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日程 
 

（截至2011年9月12日） 

 

宽带世界的 

明智监管 

 

注册： 
 

2011年9月19日（星期一）                自08:00至18:00 

2011年9月20日（星期二）                自08:00至18:00 

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                自08:00至18:00 

2011年9月22日（星期四）                自08:00至17:00 

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                自08:00至12:00 

 

地点： 
哥伦比亚，亚美尼亚城 

 

 

 

 

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发展局 
监管和市场环境处 
www.itu.int/GSR11 

http://www.itu.int/GSR11


 

 

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 
 

业界和监管机构对话继续… 
 
08:00 – 09:30 注册 
 
09:30 – 11:00 开幕 – 有总统出席的会议 

人人用上宽带以及电信/ICT 的未来 

开幕致辞 

有总统出席的会议 

主持人：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发展局（BDT）主任布•萨努 

•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阁下 

• 哥伦比亚共和国信息通信技术部部长迭•莫拉诺•维加先生阁下 

• 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哈玛德•图埃博士 

• 塞内加尔电信和邮政监管局（ARTP）总局长 N. Diao 先生 

• 微软公司公司副总裁，首席运营官的首席顾问，新兴市场（分公司）董事长 

O. Ayala 先生 

11:00 – 11:15 茶歇  
 
11:15 – 12:30 第1节会议：移动银行和移动金融业务：监管机构的作用 

主持人：哥伦比亚通信监管委员会（CRC）执行主任兼GSR11主席C. Lizcano Ortíz先生 

有关移动银行监管情况的GSR讨论稿，由电信管理集团公司（TMG）总裁 J. Hernández女士介绍 

• 两个行业的融合：ICT 和金融服务，对监管有什么影响？一切如常？ 

• （银行界和 ICT 界的）监管机构在移动金融市场发挥什么作用？ 

• 审议移动银行的成功经验 

• 研究解决潜在的威胁和安全问题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肯尼亚，肯尼亚通信委员会（CCK）代总局长 F. Wangusi 先生 

• 扶贫咨询小组（CGAP）/世界银行资深政策专家（移动银行）A. M. Tarazi 先生 

• 哥伦比亚 Tigo 移动通信公司移动金融业务经理 E. Cubides 先生 

12:30 – 14:30 午餐  
 



 

14:30 – 16:00 第2节会议：无线宽带频谱评估 

主持人：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BR）主任弗•朗西先生 

探讨频谱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GSR讨论报告，自由技术公司副总裁J. Alden先生介绍 

• 如何有效解决对频谱的爆炸性需求？频谱的经济评估趋势 

• 如何平衡频谱供需？确定增效措施 

• 如何为宽带无线频谱定价？ 

• 无线宽带频谱定价清单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邮政和电子通信局（HAKOM）执行局长 D. Lučić 博士 

• 美国英特尔公司通信部执行主任 P. Pitsch 先生 

• 法国 Orange 电信公司，集团频谱办公室副总裁 E. Cassin 女士   

• 动态研究公司（RIM）副总裁兼驻国际电联大使 V. Rawat 博士  

• 牙买加公用事业管理署（OUR）署长 M. Ahmad Zia 先生 

16:00 – 16:15 茶歇 
 
16.15 – 17:30 第3节会议：促进宽带接入的卫星监管 

主持人：刚果民主共和国邮电监管局（ARCPT）总局长O. Manikunda先生， 

有关全球宽带卫星通信监管的GSR讨论报告，由Red Book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顾问  
R. Mehrotra先生介绍  

• 如何促进卫星系统和业务的获取和有效使用，以实现人人用上宽带？ 

• 定义卫星系统和宽带服务以及应用和卫星系统的经济性 

• 监管内容：市场准入、频谱和轨道资源、区域性做法，是否有必要协调？ 
了解与卫星相关的挑战和机遇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局（NICTA）首席执行官 C. Punaha 先生 

• 国际电信卫星组织（ITSO）副总局长兼技术事务处长 P. Masambu 先生 

• 国际海事卫星有限公司国际监管资深主任 A. Ornés 女士 

• SES World Skies 公司监管事务副总裁 J. Read 女士 

 
 



 

2011年9月22日（星期四） 
 
09:30 – 11:00 第4节会议：制定国家宽带政策、战略和规划 

主持人：埃及国家电信监管局（NTRA）执行总裁A. Badawi博士  

有关制定国家宽带政策、战略和规划的GSR讨论稿，由资深电信专家R. Horton先生介绍 

• 什么是宽带？宽带规划、目标和具体目标的特性是什么? 

• 融资规划以及跨行业考虑：定义相关作用 

• 如何实施规划？一幅决策树型图 

• 最佳实践和经验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斐济公有企业、通信、民航和旅游部部长 Aiyaz Sayed-Khaiyum 先生阁下（待定） 

• 约旦电信监管委员会（TRC）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M. Al Taani 先生阁下 

• 印度尼西亚电信监管局专员 H. Sutadi 先生 

•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办公厅主任 E. Lazarus 先生 

11:00 – 11:15 茶歇 
 
11:15 – 12:30 第5节会议：对开放接入的监管 

主持人：哥斯达黎加电信总局（SUTEL）董事会成员 G. Miley Rojas先生 

《国际电信规则》（ITRs）介绍，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监管和市场处（RME）处长 
M. Fall先生，  

GSR讨论稿，数字经济中的开放接入监管，由Incyte咨询有限公司，处长M. Rogerson先生介绍 

• 理解不同概念：如何确保宽带发展的不同层面的开放接入？了解开放接入的挑战：实

行哪些监管措施？ 

• 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开放接入：最新监管趋势 

• 如何对日益拥塞的有线和无线网络进行传输管理？ 

• （通过内容提供平台实现的）电子应用和服务运营系统和数字内容的开放接入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瑞士联邦通信厅（OFCOM）电信处副处长 P. Metzger 先生 

• 哥伦比亚通信监管委员会（CRC）委员 I. Sánchez 先生 

• 泰国国家广播电信委员会（NBTC）处长 P. Srihirun 先生 



 

12:30 – 14:30 联谊午餐  
 
14:30 – 16:00 第6节会议：为宽带的普遍接入/服务融资 

主持人：西班牙电信市场委员会（CMT）董事会成员 Á. García Castillejo先生  

有关为宽带普遍接入融资战略的GSR讨论稿，由Pygma咨询公司总经理M. Msimang女士介绍 

• 普遍接入/服务的融资机制：对于宽带而言，哪些可行 – 哪些不可行？ 

• 普遍服务基金：排除主要路障 

• 今后的步骤：促进对数字内容、电子服务和应用的获取以及数字扫盲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尼日尔多行业监管局（ARM）总局长 A. Garba 女士 

• 秘鲁私营电信投资监管组织（OSIPTEL）董事会主席 G. S. Thornberry Villarán 先生 

• 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电信研究所（INDOTEL）执行主任 J. Exarhakos 女士 

16:00 – 16:15 茶歇 
 
16:15 – 17:30 第7节会议：电子废弃物与回收：监管机构可以开展的工作  

主持人：印度电信监管局（TRAI）董事会成员R. Ashok先生 

“有关电子垃圾是谁的责任？”的GSR讨论稿，由肯尼亚通信委员会首席法律官M. Wanjau女士 
介绍 

• 定义电子废弃物，哪些部件可以回收？ 

• 有关电子废弃物与回收、重新使用和回收的益处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 手机黑市：我们对此有何了解？监管机构可以做什么？  

• 了解电子废弃物在国家层面造成的经济影响，以及区域和国际层面的贸易问题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加纳国家通信局总局长（NCA）P. VanPercy 先生 

• 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执行委员 B. Gwandu 博士 

• 巴塞尔公约南美区域中心主任 L. Devia 博士 

• 哥伦比亚信息通信技术部宽带研究执行主任 M. Castellanos 女士 

 

http://www.itu.int/cgi-bin/htsh/mm/scripts/undefined


 

 

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 
 
09:30 – 10:30 第8节会议：保护数字生态系统中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权利  

主持人：黎巴嫩电信监管局（TRA）代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I. Hoballah先生 

有关今日数字经济中知识产权的GSR讨论稿，由资深电信专家A. Denton先生介绍 

• 为什么知识产权（IPR）和内容保护（版权）在当今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发挥战略作用？

是否因为内容是宽带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在网络空间中，谁对知识产权和用户保护负责？ICT 监管机构可发挥什么作用？ 

• 了解与数字世界日益增多的各种活动的紧迫性、渗透性相关的风险和挑战。可采取哪

些监管措施来研究解决这些风险？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墨西哥联邦电信委员会（COFETEL）主席 Mtro. Mony De Swaan Addati 先生 

• 突尼斯国家电信监管局（INTT）副总裁 M. Jaziri 先生 

• 洪都拉斯国家电信委员会（CONATEL）主席 P. Bonilla 博士 

• 中非共和国电信监管局总局长 J. Nganazoui 先生  

10:30 – 10:45 茶歇 
 
10:45 – 11:45 第9节会议：促进宽带连通性的区域性举措和成功故事 

主持人：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电信监管机构协会（REGULATEL）秘书长G. Peña先生 

中大西洋宽带合作项目介绍，由MBC公司总裁兼CEO T. Deriso 先生介绍  

• 区域性举措  

• 成功案例 

互动式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嘉宾： 

• 非洲电信联盟（ATU）秘书长 A. Soumaila 先生  

•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C）协调人、 
Observatorio de Banda Ancha  E. Rojas 先生  

• 中非电信监管机构大会（ARTAC）主任 L. Missidimbazi 先生  

• CRASA 代理执行秘书 B. Mphatso Linzie 女士 

 



 

11:45 – 12:30 今后的方向，闭幕 

主持人：国际电信联盟（ ）ITU 电信发展局（BDT）主任布哈伊马•萨努先生 

• 监管机构协会会议的反馈：国务秘书兼 INDOTEL 主席 REGULATEL 总裁兼董事会主席 
D. Pérez Taveras 博士 

• GSR 最佳做法指导原则：介绍并通过，哥伦比亚通信监管委员会（CRC）电脑教育项

目执行主任 C. Lizcano Ortíz 先生 

• 今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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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u.int/GS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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