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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大会号召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加强国际合作 
全权代表大会批准扩大国际电联的职责范围 

2006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安塔利亚 — 国际电联第 17 届全权代表大会于星期五傍晚闭幕，大会规划的路

线图为国际电联的未来发展指明了航向。作为电信和尖端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最负盛名的国际机构，国

际电联在弥合数字鸿沟以及确保全球通信网络的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会对国际电联的这一作用表

示认可，并再次强调应落实国际电联组织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的输出成果。 

大会选举的国际电联新一届领导班子将成为这一具有 141 年历史的组织的新任掌舵者。新任秘书长为来自马里

的哈玛德·图尔（Hamadoun I. Touré）博士，他将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协同其他选任官员正式就任。 

大会在俯瞰地中海的托罗斯（Taurus）山麓召开，自 11 月 6 日至 24 日共召开三周，会址为 Sungate 海港皇家

酒店（Sungate Port Royal Hotel）的 Vega 会议中心，主席为土耳其卓富经验的 Tanju Çataltepe 博士。

Çataltepe 先生表示：“电信和 ICT 环境正处于迅速变革中，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注意到此变革过程中取得的

诸多发展，而此类发展将对国际电联产生重要影响。大会为国际电联确定了指导原则。作为 ICT 领域最负盛名

的政府间组织，国际电联应促进电信和 ICT 网络的可持续发展，以便让各地区的人民都能参与到新兴的信息社

会中来，并从其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中获益。”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Çataltepe 先生表示，国际电联已经为迎接

未来挑战做好了准备，在落实（WSIS）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方面更是如此。 

土耳其首相 Recep Tayyip Erdoğan 先生阁下宣布大会开幕。 

展望未来 

来自 164 个国家的 2000 多名代表出席了全权代表大会，这其中包括一百多位部长。全权代表大会是国际电联

的最高机构，每四年召开一次会议，旨在为国际电联未来的工作提供支持。本届大会重点讨论了以下关键问

题： 

 国际电联在落实 WSIS 成果和各行动方面中的作用 
 成员之间应在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如国际化域名问题）上加强合作，以

便在互联网大家庭中及政府间程序内搭建桥梁 
 研究有利于国际电联邀请利益相关方协同工作的方式 
 推动遵守 WSIS 目标以及《2006 年多哈行动计划》的电信/ICT 发展，同时强调为发展中

国家以及减灾、防灾和赈灾工作提供援助 
 按照 WSIS 行动方面 C5，发起可让所有用户获益的网络安全合作项目 
 在 2009 年举办一次世界电信政策论坛，以研究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如互操

作性与融合问题 
 在 2012 年组织召开一届世界国际电信大会（WCIT），以审议作为国际通信管理条约的

《国际电信规则》（ITR） 
 在发展中国家部署下一代网络（NGN） 
 世界电信展活动的轮流举办 

全权代表大会为指导国际电联的未来工作达成了一项战略规划，并就 2008-2011 四年期的财务指标做出了决

定。大会审议了若干旨在减少开支的方案，其中包括对当前工作予以更充分协调的方案。大会审议了上届即

2002 年马拉喀什全权代表大会推出的“基于结果的预算”程序，并将其作为一个起点在国际电联的下一步改革

工作中推出“基于结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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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决定包括： 

 强化国际电联的项目执行职能，其中应考虑到有特殊需要的国家，以体现在发展项目和

商业项目中出现的新趋势 
 按照早前在 2006 年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上（WTDC-06）制定的《多哈行动计划》的要

求，针对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提出的特别措施 
 在国际电联的各项工作计划中特别述及转型中的经济体 
 关于卫星网络申报以及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欠款账目的成本回收措施 
 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作用，以便增进国际电联各类项目和活动的效果 
 WTDC-06 通过的二十五项重要区域性举措，其中包括落实针对“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NEPAD）的 ICT 项目以及基于《基多行动计划》的美洲连通性议程 

 推动在国际电联的工作中平等使用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

和西班牙文），为此需要统一定义和术语数据库 
 国际电联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应对培训和能力建设给予重视 
 按照 WSIS 建议的要求，在每年 5 月 17 日庆祝联合国大会 2006 年 3 月批准设立的“世界

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研究国际电联的管理结构，以增进效率 
 在 2010 年召开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 

随着包含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修正案的《最后文件》的签署，全权代表大会落下了帷幕。 

转折点 

即将离任的内海善雄秘书长对其八年任期内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并表示他所留下的宝贵财富将为国际电联在

未来加强其作用铺平道路。内海表示：“我已抵达漫长征途的尾声，尽管这一征途崎岖不平，但国际电联仍达

到了成就的巅峰。在此期间，世界（电信）网络新增用户超过二十亿人，且其中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移动电话，

而上网用户亦达到 8 亿多人。国际电联预见并帮助实现了这一变革，并为此专门划分了频谱以及开发了互操作

性标准。国际电联目前仍处于技术变革的风口浪尖，而电信现已处于全球 ICT 业务的核心。全球电信业务的市

值达数万亿美元，在全球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超过 7%。”  

新当选的国际电联秘书长哈玛德·图尔（Hamadoun Touré）博士表示：“全权代表大会已成功叩开多扇大门，

这使我们得以加强国际电联的工作，并重申其作为电信和 ICT 领域联合国领导机构的职责。我所期待的挑战包

括促进产业发展以及在第一时间采用创新来帮助各国人民实现互连，对那些服务落后地区的人民而言这一点尤

为重要。我希望与成员国和业界密切合作，而它们在安塔利亚已重申对国际电联的支持，如此我们便可以实现

业已确定的未来发展总体目标和部门目标。”他补充说，“我将与敬业的国际电联职员和同事一起为通向数字化

未来搭建桥梁，为此我们需要利益相关各方的积极有益参与，这其中也包括与 ICT 相关的私营部门和民间团

体。我相信团结精神是制胜的关键。” 

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图尔博士表示，“国际电联成员已确定的一项任务旨在处理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

策问题，在此方面，国际电联多年来一直在针对标准的制定和服务的提供开展着工作。”在回答有关国际电联

在互联网治理和管理工作中的作用的问题时，图尔博士表示，“国际电联不会接管互联网的治理工作。适合国

际电联的切入点是对互联网资源进行管理，以及在其专长范围内与利益相关各方一起继续为互联网的发展做出

贡献。” 

在谈到国际电联的财务状况时，候任秘书长表示，他将与其管理班子一起付出最大努力，以便在 2007 年 9 月

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平衡的预算，并继续完成离任秘书长在树立良好管理做法方面的工作。 

 
新领导班子 

全权代表大会在 11 月 20 日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意味着国际电联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正式推出。哈玛德·图尔

（Hamadoun Touré）博士宣誓就任秘书长，中国的赵厚麟先生宣誓就任副秘书长，各局主任分别为：英国的

马尔科姆·琼森先生（Malcom Johnson）先生（电信标准化局）、沙特阿拉伯的萨米·本·苏福克·阿勒巴舍里

（Sami Al Basheer）先生（电信发展局）、俄罗斯联邦的瓦列里·季莫弗耶夫（Valery Timofeev）先生（无线

电通信局，连任）。 



-第 3 页 共 3 页 

有关选举的较早新闻稿见 www.itu.int/newsroom/press_releases/2006/23.html 和
www.itu.int/newsroom/press_releases/2006/25.html。 

四十六个国家当选为国际电联理事国，在四年内代行全权代表大会的职责。当选的理事国如下： 

 A 区（美洲）：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美国、加拿大、古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

内瑞拉 
 B 区（西欧）：法国、西班牙、瑞士、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土耳其 
 C 区（东欧）：俄罗斯联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乌克兰 
 D 区（非洲）：摩洛哥、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马里、突尼斯、南非、埃

及、加纳、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坦桑尼亚、喀麦隆 
 E 区（亚洲和大洋洲）：日本、大韩民国、中国、泰国、马拉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 

全权代表大会还选举了新的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 

 A 区（美洲）：Julie Napier Zoller 女士（美国）、Robert W. Jones 先生（加拿大）， 
 B 区（西欧）：Mindaugas Zilinskas 先生（立陶宛）、Martine Limodin 女士（法国） 
 C 区（东欧）：Baiysh Nurmatov 先生（吉尔吉斯斯坦）、Wladyslaw Moron 先生（波

兰）， 
 D 区（非洲）：Hassan Lebbadi 先生（摩洛哥）、Shola Taylor 先生（尼日利亚）

Aboubakar Zourmba 先生（喀麦隆） 
 E 区（亚洲和大洋洲）：Ali Ebadi 先生（马来西亚）、Shahzada Alam Malik 先生（巴

基斯坦）P.K. Garg 先生（印度）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职责亦包括批准无线电通信局在应用《无线电规则》时使用的技术标准。 

有关大会成果的详细报告请见此处：www.itu.int/plenipotentiary/2006/newsroom/press-report-zh.html 

欲知详情，请联系： 
Sanjay Acharya 
国际电联媒体关系和公共信息处主任 
电话：+41 22 730 6135 
电邮：pressinfo@itu.int 
2006 年 11 月 25 日之前，在安塔利亚： 
电话：+90 242 824 1046 / +90 242 824 1047  
手机：+90 533 603 8333 

国际电联简介 

国际电联是负责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主导机构，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通过该组织共商网络和业务发

展大计。140 多年来，国际电联一直致力于无线电频谱使用的全球协调工作，积极推进卫星轨道分配工作中的

国际合作，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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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联亦组织世界和区域性展览会和论坛，为政府和电信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提供汇集一堂的机会，交流

思想、知识和技术，使全球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 

从宽带互联网到最新一代的无线技术，从航空和水上导航到射电天文和卫星气象，从电话和传真业务到电视广

播和下一代网络，国际电联在促进世界沟通方面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国际电联还牵头组织召开了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此会议于 2003 年（日内瓦）和 2005 年（突尼斯）分两个

阶段举行，旨在实现将全球居民互连以享受 ICT 福祉的目标，并实现更广泛的《千年发展目标》（MD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