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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加速全球 ICT 创新，协助改善生活 

展会活动为政府、业界与中小企业之间开展对话、交流和说明观点，打造合作

伙伴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国际平台 

2015 年 10 月 15 日，布达佩斯 – 在一周的对话、讨论、交流和展示后，国际电联 2015 年世

界电信展今天在布达佩斯匈牙利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览活动共迎来了 129 个国家的

4 000 多名与会者，汇集了阵容庞大的最高层政府代表、来自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从知名企

业到中小企业（SME）和新近成立的创业公司的业界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高层代表、企业家、

企业加速器、孵化器和学术界，其中包括了世界各地 235 名 ICT 行业领导人。 

本届展览囊括了知名企业、各个国家及全球的中小企业。约 50 个国家、地区及其中小企业派团

参展，其中包括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比利时、博茨瓦纳、中国、吉布提、埃

及、德国、加纳、匈牙利、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韩国、马其顿、马拉维、毛里

求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

内加尔、南非、西班牙、瑞士、坦桑尼亚、泰国、突尼斯、乌干达、阿联酋、英国、美国和津

巴布韦。加蓬、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联手在展场开僻了“智慧非洲展区”。 

参展的全球顶级参展商和赞助商有：Airtel、阿里巴巴、ATDI、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爱立信、Etisalat Nigeria、GEW Technologies、富士、华为、英特尔、韩国电信、LS 

telcom、匈牙利电信、Microwave Vision Group、罗德与施瓦茨、Sonatel-Orange、TDIA、UPC

和中兴。 

匈牙利总统阿戴尔·亚诺什阁下和总理欧尔班·维克多阁下拨冗莅临了展览的开幕日活动。在

此之前，匈牙利邮政还发行了一张纪念国际电联成立 150 周年的特种纪念邮票。 

“本周我们举行了由匈牙利–国际电联 20 个创始成员国之一 – 承办的纪念国际电联成立 150 周

年活动。同时，国际电联还迈出了转向新的工作重点的第一步 – 为中小企业、各国政府和主要

行业参与方提供相互联系、交流观点、问题和经验并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国际舞台，”国际

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如此表示。“我们与这些利益攸关方一道，研讨了中小企业如何推动创新的

问题，在此方面，他们应对风险和迅速采取措施的能力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现在

这个平台可为中小企业、各国政府及知名 ICT 参与方相互启迪并结成新型伙伴关系扬帆助力，

在全球推广和交付创新型解决方案，改善生活。” 

“ICT 和电信在匈牙利的经济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今年承办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是我国

企业的一个大好机遇。创新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本次展览的成功举办使得匈牙利的创业公司和

相关企业更加紧密地连接到全球生态系统中。‘下一代活动日’即是这些才华横溢的未来专家

们惊人的展示，”匈牙利国家发展部部长 Miklós Seszták 阁下指出。 

聚焦全球创新  

加速创新，增强社会影响力的核心主题及中小企业如何推动这种创新贯穿于整个展览活动。 

共有 238 家展商出现在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的展位中。各国展团及世界著名技术品牌与全球各

地的创业公司和中小企业一起展示了他们的创新和天赋。 

“英特尔认为推动创新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的一项重要目标。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起点是价格

可承受的接入、积极利用技术和能力建设。因此，我们支持年轻发明家竞赛这样汇聚年轻发明

家并使他们有机会在本次活动的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才能的杰出理念和项目，”英特尔公司副

总裁兼政府关系和“世界齐步走”计划总经理 Gordon Graylish 做出上述表示。他是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活动一位重要的与会者兼讲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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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活动期间举办了韩国电信、GTI、中国移动、TDIA、日本 MIAC、华为、英特尔赞助的会

议，议题涵盖了 5G 应用、TD-LTE、物联网（IoT）的未来潜力、行业政策热点问题、发展趋势

和技术创新以及解决全球青年失业问题等各种不同的领域。 

多项安排和社交活动为参展方在一周内开展会晤、交流和联系活动提供机遇，其中包括开幕

式、领导人午宴、盛大欢迎招待会、由乌干达代表非洲国家举办的智慧非洲小组午餐讨论、尼

日利亚之夜、加蓬交流午餐及欧洲企业网结对活动。 

来自 21 个国家的 140 多家媒体进行了资格认证，以便更多地了解并采访各国领导人、企业家

和代表 ICT 界的行业领军人。新闻报导持续关注创新问题，阿根廷的 ARSAT 和 AFTIC 的太空卫

星项目即是一例。在本届展览期间，该项目的第二颗卫星进入 36 000 公里高的轨道，实现了重

大的阶段性目标。讲习班、鸡尾酒会和展场演示让身处展场的观众们流连忘返。 

“能与如此众多的同行们切磋，实属机会难得；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小企业，本届展览可使

我们深入了解同行们所取得的成果。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在这几天内竭尽所能地开展交流，

汲取经验和知识，”“个人视频”（Personal Video）公司的业务开发人 Maté Toth 如此表

示。该公司在本次活动中也有展示。 

智能 ICT 促进可持续发展 

由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引领的“智能ICT促进可持续发展”展区是展场的汇集中心之一，安排了

各种活动。在展馆的讲演区，每天均安排了介绍会，涉及遥控无人机与农业创新、电子卫生带

来健康幸福、“智慧城市”、移动技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电子商务如何需要灵

活、安全且用户友好的新型数字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等各种主题。在国家层面，爱沙尼亚介绍了

该国在电子政府领域取得的成功，说明了其政府内阁工作已实现了100%的数字化和无纸化，而

埃及则强调了该国利用ICT增强残疾人能力的工作。 

与此同时，该展区内保柏卫生保健集团、日本九州大学、格莱珉英特尔社会商业公司、

Inmarsat和Intervale等诸多利益攸关方设立的20多个简易展台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为观

展人员举办了多场共同创造会议，他们可借机深度参与有关利用ICT促可持续发展新理念的讨

论。 

领导者峰会和论坛 

62 个国家的 247 位讲演人参加了论坛和领导者峰会的全体会议、讲习班、高级圆桌会议和交流

会。来自政府领导人、业界、中小企业、企业家和创新者、各种举措、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的讲

演者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真正全球性的视角和观点。 

10 月 12 日，与领导者峰会同时启动的讨论聚集了一批阵容强大的演讲人，将探讨如何最快地

加速 ICT 创新，使世界上所有公民均能受益于数字经济，同时并肩努力，使数字创业精神成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由主要媒体举办的会议包括：欧洲新闻台 Jeremy Wilks 主持的领导者峰会开幕式以及英国广播

公司 Dan Simmons 主持的论坛全体会议“弥合创新鸿沟：加速器、孵化器及打造国家技术领军

人”。世界经济论坛（WEF）的 Alex Wong 主持了有关“连通最后一英里：遗留连通问题的创

新解决方案”的全体会议，WEF 也借此机会在展览期间举办了一次高级别会议。 

论坛的讨论涵盖了 5G、物联网、连通最后一英里、频谱优化使用、重新设计公共服务、复制

ICT 成功创业案例、大数据和信任等热点问题。展览期间的讨论也传遍了全球，839 个发帖人贴

出了 2255 条消息，影响力辐射了 800 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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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对话 

政府与初创公司、行业巨头与中小企业的对话成为本届电信展活动的亮点。这期间还召开专门

会议，便于各方相互结识，展开深入探讨。来自加纳、尼日利亚和中东的中小企业与部长和国

际组织围绕他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开垦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沃土等问题展开探讨。中小企业

与行业对话成为一个互动的交流平台，双方可以共同合作助力创新。 

企业与政府（B2G）对话以国际电联秘书长发起的致力于推动公共私营部门合作的新兴伙伴关

系倡议落下帷幕。跨国巨头、初创公司和中小企业就营造鼓励创新和私营企业的环境向政府决

策者进言献策，提出优先重点和要求。 

汇集来自世界各地代表的部长圆桌会议闭幕前表示赞同《布达佩斯行动倡议》，强调培养创新

和企业精神的重要性，并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运用创新解决方案和新技术，共同合作，弥合数

字差距，确保实现全球连通。 

年轻发明家竞赛 

年轻发明家竞赛优胜者们在一系列以加速创新为主题的实践性活动、讲习班和合作项目中展示

了他们的技术和理念，给人以启发和鼓舞。他们还参加了加速平台。这是专门为政府、行业和

中小企业组织的为期一天的对话活动，内容涉及获奖者能力培养、结交和切磋。 

2015 年年轻发明家竞赛获奖者 Random 创业公司首席执行官 Silvia Dusa 说：“在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学到的技能、结识的人士将会改变我的工作方式。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知道

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而通过这次活动我才了解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企业家的途径。我相信，

展会将给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年轻人带来更大的变化。” 

展会活动期间还宣布，年轻发明家计划今后还将包括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合作，运用技

术改善难民生活，与代表 SAP 大学联盟计划的 SAP 开展合作应对挑战等内容。 

下一代活动日 

在电信展闭幕日，国际电联会同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和国家发展部为大学生、年轻企业家

和 ICT 专业人员联合组织了题为下一代活动日的开放日活动。 

在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期间，年轻参观者在有关人员引领下参加介绍会、观看展览、

参与互动等一系列活动。匈牙利馆举办了各种活动，人头攒动，精彩纷呈，成为匈牙利杰出企

业家向国内外一展风采舞台。在讲习班区域，全球杰出青年社区（Global Shapers）和新兴市

场社会企业全球网（NESst）举办以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为主题的世界咖啡屋（World 

Café ）专题讨论会。移动和多媒体社群（MMCluster）在 HITS@ITU 馆组织一系列议题广泛形

式多样的讲习班。“市政厅会议”还专门邀请欧盟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事务专员纳夫拉奇赤•蒂

博尔（Tibor Navracsics）阁下发表主题演讲。 

首次颁发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创业精神奖 

电信展闭幕式终于迎来了人们翘首以盼的国际电联世界 2015 年电信展创业精神奖获奖名单的

发布。今年电信展活动推出创业精神奖，表彰在 ICT 服务社会中最具创新大有希望的中小企业

和举措，契合了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培育 ICT 中小企业和数字创业精神的宗旨。 

颁奖仪式上颁发的三个奖项分别是：由参展者通过 Event App 投票评选观众评选奖；表彰匈牙

利创新与才智的国家奖；以及由专家评委在展会中评选的最佳中小企业和举措的国际电联世界

电信展创业精神奖： 

今年的获奖者是： 

观众评选奖 

 SonicTier Inc. 

国家奖 

 Codie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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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waforce.com 

 Exuberant Group 

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创业精神奖 

 Dot Incorporation 

 IRIENCE 

 M-Shamba 

 Practech LLC 

 Totohealth 

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创业精神奖获奖者 Practech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Khalid Al Nasser 在获奖

感言中说，“定位自己，锲而不舍，终有回报，这个奖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知道已步入正轨，

我和我的团队对此甚感欣慰。我们认为对新观念和新观点持开放的态度十分重要，能够得到证

实使我们欣喜若狂。” 

最佳参展奖颁发给展会中的最佳中小企业和国家馆： 

 信息通信技术联邦管理局（AFTIC），阿根廷馆 

 Bethclip，阿塞拜疆馆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中国馆 

 Iroley Smart City，吉布提馆 

 Logiscoo，匈牙利展馆 

 GyanSetu – 远程信息技术开发中心，印度馆  

 日本电池再生有限公司，日本馆 

 东陶洁具，肯尼亚馆 

 Irience，韩国馆 

 Padoko Technologies，马拉维馆 

 Cooltoon Ltd，卢旺达馆 

 The Centennial Fund，沙特馆 

 Jokko$ante，塞内加尔馆 

 Carl TV project /DBTI，坦桑尼亚馆 

 Jaguza Livestock App，乌干达馆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 Péter Szijjártó 阁下、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合

作部长 István Mikola 阁下和国家发展部信息通信和消费者保护部长 Ákos Kara 先生阁下出席闭

幕式的颁奖仪式。 

移动促发展（m-powering）与可持续智慧发展模式 

作为国际电联2015年世界电信展的组成部分，在10月11日开展前夕举行了第三届移动促发展和

可持续智慧发展模式（SSDM）计划*顾问委员会会议。顾问委员会审议了去年SSDM任务组和m-

Powering工作组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宣传工作、全球对话、创新和资源筹措。委员会还讨论

了未来活动，核心是移动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强ICT促发展（ICT4D）与ICT在灾害管理中

的作用（ICT4DM）之间的联系。会议标志着顾问委员会第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新委员的构成将

很快公布。  

http://www.itu.int/en/ITU-D/Initiatives/m-Powering/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Initiatives/SSDM/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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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 2015 年电信展一览 

 129 个国家总共 4,000 多位参观者 

 239 位领导人 

 62 个国家 247 位演讲嘉宾 

 21 个国家 142 个认证媒体 

 54 个国家 238 个参展商 

 23 个国家展团 

 49 个伙伴和赞助方 

 
 
 

* 编者注： 

移动促发展（m-Powering）举措旨在开发资源，制定行动计划，包括移动卫生（m-Health），

移动学习（m-Learning），移动治理（m-Governance）乃至移动商务和移动体育。可持续智

慧发展模式计划（SSDM）力求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和灾害管理，从而改善世界人民的生

活。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媒体协调员 
Lucy George 

手机：+36 70 683 1434 

电子邮件：lucy.george@itu.int 

国际电联 2015 年世界电信展媒体协调员 
Alfons Pich 

手机：+36 70 683 1454 

电子邮件：alfons.pich@itu.int 

媒体关系和对外宣传处主任 
Sarah Parkes 

电话：+41 22 730 6135 

手机：+41 79 599 1439 

当地手机：+36 70 683 1433 

电子邮件：sarah.parkes@itu.int 

 

跟踪进展                 

国际电联简介 

国际电联是联合国负责信息通信技术（ICT）事务的主导机构，与 193 个成员国和来自 700 多

家私营部门实体和学术机构的成员一道，推进 ICT 领域的创新。国际电联成立于 1865 年，作为

负责协调无线电频谱全球共享使用、积极推进卫星轨道分配中的国际合作、努力改善发展中国

家的通信基础设施并制定确保全球种类繁多的通信系统实现无缝互连的标准的政府间组织，国

际电联于 2015 年庆祝 150 周年华诞。国际电联开展宽带网络、尖端无线技术、航空和水上导

航、射电天文学、海洋监测和基于卫星的地球监测以及日益融合的固定—移动电话、互联网和

广播技术等领域的工作，图连通世界之大业。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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