智能公司共同衡量、表现并反映在线活动，对趋势进行系统化跟踪并将结果综合为

最终输出成果。 

如何进行场外参与？ 

远程中心： 

为与那些可能非在线人群进接触和连接，我们实施了所谓远程参与“中心”（hub）。按字面理

解，中心是可用来围绕一个共同缘由汇聚人和观点的物理场所。要有可能，中心应提供一个相互启

发的环境和快速的网络连接， 以便通达哥斯达黎加。 

中心在很多方面都是全球青年峰会的亮点之一。将通常无法得到连接的青年人连接起来，中心

实现了数字包容行动。青年人的心声得到聆听并有助于成果的形成。 

中心还将显示出提高青年能力的结果 – 我们为年轻人提供了开展自己活动的平台和工具，活动

成果将反馈到在线众包平台，将物理和虚拟参与完美地结合起来。各项活动完全由青年组织和进行，

无需国际电联出面。青年人努力掌握机遇并联合和调动其伙伴共同参与，从而有所成就。 

http://ideas.itu.int/
https://plus.google.com/u/0/communities/101860858149749340788
https://twitter.com/search?q=%23BYND2015&mode=relevance&src=ty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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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作用包括： 

– 协助调动众包活动的输入。 

– 提名领导进程输入工作的青年专家。 

– 收集您所在地区年轻人有关未来设想的意见。 

– 有助于您的主题领域内的在线讨论。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 31 个不同国家设立了 43 个中心，因而有必要更加经常地会面并组织中心

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大型会议），从而克服日益增多的时区差异以及个人时间安排和工作的不同。 

对于希望开始或创建中心的人们，我们的想法言简意赅：你所需要的是一群致力于 ICT 的有志青

年以及一个具有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场所。我们相信，国际电联青年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将全力支持这

些中心并回答任何问题或询问。 

整个进程的起点是作为社区主要推广和参与机制的青年顾问委员会。同时，鼓励利用中心，采

用本地方言而不是传统的联合国语言进行对话至关重要。开始，委员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以讨

论中心可能发现和遇到的主要问题。 

委员会的宗旨是确定并调集可推动各自区域在线对话并促进中心发展的各国家、区域和组织联

系人。通过该网络，我们得以将社区活动推广至活跃的有志青年群体以推动对话。 

青年顾问委员会的作用和责任细分如下： 

– 鼓励并推动众包活动； 

– 调动各中心参加峰会（使用本地语言）； 

– 宣传并记录要点，以便在峰会成果中做出报告； 

– 向顾问组会议汇报 

此外，通过与 Telecentre.org 合作，我们在世界 XXXX 个国家又建立了 XXXX 远程中心。值得一提

的是，很多中心参与者通常不能得到正常连接。国际电联中心可以使那些无法亲身到哥斯达黎加参

加会议的人们直接上网参加活动并亲自见证哥斯达黎加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通过与之并行的中心

会议现场发表重要主张。 

Crowdicity： 

Crowdicity 平台的目的是针对全球青年论坛关注的每个主题提出主张； 

– 奔向未来 

– 保护环境 

– 注重健康 

– 明智而安全 

– 改变世界 

每个主题都向人们提出的两个问题或疑问，希望人们能够就此提出主张或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

方案。从多个角度来看，该平台不仅能够生成主张，而且本身就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在线中心。

目前，我们已收集了来自 2500 个青年人的 1000 多项主张。之后，青年界通过表决和评定产生最佳

想法。青年们正在努力开展这项工作，[评定+表决]约达 25000 项。 



3 

C:\Users\vepa\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Outlook\X4OR6H1N\350082C.docx (350082) 10.09.13
 10.09.13 

这意味着，我们将就影响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1.这为峰会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并将

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聚集一堂，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团结一心，彰显未来将 ICT 造福于社会并使所

有人从中受益的必要性。 

为确保这些主张毫无遗漏地得到跟进，各主题都分配了一位主持人，负责跟进和主持所公布的

内容，从而显示出这些有利于所有人的主张的原汁原味和力量所在，将包含自我推销或与主张平台

不相关的一句式声明清除出去。 

众包平台的目的包括： 

1 显示“ICT/宽带促发展”（#ict4d）在联合国跨越 2015 年发展框架（#post2015）中的 

意义，通过哥斯达黎加总统向 9 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提交众包声明。 

2 建立青年宣传员社区，为 ICT 在联合国 2015 年后议程中发挥的作用呐喊助威，鼓舞他人加入

行列并对行业中的未来人才提供辅导。我们目前建设的这个社区可在峰会结束后长期存在，让未来

的举措从中受益并与青年界就 ICT 问题广泛接触。 

3 不将接入视为天经地义，因此努力将那些尚未连接的人群囊括在内。通过积极推进并创建世界

各地的十几个脱机中心并侧重于那些尚未连接的人群，将其主张和建议反馈至在线平台，我们确保

对话不仅只在具有接入权的人群之间进行，同时，没有得到数字包容的人群的重要心声也将得到全

面整合。 

  

                                                           
1
 另一份洞察青年人截至 2013 年 9 月 3 日通过众包平台提出的想法和建议的文件已编制完成。请注意，

有关磋商正在进行中，因此，该文件仅为临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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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初期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征求日内瓦的青年人就各项挑战以原始形式所反馈的意见。根据反馈意见，我们或者

继续沿用现有的挑战，或者视需要对其进行修正。第一阶段持续至 7 月 24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顾问委员会的 

内部试验 

第一阶段： 

有关挑战的反馈

（2周） 

 第二阶段： 

解决方案/主张 

（六周半） 

第三阶段： 

民意调查和定稿 

（三天） 

2013年7月3日：

第1次BYND峰会

顾问组会议 

2013年7月10日：

众包对外公布 

2013年7月24日： 

第一阶段结束 

  2013年9月9日： 

BYND峰会在哥斯

达黎加召开 

2013年7月15日： 

开始提供众包 

工具包 

2013年7月18日：

第三届科菲安南 

对话民主与选举 

8月（日期待定）：

移动应用启动 

8月（日期待定）： 

与联合国秘书长的 

特别代表Ahmed 

Alhendawi对话 

2013年9月23日：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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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中，青年关注者将以解决方案或主张的形式为各项挑战提供输入。其他用户也可进行

评论，并投票支持或反对某个特定的主张，使得受大众欢迎的解决方案和主张能脱颖而出并协助过

滤优先重点。由此，解决方案将变得更有集中性并最终作为基础准备工作进入峰会，等待进一步的

审查。峰会期间，随着讲习班和专题会议致力于解决在线青年人确定的重点问题，这些主张将与新

的主张碰撞。将通过远程会议连接中心和远程站点，提供本地化的输入。 

经过初步磋商，决定在该进程中增加一个阶段，对进程的研究显示，很多青年人面对同样的问

题和困境，因此应增加“集中”阶段，促成年轻人之间的合作，以便充实想法并寻求其他面临相同

问题的年轻人提供解决方案。 

第四阶段将进行民意调查和最终定稿，该阶段横跨超越 2015 年峰会的整个三天会期。在本环节

中，现场与会者将主导解决方案/重点事项的定稿和民意调查，并最终反映在峰会成果中。峰会参与

者将积极参与筹备进程并负责在其社区中进行推广，以形成反馈和参与。因此，当他们抵达峰会时，

其家乡的网络已经动员并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这三天中，涵盖之前数周的众包活动将包装成

言简意赅的声明，提交联合国大会。 

随着新阶段的加入和时间的推移，新图形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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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凸显全球青年论坛的根本性质。作为由社区驱动的不断进展的全新项目在需要灵活性的同

时，还需要大量的接触和引导，以确保声明中没有重大遗漏。 

活动期间的现场情况如何？ 

BYND2015 在线与会者将密切跟进我们在峰会中的辩论。通过确定讨论范围，使引领的对话主体

鲜明，成为哥斯达黎加峰会的输入，确保在线活动得到现场的分享并反馈至各讲习班、各场讨论和

编程马拉松。现场参会人员还将就他们所认同的最佳解决方案予以表决。此外，这些内容将通过

Google+反馈至在线社区，从而使我们不断衡量并进一步完善数据，确保对最终成果进行准确的概括。 

在现场活动中，将有一场启动青年峰会的开幕式，由高层演讲人和特邀佳宾开展的专题讨论会

将为会议设定主要的探讨问题。这些开幕专题讨论会将提供联合国 6 种正式语文。 

每天将通过时间分配确保涉及各个主题，包括全球编程马拉松。形式上一般采用讲习班和分组

讨论，类似于最初的 BYND2015 讨论会。本次会议将组建更小规模的小组，分头工作，以便积极参

与圆桌讨论和磋商。 

在分组讨论期间，各场会议引导者和主持人可以走访各组以便了解情况。这不仅会使与会者有

机会讨论所建议的主张，还能有机会与那些已经和正在成功利用 ICT 完善自己的人们相互切磋。 

每场会议结束后，将通过互动方式予以总结，如果说开幕专题讨论侧重于高层专题演讲者和应

邀专家，总结会议将突出自讲习班的青年，由他们作为报告人简要介绍之前小组讨论的主要成果。

此外，这些互动式的总结会议还会为参与最积极的远程中心分配时段。 

编程马拉松采用的形式略有不同。然而，通过 24 小时的高密度进程将充分体现全球青年论坛的

精神，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将相互协作，本着同一目标齐心协力同时开展多项活动，以便开发造福

所有人的公益应用。 

如何拟定该声明？ 

国际电联#BYND2015 团队将在现场密切协调，确保通过广泛在线和脱机讨论以及各种会议产生

的社区内容的各项元素得到全面考虑和整合。这项工作将通过深度在线量度软件得到支持和加强。

青年顾问委员会负责拟定准确把握工作重心和问题以及所提出的建议和解决方案的简短书面声明。 

八月 九月 

  峰会成果声明： 

“因此，ICT对于我们这一代至关

重要，作为世界领导人，这些是你

们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般性输入（第二阶段）： 

“ICT如何帮助改变世界？” 

重点输入（第三阶段）： 

“如何实现这些主张？存在哪

些障碍？” 

峰会期间对成果的 

民意调查和定稿（第四阶段） 

2013年8月14日 

还有四周 

2013年9月2日 

还有一周 

BYND2015峰会： 

2013年9月9日-2013年9月11日 

输出成果（第二阶段）： 

“我们认为ICT应这样使用。” 

输出成果（第三阶段）： 

“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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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后，将在声明的基础上拟定更加全面的文件，以便提交 2013 年 9 月底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该文件将包含在线度量的全面概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社区贡献，概括方法并列举未来步骤，

还将制作多媒体视频，以在线参与之前制作的宣传视频相同的风格和格调配合这项活动。 

我们如何表明提交的声明准确代表成千上万青年的辩论结果？ 

智力（国际电联核心博客团队和社交媒体人员、BYND2015 青年顾问委员会和中心领导人等）和

深层量度软件的结合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希望准确捕捉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和众包平台以多种方式展

现的关键数据、关键词和关键对话。此外，我们将各中心领导者将其有关众包平台的会议和讨论重

点公布出来，确保其全面性和完整性。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各现场会议每天结束前都有一位年轻人

报告各场会议和讲习班情况，精选并收集可纳入声明的要点并反馈给负责编写整体政策声明的团队。 

参考三个主要方面（众包[包括中心活动]、社交媒体对话和峰会活动）将使我们的成果在多个方

面和最大程度上保持准确性。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