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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点 
 
 

1. 国内合作 
• 应确定收集 ICT 统计数据的联络人，以协调国内 ICT 行业各机构间的工作并协调国内和国

际上对数据的需求。国家统计局可以对联络人进行培训。  
• 监管机构需要与国家统计局（NSO）密切合作，特别需要在重要性与日俱增的需求面统计

（通过调查收集数据）方面开展合作。 
• 监管机构必须与运营商密切合作，以便在确保收集到高质量数据的同时，减轻该项工作给

运营商造成的负担。如果由于保密性问题而无法提供数据，监管机构则应公布国家级的汇

总数据。必要时，监管机构可对运营商进行培训，以帮助他们及时收到适用数据。  
 

2. 国际和区域性合作 
• 国际电联和区域性组织应与被指定负责收集电信/ICT 统计数据的联络人密切合作，开展数

据统计方面的能力建设。可以通过讲习班、研讨会和培训实现知识交流。 
• 可以通过国际电联的案例研究或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来普及数据收集领域的最佳实践。 
• 应加强国际电联总部和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之间的协调，以避免重复提出的数据要求并加

快数据的收集过程。 
• 监管机构之间开展区域性合作有助于集中使用资源并加强统计工作，例如通过采用统一的

定义和开展区域性能力建设实现这一目标。 
 

3. 新的指标 
• 我们需要以新的指标反映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行业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反映那些新出现的应

用。调查对于确认行政数据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修订相关定义，以便准确地对市场进行监

督。 
• 国际电联已制定出一份社区 ICT 接入指标清单，各国应据此着手收集指标数据。这一清单

对于衡量实现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行动计划》目标方面的进展也将发挥重要

作用。 
• 我们越来越需要制定“影响指标”，以具体衡量 ICT 对于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影响以

及整体衡量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4. 数据收集的方法问题 
• 我们需要明确定义新的指标，也可能需要修改现有指标的定义（按照国际电联目前正在进

行的工作作出修改）并向各国提供，从而加强各国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并确保遵守国际电联

的标准。 
•  “国际电联主要电信指标”的定义将于 2005 年 2 月底发送给各国征求意见。 
• 调查不仅在 ICT 的发展和趋势并提高数据的分析价值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

补充和帮助验证行政数据。 
 
5. 有关信息和分析的政策 

ICT/电信统计数据用于分析市场发展、估测市场潜力（例如对未来网络需求做出规划）、明确

障碍所在和客户需求并对政策决定的效果进行评估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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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策问题 
• 国际、区域和国家政策制定机构应促进 ICT 统计数据价值的提高及其需求的增长。 
• 政府应奠定一个有利于收集 ICT 统计数据的法律基础。有关及时收集具有可比性数据的规

则可以改善国内的数据收集工作。 
• 最高层政策制定机构应针对 ICT 统计数据的需求做出缜密计划，以便观察 ICT 的发展情况

并发现阻碍其发展的因素。 
• 关于 ICT 的政策和战略应当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衡量进展的指标。 
• 鼓励各国在回答和及时交回国际电联的问题征询单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7. 会议建议于 2006 年下半年召开下一届为期三天的世界电信/ICT 指标会议，以便于国际电联复

审相关指标并讨论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提出的与指标相关的问

题。指标一览表将在会前寄送给与会代表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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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国际电联（ITU）组织的第四届世界电信/ICT指标会议于 2005 年 2 月 10-11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1。共有来自 66 个国家的 125 名代表，包括 47 名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11 个国际组织派代表参

加了会议。Sam Paltridge先生（经合发组织（OECD））任会议主席，来自菲律宾的Aurora Rubio女
士任会议副主席兼会议报告人。会议分八节分会举行。 
 
  本届会议旨在讨论有关确定、定义、收集、处理、散发和使用电信/ICT 指标的议题和加强相关方

面的协同工作。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负责电信/ICT 统计数据和分析的实体，如负责电信的政府部委、

监管机构和运营商；国家统计局（NSO）；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会议介绍了下列议题：国际电联在

指标方面开展的活动（数据的收集和散发）；千年发展目标（MDG）；新的指标（移动通信、互联网

和社区 ICT 接入指标）；研究与分析；有关性别的统计数据及电信指标。此外，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

和国家统计局亦介绍了各自国家的经验。  
 
  会议的开幕和对会议的概要介绍从更广的视角客观论述了国际电联开展的统计工作。从对有关信

息社会的讨论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目前显得尤为重要。国际电联正在加强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和国际

组织的合作，以帮助对信息社会进行评估，并确定用以评估“ICT 促发展”的适用指标。会议着重介

绍了国际电联在于本周（2 月 7-9 日）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 ICT 促发展评估专题会议”中发挥

的作用。 
 
 
国际电联的数据处理 
 

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负责电信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编制该领域的统计数据。国际电联通过每年

发出征询单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大约 100 项指标的数据。提供数据的有关方面包括负责电信的

国家部委、监管机构和运营商。本届会议的第一个介绍强调了国际电联需要依靠国家机构（监管机构

和政府部委）收集 ICT 统计数据，并重点介绍了国际电联在统计工作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对征

询单的回复率日渐减少，甚至对某些问题不予答复。影响及时收集相关统计数据的主要障碍在于运营

商不愿向监管机构提供（它们认为保密的）数据。2004 年，仅不足一半的国家回复了征询单（见题为

数据收集-挑战的幻灯片）。 

 
1 在以网站可以查到本届会议的计划及背景文件： http://www.itu.int/ITU-D/ict/WICT0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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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明确统一的指标定义及获得可靠的统

计信息依然是目前的主要问题。该介绍指出，

参与电信/ICT 指标工作的组织需要就基本定义

达成一致意见。国际电联的数据有时不具可比

性，因为各国有关指标的定义不尽相同。国际

电联强调，需要加强国内负责收集和发布 ICT
统计数据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监管机构、

国家部委和国家统计局之间的合作。与会代表

支持这一观点，并建议指定一名国家统计工作

联络人，负责向不同方面收集信息，统一统计

结果并出任与国际电联的联系人。国家统计局

通过知识传授增强联络人的统计工作能力是一

种理想的做法。国际电联介绍了 2004 年 10
月在博茨瓦纳举行的“国际电联/非洲经委会

（ECA）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CT）指标的区

域性讲习班”所提出的建议。区域和全球的数据收集工作面临许多相同问题，例如需要在 ICT 统计工

作方面开展国内合作，制定明确的定义并克服数据保密带来的困难。 

数据收集 – 挑战

来源: 国际电联世界电信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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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电信征询单 – 回复率

1. 并非每个国家都将征询单寄回/回答征询单提出的问题

 
  为了在即将出版的“统计年鉴”中公布更多的高质量数据，国际电联提供了有关各国主要数据的

国家专页（country pages）。会议要求与会代表确认并补充各自国家的数据，并于 2005 年 3 月中旬

将经过更新的数据提交国际电联。与会代表支持以监管机构或国家部委（即从两者之中负责国内 ICT
数据收集的机构）中指定统计工作联络人的构想。 
 
千年发展目标、趋势和指标 
 
  国际电联概要介绍了它在监督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方面所做的贡献。国际电联根据

自己具体的职责范围，重点实现第 8 项目标－“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该目标又分为 8 项指标，

其中一项指标（第 18 号）的重点是让所有人均能受益于新技术，特别是 ICT 技术。为了追踪这项的工

作的进展，国际电联提供自己负责收集的三个指标：总体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和个人计算机

（PC）普及率。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接入一直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本篇介绍除说明

全球的发展趋势外（见题为 MDG 趋势和数字鸿沟的幻灯片），还进一步展示了各个区域在实现 MDG
指标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果。 

1

MDG 趋势和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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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介绍同时指出，目前人们益

发重视“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

展”问题。鉴于人们日益强调不应仅

限于对 ICT 的发展和趋势的评估，因

此必须确定“影响”指标，以衡量并

观察 ICT 对其它 MDG 以及对总体社

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代表们在讨

论中着重指出，尽管国际电联参与的

第 18 号指标未附带任何具体指标和

目标，但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行

动计划》概要阐述了具体指标。应在

2015 年实现的这些指标（包括向全球

一半的人口提供 ICT 接入），它们对

于 MDG 将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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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验 
 

1
www.comreg.ie

ComReg 进行的数据收集工作

市场最新信息

每季度通过征询单向电信运营商收集原始数据，并以分析人员提供的移

动业务的每用户平均收益(ARPU)等数据作为补充

固定（包括互联网和宽带）、移动、广播、资费

由ComReg 委托进行的季度和/或年度市场调查(住宅、小型/大型企业、

互联网)

以季度市场评论和关键数据报告形式公布

正在复审现有的征询单和报告- 2005年初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市场分析

通过向运营商收集的原始数据并得到二类数据(市场研究报告、调查)补
充而形成的对具体市场(在欧盟层面定义的市场)的深入调研

用于确定每个具体市场受支配的程度以及针对占支配地位的运营商采取

的适当纠正措施

  国家经验的介绍着重提出了一些

在收集国家电信/ICT 统计数据方面所

遇到的困难和获得的成功。 
  爱尔兰通信监管机构概要介绍了

该国包括监管在内的电信市场结构，

以及通过发放征询单及开展调查等活

动收集数据的工作。这些努力使该监

管机构对本国市场有了深入的了解。

爱尔兰监管机构对具体的市场细分进

行了详细研究，履行了市场分析机构

的职能（见题为由 ComReg 收集的

数据的幻灯片）。该监管机构重点提

到了向较小运营商收集数据的繁琐，

因为这些运营商缺乏收集统计数据所

需的简化高效程序或结构式数据库。 
  这种局面可能导致监管机构在数据收集方面出现“信息缺口”。另外还有数据保密问题，因为运

营商往往不情愿提供市场信息。如果仅以汇总形式公布数据，则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由于用户重复

统计等导致的数据准确性不足，也阻碍了数据收集工作。  
 
  乌干达通信委员会介绍了该国从 1996 年实行市场自由化并允许私营部门参与以来电信市场上取得

的进步。在概要介绍了监管部门的组织结构之后，该介绍指出，对应该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即定指标

尚缺少清晰的政策说明。旨在制定新的和经修订的政策文件的现行电信政策复审工作，将尽可能收纳

这类具体的目标和指标，以便于对未来发展和趋势做出评估（见题为将于 2007 年实现的短期目标/指

标的幻灯片）。这些指标包括将普遍服务的电话普及率由目前的 4.2%提高到 20%。在谈到数据收集、

处理和发布问题时，介绍人强调了遇到的

一些挑战，如乌干达通信委员会缺乏足够

的人力资源和资金，无法对运营商提供的

数据进行验证，同时数据的定义也存在问

题。此外，一些运营商不能定期汇报数

据，而且也不愿意提供数据（保密问

题）。该介绍指出，应采用统计信息分析

ICT/电信行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该介绍同其它介绍和讨论一

样，也提出需要指定国内联络人并开展内

部合作。 

assemboga@ucc.co.ug

于于20072007年实现的短期目标年实现的短期目标

教育 256Kbps
•5所县以下级 UPE 学校

=5000
•每个县级以下地区1所中学

= 1000
•所有大学

• 所有高等院校

卫生 256Kbps
• 每区1所医院=104 

•每县 2所 IV级医疗中心
=156

•所有 II级和III 级医疗
中心均设公众话音接入点

政府 256Kbps
•所有政府机构
•所有区总部

= 56
•所有县以下级总部= 900

•地方委员会(LC11)
设公众话音接入点
= 超过 100,000

农业 256Kbps
•所有区的研发中心
•农业发展办事处

•主要的区级市场中心

电子商务和贸易
•电子商务法律框架
•政府机构的互连
•网站交易数量

•连通的金融机构
• 使用电子数据Intergens

的公司数量

ICT 使用量

需求方面
• 价格/ 资费

•创建内容
•应用

基础设施
需求

供给方面
• 容量

• 最后一英里接入
•手机

•计算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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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介绍了该机构于 2004 年进行的

移动用户调查，并重点说明了监管机构在

通过调查收集需求方面统计数据中的作

用。这种调查可以补充从电信运营商那里

收集的用户统计数据，同时可以按省份估

测出移动用户的分布情况。该介绍强调指

出，调查对于分析用户数据（如性别等方

面内容，见题为主要调查结果的幻灯片）

和消费者行为非常重要。MCMC 将于 2005
年 4 月对家庭和企业的 ICT 使用情况进行

调查。该监管机构与马来西亚统计局密切

合作，是国内不同的 ICT 数据收集机构之

间密切联系与合作的典范。 

Budget主要调查结果

按性别的用户分布比例

换算得出：在男性中的普及率为 59.8% ，女性为 39.5 % 。

61.1 % 38.9 %

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

 
  REGULATEL（由 19 个监管机构组成的拉丁美洲监管机构论坛）的介绍举例说明监管机构怎样通

过区域性合作与联合改进统计数据收集工作的，其中包括指标的统一。该论坛通过其区域指标系统

（RIS）和定期举办讲习班及会议解决指标的定义、方法和发布问题。该介绍强调指出，统计信息有助

于做出政策决定和开展旨在弥补地区不足的具体项目。该地区的经验表明，采纳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需

求指标和监管机构提供的供给指标非常重要。综合使用这些数据收集机制能够改善本地区的知识基础

（见题为指标－如何发挥作用的幻灯

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统计信息的统

一和定义工作，如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ICT）指标会议所做的工作，对区域内开

展的工作形成了补充和支持。 
 
  中国香港代表在介绍其经验时指出，

调查对于了解电信/ICT 市场上个人以及企

业的使用情况非常重要。该介绍也举例说

明，国家统计局和监管机构在数据收集工

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协作。鉴于新技术的发

展， 2004 年的“工商部门 IT 普及率”的

调查和“家庭调查”中增加了一些有关无

线和移动业务的新问题，包括移动装置所

使用的无线技术的类型。该介绍谈到的另

一个问题是 ICT 对经济的影响问题。人们正在更加努力地了解 ICT 行业对宏观经济以及对 IT 支出所产

生的影响。该机构为此又进行了若干经济调查。此外，还利用调查监测技能的发展（这是 ICT 市场的

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开展两年一度的 IT 行业人力调查，提供有关 IT 行业从业人数（按工作类型划

分）、学历情况以及该行业在人员招聘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相关信息（见题为 IT 人力的幻灯片）。该

介绍还谈到了电信指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迅速发展的 ICT 可能会使 PC/互联网/网站普及率数

据的可比性受到局限。收集电子商务统计数据依然困难，因为企业很难按照电子销售和客户群体的划

分来提供信息。另一个问题是运营商承受的负担问题。 

需求指标

监管机构
REGULATEL

国家统计局 (NSO’s)
CEPAL

指标 – 如何得出?

供给指标

RIS

• 互连 (秘鲁)
• 普遍服务 (巴西 + 世行)
• 宽带(阿根廷)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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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邮政和电

子通信机构（APEK）负责收集 ICT/电信市场的

统计数据。该机构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运营商

不具备提供数据的能力，缺乏历史数据（2000
之前的数据）和统一的定义。APEK 还面临对运

营商提供的信息（见题为数据收集－斯洛文尼亚

的情况的幻灯片）验证难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

题，他们建议运营商接受有关统计数据收集的培

训，而监管机构应鼓励与运营商开展更多的正式

和非正式合作，还应举办旨在培训数据提供者的

研讨会和讲习班。此外，监管机构还缺乏数据分

析工具（软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介

绍中强调指出，他们在收集电信统计数据方

面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面对其他运营商的数

据保密问题，老挝的监管机构尽力提供国内

现有所有服务的汇总信息。新成立的监管机

构依然缺乏在国内收集信息的资源。 

IT 人力

• 收集的数据内容
– 调查阶段内9类 IT 工作中每类工作的 IT 从业人数

及未来12个月的预测人数
– 优先考虑的学历、 IT 经验及IT从业人员平均年薪

酬福利条件
– 过去12个月中通过招聘渠道雇用和提拔的 IT 人员

– 招聘人员时遇到的困难
– 新聘人员的特点和能力
– 外包趋势和/或IT职能的转移 (港岛内及港岛外)

1

数据收集数据收集 –– 斯洛文尼亚的情况斯洛文尼亚的情况

负责机构: APEK (及 SURS)

时间: 9 个月

用于收集数据的 1+18 个征询单

(60 天, 6 人)
斯洛文尼亚的 129 个运营商

数据收集 – 6 个月

数据分析 – 3 个月 + ...
有关市场分析第 15 项指标的文件

( 95页 – 内部报告 )
工作: 12 人
首次 SMP (市场 11, 市场15/16) 

问题:

运营商不具备明了的程序
无数据系列 (2000年前)
发送数据时不做检查
无统一定义 (何为移动市场的最终
用户?)

解决办法 :

  
 
 

更多地教育运营商
更多的非正式沟通
更好的 IT 工具 (DWH, 分析工具, 
上网获取数据)
研讨会,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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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和社区接入指标  
 
  有关“信息社会移动指标”的介绍谈到了应在国内和国际上收集的几项新指标。由于出现了新的

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及趋势，特别是目前移动用户已超过固定用户的现象，移动终接费日益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同时非话音（多媒体）应用不断发展，因此需要采用新的指标。上述变化和新的发展趋势

也要求对国际电联收集的移动指标进行重新审议。新提出的一系列指标包括高速移动用户（按不同技

术划分）；短消息（SMS）用户的数量（或使用短消息用户的百分比），彩信（MMS）、WAP 和移

动互联网用户以及“移动终接费”。

该介绍还建议按照网络类型（1 代、2
代和 3 代）来分解蜂窝移动网络覆盖

的百分比，并强调在收集用户数量方

面存在一些困难，如将非使用中的预

付费电话卡或用户第二个帐号也列入

了统计范围。该介绍认为，调查对于

验证管理数据非常重要。应当通过调

查来增加统计信息的可靠性。在监测

流量方面亦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对于

使用分钟数（MOU）这一测算移动业

务量的标准方法就可能有不同的定

义，致使不同运营商提供的结果并非

总是具有可比性（见题为移动使用量
的幻灯片）。  

移动用量移动用量
谁通话最多谁通话最多??
移动流量对于分析至关重移动流量对于分析至关重
要要

每月每用户每月每用户分钟数分钟数 ((MOU)MOU)
是一项标准的关键绩效指是一项标准的关键绩效指
标标

但何为但何为 MOU?MOU?
–– 去话分钟数去话分钟数 ??
–– 去话及产生收入的来话去话及产生收入的来话

分钟数分钟数 ? ? 
–– 所有去话和来话分钟数所有去话和来话分钟数 ??
必须清晰定义移动流量才必须清晰定义移动流量才
能作出有意义的分析能作出有意义的分析 !!

来话*
去话

西
班
牙

118

意
大
利

122

德
国

英
国

法
国

77

146
165

* 收入产生 来源: TMG公司根据移动运营商的编制。

来源：CSFB，积极的展望，2004年1月

Telefonika

72

Tirm

74

E+

79

英国Orange

86

每月每用户去话分钟数，2003年上半年

西
班

牙

意
大

利

法
国

英
国

德
国

平均而言，
Bouygues电信
的用户在电话
使用量方面与
邻国运营商的
用户持平。

Bouygues电信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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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Geography（美国电信咨询顾问公司）在介绍中提出了一些有关测算不同地理位置之间国际

话音和数据业务量的问题。该公司现有的数据集包括互联网流量，用于测算网络性能并显示在特定时

段内和国际带宽的情况下，两点之间使用了多少互联网容量。（见题为主要国际互联网路由的幻灯

片）。该机构还通过跟踪在某一时刻经转公众或专用 IP 电话网，但最终终接于传统固定或移动网络的  
国际电话呼叫，收集 VoIP 流量数据。该公

司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数据保密和数据提供方

数量巨大的问题。TeleGeography 难以说服

运营商每年提供数据，鉴于运营商数量巨大

（超过 400 家），又难以从所有运营商那里

收集数据，因此有些只是估算数据。该介绍

还指出，通过目前的数据收集方法无法确定

互联网流量的始发地和目的地。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1www.telegeography.com

主要国际互联网路由

注:  地图包括集总容量至少为 5 Gbps 的国际路由。路由按能够反映连接到各国的跨境互联网带宽的比例绘制。 图中显示的为截止 2004年年中的
数据。

 
 
 
 
 
 
 

 
社区或公众接入是提供 ICT 接入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它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众所周知，仅

靠固定电话线数量等传统指标已不足以认清数字鸿沟的严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家庭不具备

现代的 ICT 设施（如计算机），因此互联网和社区接入将在扩大 ICT 接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见题为

社区接入为何非常重要…的幻灯片）。本篇介绍根据国际电联会员国在 2004 年社区 ICT 接入全球指标

讲习班上提出的建议，提出了一套社区的 ICT 接入指标。国际电联已就社区接入中心的明确术语达成

了一致意见，即“公众互联网接入

中心”（PIAC）。国际电联还为数

字社区中心（DCC）明确了定义，

即一种提供价格可以承受的接入并

能满足一系列最低限度需求（如最

低速率的互联网连接）的 PIAC。

DCC 通常由政府（或其它方面）予

以补贴，是一项将 ICT 接入延伸至

否则无法连接的地区的工作。这套

衡量社区接入的指标包括接入公众

互联网接入中心（PIAC）的村庄的

数量，按居民数量（农村/城市）计

算的拥有 PIAC 的地区的百分比和

DCC 服务的目标人口。目前的研究

表明这方面的可用信息很少，只有

为数很少的国家在收集社区接入 ICT 方面的数据。解决缺乏此类信息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亦涉及

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行动计划》制定的目标，其中包括到 2015 年为全球一半的人口提供 ICT 接入。

为 了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并 衡 量 朝 这 一 目 标

社区接入为何重要…

80

48

98

18

66

18

53

13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墨西哥 毛里求斯 澳大利亚

电话 PC 互联网

83%

42%

36%

1.2%

0 20 40 60 80 100

加拿大

波兰

保加利亚

秘鲁

拥有 ICT的家庭%, 2003年4月 经常光顾网吧的互联网用户%, 2002年

来源: 国际电联根据国家调查编制。

注: 加拿大的 1.2% 指报告有一名家庭成员在网吧上网的加拿大家庭的比例。 墨西哥2004年的数据为初步数据。 毛里求斯的数据
为2002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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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情况，社区的 ICT 接入和相关指标将发挥重要作用。该介绍指出，各个国家迫切需要开始收集

上述建议的指标。 
 
研究与分析  
  有关研究与分析的分会介绍了如何将一般性的 ICT 统计数据和具体的国际电联世界电信指标数据

库用于研究与分析市场的趋势和发展。国际电信大会（ICT）在介绍中演示了如何把国际电联提供的

WTI/ICT 指标用于电信网络的规划，特别是电信指标可在多大程度上用来规划并预测网络的未来需

求。饱和限值是 
估算网络需求的重要指标，为此又必须首

先估算出固定和移动网络的潜在用户基

数。目前还必须考虑到移动领域的发展将

对固定通信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并分析高

度成熟市场的饱和限值，包括家庭电话普

及率以及住宅和企业用户之间的比率。这

篇介绍强调指出，国际电联的数据对于分

析市场的发展情况、估测蜂窝移动通信对

于固线市场的影响以及了解农村和大城市

的业务提供情况非常重要（见题为在电信

网络规划中采用 WT/ICT 指标的幻灯

片）。该介绍还指出，有必要收集能够具

体反映宽带业务动态的新指标，并建议国

际电联将它们纳入其数据收集范围。 
Ignat Stanev, Application of WT/ICT Indicators in Telecom Network Planning Geneva, 10-11 February 2005 - 1

采用世界电信采用世界电信//ICTICT指标规划电信网络指标规划电信网络

 
  非洲 ICT 研究机构（Research ICT 
Africa）在介绍中强调，有效的监管取决于高

质量的统计数据和分析，还必须让决策者知

情。数据和分析也有助于各国明确障碍所在

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对策。非洲 ICT 研究机

构从事的一些研究表明，在 ICT 政策体制及

监管手段、电信及互联网/电话业务的定价与

互联网 /电话普及率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见题为公用电话比其它设施得到更多使用

的主要原因的幻灯片）。供给面的分析太

少，仅凭它难以有效了解 ICT 的发展，因此

需要更多的调查和定性研究作为对现有数据

和研究的补充。该介绍还指出了公众 ICT 接

入的必要性，同时强调还必须有可以测算这些设施的可用性和使用量的指标。  

评估：

固定和蜂窝移动网络的潜在用户

蜂窝移动网络发展对固定网络的影响

采用国际电联电信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

Ignat Staner，采用世界电信/ICT指标规划电信网络 2005年2月10-11日，日内瓦-1

Main reason why a public phone is used more than other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SOUTH AFRICA BOTSWANA ETHIOPIA NAMIBIA RWANDA UGANDA

Closest to me Best value for money
Safest place ot call from Always working

公用电话比其它电话得到更多使用的主要原因

离我最近
最安全的打电话的地方

最物有所值
总是正常工作

南非 博茨瓦纳 埃塞俄比亚 纳米比亚 卢旺达 乌干达

 
  欧盟统计局（EUROSTAT）在收集数据方面的经验表明，制定一套有关及时收集具有可比性的数

据并对数据加以统一的规则至关重要。该统计局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旨在为收集电信统计数据提供便利

的法案。该介绍亦强调需要通过调查来获得有关 ICT 使用和所产生影响的深层次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电联的指标已成为以统一标准比较各国情况和制定国家及国际指标的重要

手段。安第斯国家电信协会（ASETA）和国际电信研究院（ITA）的介绍着重谈到了一种用于量化和

评估国内、省内或组织内部数字差距的数字模型，并强调了统计信息对于分析和认识数字鸿沟以及最

终影响和改进政策的重要意义。 
 
有关性别的统计数据 
  收集按性别划分的统计数据对于了解数字鸿沟（男女之间）、战胜和应对发展进程中的挑战非常

重要。尽管国际和国内层面都做出了承诺，但是目前依然缺乏按性别划分的信息社会数据。现有的按

性别统计的数据大多是通过家庭调查收集到的，主要记录和分析了男女之间在 ICT 接入、使用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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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情况。仅少数几个国家开展了专业性极强的 ICT 调查，记录了使用频次、接入地点、活动类型

和使用目的。本篇介绍指出，家庭调查是收集更多和更好的按性别统计的 ICT 数据的有效手段。组织

的这类调查为数寥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该领域数据持续馈乏的原因。虽然国际电联目前正在收

集女性互联网用户数量以及会员国从事电信工作的男女雇员数量等数据，但是我们不应仅限于了解男

女雇员的数量，而应记录他们担任的具体职务并分析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最近国际电联启动了一

个项目，旨在汇编并分析国家和国际方面提供的定量和定性的性别敏感信息，这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信息最终会编入数据库，将成为按性别划分的 ICT 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 
 
主要的电信指标 
 
  国际电联介绍一系列它计划纳入 2005 年

年中进行的下一次数据收集工作的电信指标，

其中包括在这之前的宽带、社区接入和移动指

标等分会提出的新指标（见题为峰窝移动指标
的幻灯片）。该介绍是以一份记载了 2003 年

WTI 会议通过的指标及其定义的文件为依据

的。与会代表赞同这一新的指标清单，同时指

出新指标取决于成功的数据收集工作。代表们

决定保留一些较陈旧的 ICT 指标（如用户电

报的用户数量），留待下一次 WTI 会议重新

审议，然后视继续收集这类数据国家的数量决

定是否最终将它们从指标清单中删除。一些与

会代表建议删除有关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指标，

因为收集这类信息十分困难。然而，由于这两

项指标均包含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衡量信息社会专题会议” （主办方是 “衡量 ICT 促发展伙伴关

系”机构）的核心清单中，因此也将它们继续保留在国际电联的清单之中。国际电联保证将于 2005 年

2 月底向各个国家寄送新指标的定义以及对旧指标的修订，以征求意见。  

EDGE 用户9.1.5
SMS 用户9.2

移动互联网用户 (即：使用PC机通过移动网上网)10.3

WAP用户10.2

MMS 用户10.1

CDMA2000 EV-DO 用户9.1.4

WCDMA 用户9.1.3

CDMA2000 1x 用户9.1.2

 
 

GPRS 用户9.1.1

高速移动用户9.1

蜂窝移动网覆盖百分比（人口）
按网络类型分别统计（如：1代、2代、3代网络）

11.2

蜂窝移动网覆盖百分比（土地面积）11.1

移动多媒体签约用户/用户*10

数字蜂窝移动电话用户9

预付费蜂窝移动电话用户8.1
蜂窝移动电话用户8

蜂窝移动指标

*如为签约用户，则应仅包括近一个月中在使用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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