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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2008年会议 
2008年11月12-21日，日内瓦 

 
  
  

文件 C08/50-C 
2008年10月15日 议项：PL 1.1 

原文：英文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工作组（WG-WSIS）主席 

有关理事会2007年会议以来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2006年全权代表大会（PP-06）第140和102号决议及理事会

2007年会议的第1282号决议，对理事会2007年会议以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工作组（WG-WSIS）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总结。 
 

需采取的行动 

理事会请WG-WSIS为成员就国际电联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相关成果提供输入和指导意见提供便利，并向理事会提出必要的建议，以

利于国际电联调整自己在信息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根据PP-06第102号
决议，关于国际电联在与互联网相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中所起作用的提

案，已由WG-WSIS转呈理事会。请理事会注意此报告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第140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第102号决议（2006年，安塔

利亚）、理事会2007年会议的第1282号决议。 

 

 

• http://www.itu.int/counc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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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文件汇报了理事会2007年会议以来，国际电联理事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工作组 
（WG-WSIS）取得的主要成果。在此期间，该工作组分别于2008年1月25和28日及2008年9
月25-2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次会议。这些会议的文件和报告，包括摘要记录，可

通过WG-WSIS网站获取：www.itu.int/wg-wsis。 

1.2 WG-WSIS工作的开展以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第140号决议为依据，

此项决议呼吁该工作组： 

i) 方便成员就国际电联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相关成果提供输入和指导意见，并；  

ii) 向理事会提出必要的建议，使国际电联能够进行调整，以便在信息社会建设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第140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 

1.3 此外，还请该组审议并讨论国际电联秘书长以及各局为落实全权代表大会 
（2006年，安塔利亚）第102号决议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1.4 此外，国际电联理事会2007年会议（第1282号决议）做出决议，向所有成员国和部

门成员开放的理事会WSIS工作组应按照修订的职责范围继续开展工作。 

1.5 该组的工作由Vladimir Minkin教授（博士）（俄罗斯联邦）主持。 

2 国际电联在WSIS落实与跟进过程中开展的活动 
2.1 针对下述内容提供情况通报报告：  

2.1.1 电信标准化局（TSB）介绍了WG-WSIS-12/3号文件：电信标准化局主任：ITU-T对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跟进与落实。此报告是对早期向WG-WSIS提交的，特别是向

2007年6月召开的第11次WG-WSIS会议（WG-WSIS-11/7）提交的报告的补充。此文件重点

介绍了C2和C5行动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此外还包含一些有关C3、C8和C9行动方面的补充

信息，内容特别涉及标准化、与缩小标准化差距相关的研讨会和其它活动、下一代网络、安

全性、多媒体、服务质量、紧急情况、可接入性及ICT和气候变化中新出现的活动。文件的

内容还包括在日本东京（2008年4月15-16日）和英国伦敦举办的两届专题研讨会，召开这两

次会议的成果便是气候变化焦点组的成立。 

2.1.2 应WG-WSIS的请求，电信标准化局秘书处提供了有关身份管理焦点组（WG-WSIS-
12-17）的情况，并通知与会者，ITU-T的重组将被列为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的议题，该会议

期间将对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马尔科姆·琼森先生在电信标准化局第189号通函中，进一步

提供了有关国际电联ICT和气候变化专题研讨会的信息。 

2.1.3 电信发展局的职员介绍了WG-WSIS-12-4号文件：电信发展局主任：推进WSIS C2行
动方面的报告；此报告描述了自2007年4月，即上次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会议以来，

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在一系列WSIS相关活动的框架内，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于2007年5月16日在日内瓦共同组织召开了一次针对WSIS C2、C4
和C6行动方面的联合推进会议。该会议的目的之一便是鼓励三个行动方面形成合力，同时

注重基础设施、支撑环境和能力建设。讨论取得的成果是，会议重申希望与会者能够遵循推

进框架的既定方向，特别是要推进大规模、有影响力的举措的落实，以及各项主题活动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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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电信发展局介绍了WG-WSIS-12-8号文件：电信发展局主任：ITU-D为WSIS跟进与落

实所做贡献的报告。为建立有效的协调，电信发展局管理委员会2007年10月决定成立一个

WSIS协调组，由电信发展局副主任出任主席，并由电信发展局各部门的代表负责WSIS相关

活动的实施。自2007年4月召开的上届TDAG会议以来，ITU-D 通过各项计划与项目，针对

与WSIS相关的推进与落实采取了大量行动。其中包括WSIS C2行动方面和与C1、C3、C4、
C5、C6、C7、C8、C11相关的活动，连通世界举措、应急通信服务与电信救灾、信息社会

发展的衡量、WSIS清点工作和ICT的成功故事。会上提请代表注意其它的补充情况介绍文 
件，即WG-WSIS-12-5号文件和WG-WSIS-12-6号文件。 

2.1.5 WG-WSIS-12-5号文件：电信发展局主任：“连通世界系列活动”是针对未来几年 
中，将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一系列与连通世界相关的活动，其目标是筹措资源并调动合作伙伴

的积极性，从而为履行WSIS承诺和落实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的《多哈行动计划》，特别是区

域性举措，提供帮助。系列活动中首个举办的便是2007年10月29至30日在卢旺达基加利召开

的连通非洲峰会，共有来自54个国家的约1036名代表与会，其中包括六名国家和政府首脑。

非洲有四十三个国家出席，包括23个部长级代表团。约20家处于领先地位的ICT公司，与开

发银行、国际组织和其它利益攸关方携手与会。 

2.1.6 WG-WSIS-12-6号文件：电信发展局主任：应急通信活动介绍了ITU-D开展的与WSIS
输出成果相关的文件，更准确地讲，是指《突尼斯议程》第91段和WSIS C7行动方面 
（20 (c)）。文件的内容包括救灾、向各国提供直接援助、区域性活动、资助外部举办的活

动、ITU-D研究组第22/2号课题，以及“拯救生命：在灾害管理中有效使用电信/ICT全球论

坛”。自2007年初，国际电联副秘书长便开始主持跨部门应急通信组（IETT）的工作，该

组的代表分别来自ITU-R、ITU-T和ITU-D。从运作的角度来看，ITU-D的代表负责协调其它

两个部门的工作，但各部门仍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各项活动。 

2.1.7 无线电通信局（BR）介绍了WG-WSIS-12-7号文件：ITU-R对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跟

进：状况与进展报告，概述了针对C2、C5和C6行动方面，在ITU-R内部开展的活动。 

2.1.8 WSIS任务组主席赵厚麟先生介绍了WG-WSIS-12-15号文件：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落实

国际电联WSIS输入意见的报告，以供参考。 

2.1.9 根据WG-WSIS第11次会议的请求，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2-10号文件：其中包

括WSIS相关活动项目组合方面的信息，以供参考。  

2.1.10 根据WG-WSIS第11次会议的请求，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2-11号文件：国际电

联WSIS行动方面牵头方，以供参考。 

2.1.11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3号文件：WSIS C5行动方面的会议报告。该文件中包

含一份摘要，总结了两天会议（2008年5月22-23日）期间的演讲稿与讨论内容，此外还简要

回顾了六次会议，以及发言者、小组讨论嘉宾和主持人的发言。另外，文件还重点介绍了一

些旨在促进在WSIS C5行动方面取得进展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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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5号文件：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庆祝活动在开罗国

际电联非洲电信展期间举办，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奖颁发给了三位杰出获奖者：埃

及第一夫人苏珊·穆巴拉克女士、Daisy基金会 – 信息系统的数字接入以及Andrea Saks女 
士，一位国际知名的接入性问题的宣传者。颁奖仪式是展示辅助技术，和国际电联宣传其计

划与活动的良机。明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WTISD）的主题是“保障儿童网上安 
全”。这一设想将提交理事会2008年会议批准。 

2.1.13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6号文件：WSIS行动方面推进方第三次磋商会议 
（2008年5月23日）。此次会议由国际电联副秘书长赵厚麟先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社

会处处长Miriam Nisbet女士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Radhika Lal女士共同主持。会

议旨在使推进方与其它利益攸关方能就行动方面（AL）的推进交流信息，改进报告方法，

并确定用以改善行动方面推进进程的方式。 

2.1.14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7号文件：2009系列WSIS相关活动的公开磋商会议报

告草案（2008年9月15日）。此次会议旨在汇报2007年5月以来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并

确定了完善行动方面以推进进程的方法。讨论期间，就一些要点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 
• 下一系列与WSIS相关的项目组合活动将于2009年5月在日内瓦举办； 
• 有必要将这些活动集中在一周之内； 
• 应更换这些项目组合活动的名称； 
• 还应为报告建立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 

会议进一步决定，将在2008年9月15日召开的公开磋商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 

2.1.15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8号文件：国际电联在WSIS系列活动中做出的贡献 
（2008年5月13-23日，瑞士，日内瓦），以供参考。 

2.1.16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10号文件：国际电联在WSIS落实方面开展的活动。

WG-WSIS请求WSIS任务组对并各部门的报告进行整合，编写了该精练的汇编报告。这使人

们能够更好的全面了解国际电联在WSIS落实与跟进方面开展的活动，以及迄今为止取得的

成果。此文件的第2部分概述了国际电联在2007年以及2008年上半年为落实WSIS开展的各项

活动。第3部分侧重展示其它WSIS输出成果的落实。 

2.1.17 国际电联作为C2行动方面的推进方，在其职责范围内继续开展与信息和通信基础设

施发展有关的活动，并遵守《WSIS C2行动方面行动计划》的要求。该计划包括六项内容： 
1) 推行国家ICT战略； 
2) 协调不同区域的ICT政策； 
3) 制定区域性和大规模的国家举措； 
4) 发起全球主题ICT基础设施举措； 
5) 开发虚拟融资平台；和 
6) 部署ICT发展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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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C2和C6行动方面之间产生的广泛合力效应，并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请求，国

际电联同意在自2008年5月起的一年内，肩负起推进WSIS C6行动方面的领导职责。理事会

应审议，国际电联将来是否应继续履行推进WSIS C6行动方面推进方的领导职责。 

3 关于清点工作的最新情况 
3.1 电信发展局汇报了自2004年10设立以来，WSIS清点工作取得的进展。为增强此大众

工具的功能和互动性，2007和2008年间对其实施了若干项改进。为加快搜索界面的响应速 
度，调整了数据库的结构。审查并更新了现有的全部超级链接（URL）。通过允许利益攸关

方直接更新条目，提高了互动水平。最后，所有WSIS利益攸关方现均可直接将清点工作数

据库网络界面安装在自己的网站上。应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UNGIS）的请求，现特推出了

符合其要求的界面，从而可概要介绍UNGIS成员开展的与WSIS相关的活动。目前，WSIS清
点工作组正与微软公司密切合作，力求实现清点工作数据在“国际电联全球视角”中的可视

化。 

3.2 2008年5月，《WSIS清点工作报告》出版。此报告的目的是向利益攸关方介绍，

2005年底至2008年中这一阶段内，各国政府和其它组织为实现WSIS的目标所开展活动的最

新情况。此报告是2005年11月在峰会期间正式启动的WSIS清点工作系列报告的延续。 

3.3 此外，国际电联根据2007年发起的举措，为着重描述国家层面WSIS落实取得的进 
展，反映全球ICT战略发展状况，已对信息进行了更新，特别将重点放在51个非洲国家。此

外，为满足此项工作的需求，2008年5月建立并启用了一个新门户网站。访问此门户网站请

点击此处。 

4 关于国际电联在有关互联网和互联网资源（包括域名和地址）管理的国

际公共政策问题的建议（第102号决议） 
4.1 在WG-WSIS第12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团介绍了其有关“创建国际电联互联网问题 
组”的文稿（WG-WSIS-12-9）。文稿提议在国际电联或WG-WSIS内部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问

题组；此小组可在其职责范围内帮助协调国际电联有关互联网问题的各项活动，并可提高实

现各项活动合理化以及与其它组织互动的效率。此外，它还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吸引所

有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  

4.2 考虑到所有意见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由Benoit Blary先生（法国）主持该特设分组的

工作。该特设分组分别于2008年1月25日14.00至16.00时，2008年1月28日9.00至11.00时及

2008年9月26日9.00至12.00时召开会议。 

4.3 在该特设分组内讨论的输出成果如下： 

4.3.1 互联网管理论坛会议上进行的讨论： 

4.3.1.1 在该特设分组内部进行讨论之后，根据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下述几点关于国际电联

可在互联网管理论坛中发挥作用的内容，提交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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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关全权代表大会决议（例如，第71、101、102、130、133、140号决议）和理

事会2007年会议的第1282号决议，国际电联被授权在互联网问题和不同领域活动的

总体协调中发挥作用。 
• 根据理事会的决定，为确保更为积极地参与涉及互联网政策和管理的举措、会议和

项目，国际电联应审议下述提出的目标： 
i) 积极、大张旗鼓地推进国际电联业已开展的相关活动； 
ii) 为落实第102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开展必要的活动。 

• 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的具体提案可能包括： 
i) 确保提交有关国际电联2008年开展的活动，以及国际电联参加2008年12月在印度

海得拉巴举办的互联网管理论坛（IGF）第3次会议的文稿，得到认可； 
ii) 国际电联应与其它相关实体协作并建立伙伴关系，共同组织可为加强国际电联在

第三届国际互联网管理论坛中的作用做出实质贡献的，开放论坛和主题研讨会； 
iii) 根据第133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对有关国际化域名（IDN）的活动进

行跟进。 

4.3.2 讨论国际电联在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4.3.2.1 特设分组根据第140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讨论了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输出

成果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国际电联参加《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71段定义的强化合作进

程问题。 

4.4 WG-WSIS审议并同意了这些提案。 

5 特设分组 
5.1 WG-WSIS做出决定，特设分组应继续工作，根据第102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282号决

议，讨论国际电联在互联网相关问题以及IGF会议中发挥的作用。请成员为此提交文稿。由

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交的文稿，将在WG-WSIS网站上公布。 

6 至2015年的国际电联落实WSIS各项活动的路线图草案 
6.1 总秘书处介绍了WG-WSIS-13/4号文件：“至2015年的国际电联落实WSIS各项活动

的路线图草案”第二版。根据WG-WSIS第12次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对该文件进行了修订，文

件中包含起草2015年前国际电联落实WSIS各项活动的路线图框架。在WSIS任务组主席的协

调下，该文件由总秘书处和三个局（BR、TSB和BDT）共同起草。  

6.2 路线图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详细描述了预计国际电联将在WSIS落实过程中开展的

活动。为回顾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每部分均与一个特别的时间段相对应。 

6.3 尽管2015年为实现《行动计划》各项目标的WSIS计划完成日期，但国际电联相信，

将WSIS C2的目标完成日期提前至2012年，将有助于在2015年实现其它WSIS行动方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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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MDG）。国际电联秘书长的此项战略在2007年于基加利召开的连通非

洲峰会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非洲部长们的大力支持。2014年的全权代表大会将对国际电联

在落实WSIS方面的输出成果进行最后审议。 

6.4 因此，根据国际电联将开展的活动，2008-2014年将被划分为下述几个阶段： 
• 短期活动（2008 - 2009年）； 
• 中期活动（2010 - 2011年）； 
• 长期活动（2012 - 2014年）。 

6.5 该组高度赞赏WG-WSIS第12和13次会议输入文稿中被称为2014年前国际电联落实

WSIS各项活动“路线图草案”的文件。会议在赞赏该文件的同时认为，这是对国际电联各

部门活动的有益汇总，将有助于实现本报告中提及的行动方面目标。 

6.6 WG-WSIS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如下： 
• 工作组认为理事会2007年会议第1282号决议中提及的路线图应是一份动态文件，并

应定期更新，特别是在举办了国际电联的制度化活动与WSIS相关活动之后； 
• 应将连通世界、全球网络安全议程等举措纳入该路线图；  
• 应在该路线图的时间框架内提及C2行动方面的目标完成日期为2012年； 
• 国际电联应制定在国际电联做为促进方的行动方面中可以衡量的目标。为此，建议

从具有相关指示和可衡量性指标的WSIS C2行动方面开始。请参见第8号决议（2006
年，多哈，修订版）和第131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 

• 为加强与联合国大家庭其它组织的合作，在UNGIS框架内，根据《突尼斯议程》的

呼吁，请国际电联秘书长向其它行动方面的推进方建议，请其起草已为其相关行动

方面确定了目标的类似路线图，鼓励UNGIS根据理事会2007年会议第1282号决议制

定2015年前落实WSIS输出成果的全球路线图；  
• 根据2008年9月15日公开磋商会议期间的讨论，该组支持行动方面不应被主题所取代

的观点。此外，该组的另一结论是，项目组合会议的进程要求提高效率和产出率。 
• 在WSIS系列活动期间国际电联成功地召开了C2和C5行动方面会议，可为良好做法的

范例。 

7 向理事会提出的有关国际电联适应其信息社会建设中所发挥作用的提案

（第140号决议） 
7.1 由于缺乏书面文稿，已请成员将文稿发至strategy@itu.int。为此成立了一个交流 
组，文稿方面的问题可通过：www.itu.int/wg-wsis 访问。 

7.2 根据两次会议上介绍的情况和进行的讨论提出了下述意见： 
• 通过提升国际电联在WSIS利益攸关方群体中的形象，提高国际电联在其作为推进方

和共同推进方领域内的知名度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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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联将成为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的促进者，为国际社会做好

最基本的基础工作。其实，国际电联秘书长提出的将实现ICT连通性目标提前至2012
年这一战略，将为广泛实现其它《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支持； 

• 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得到了WSIS利益攸关方的认可和高度赞

赏，因此现已请求国际电联作为WSIS C6行动方面的推进方。 

7.3 该组支持秘书长作为国际电联的代表，为在落实WSIS输出成果过程中强化国际合作

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7.4 该组注意到，理事会工作组在“安全性定义和术语：在ICT中的使用”和“术语：在

《组织法》和《公约》中的使用”方面的输出成果对于理事会很重要，有利于使国际电联适

应自己在信息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并请理事会各工作组向理事会WG-WSIS通报其根据

理事会2007年会议第1282号决议开展的活动所取得的进展。 

8 结论 
8.1 会议讨论了“WG-WSIS报告草案”。在辩论期间，该文件的最终版本在该会议上获

得通过。此报告可通过下述网站获取：www.itu.int/wg-wsis 。 

8.2 我谨代表WG-WSIS，特别向A. Kushtuev先生（俄罗斯联邦）和B. Blary先生表示感 
谢，A. Kushtuev先生代我主持了2008年9月25日上午召开的WG-WSIS第13次会议，B. Blary
先生在WG-WSIS工作期间主持了特设分组的各阶段工作，且他的工作为本报告做出了贡 
献。此外，我亦希望以个人的名义向所有为WG-WSIS的工作做出贡献并参与了这些工作的

成员国和部门成员致谢，同时感谢选任官员和秘书处在会议期间提供的卓有成效地协助。 

 

 

 

WG-WSIS主席 
Vladimir Minkin教授 

（俄罗斯联邦）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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