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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WTDC-17区域
性举措的状态更新

2021年，亚的斯亚贝巴

亚太区域筹备会议
2021年3月9-10日

请在线参会！



关于BDT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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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可分类为：

多区域项目 区域项目 国家项目



国际电联项目的资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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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资金
（来自合作伙伴或第三方/捐助方）

自愿捐款
（来自合作伙伴或第三方/捐助方）

ITU ICT发展资金
（ICT-DF）

理事会分配的、用于
支持WTDC-17区域性

举措的资金

项目

• 国际电联不是一个资助实
体，而是联合国的一个专
门机构和执行机构。

• 项目的范围和规模取决于
受益者和合作伙伴筹集资
金支持的能力。



关于来自合作伙伴的实物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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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实物捐助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即个人或法人免费向某个实体提供工作、
物品或服务。

• 自愿实物捐助可以采取若干形式。如果这些自愿捐助是巨大的、可量化的和
可衡量的，则可以通过国际电联的会计系统对其进行估值。

• 它们可以表示为：
• 工作捐助：志愿者工作、公共或私营组织提供的工作人员、在项目管理上花费的无薪
酬时间；

• 资产捐助：将全部所有权归还给项目的任何财产；

• 服务捐助：提供房舍、设备、免费提供服务。

• 当它们成为项目资产的一部分时，免费收到的物品将按其市场价值进行记录。

• 免费收到的物品的市场价值与正常市场条件下应支付的价格相对应。

• IPSAS规则强制要求，必须提供有关自愿实物捐助的信息。



关于WTDC区域性举措（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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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性举措（RI）：

• 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上通过；

• 在2010年于海得拉巴举行的第五届WTDC上引入了RI；
• 通过伙伴关系和筹措资源实施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项目，来解决特定的信息通信
技术优先问题；

• 在WTDC-17上通过的当前的RI周期涵盖2018年至2021年的实施期；

• 每项区域性举措均开展和实施一些项目来满足所在区域的需求。

• 国际电联在其双重职责范围内支持实施RI，即国际电联作为：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 联合国开发系统下负责项目实施的一个执行机构。

• 国际电联还可以支持筹措财政资源：

• 通过ICT-DF资金和理事会分配的资金提供种子资金，来支持实施WTD-17 RI（RI资金）；

• 促进寻求来自第三方的资金安排（资源筹措）。



国际电联用于共同资助RI的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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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详情 来自合作伙伴的捐助

国际电联
运营计划

（OP）

• 国际电联正常预算。BDT管理层每年根据ITU-D优先主
题来确定；

• OP支持的活动可能会带来未来的项目；

• 行动通常在5k到30-50k之间。

OP活动不需要合作伙伴，但
也欢迎来自合作伙伴的捐助

以增加影响

国际电联信息通
信技术发展资金

（ICT-DF）

• 与至少一个合作伙伴共同资助项目的资源；

• 项目应至少包括一个来自LDC、SIDS、LLDC和转型中经
济体的国家；

• 项目处置方案应归为与ITU-D优先主题相关的特定类别

合作伙伴预计将承担预期项
目成本的75％。

注意：特殊情况下，ICT-DF可能会提
供25％以上的资金。

理事会分配用于
支持WTDC-17
区域性举措的
资金（RI资金）

• 理事会2018年分配的资金用于提供种子资金，以支持
与WTDC-17区域性举措相关的项目；

• 2018年至2021年期间，将为项目拨款500万瑞士法郎。

理想情况下，合作伙伴有望
承担预期项目成本的50％。



重点关注有关ASP的WTDC-17区域性举措

RI 简称 区域性举措

ASP1 LDC、SIDS和LLDC 研究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包括太平洋岛国）及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ASP2 电子服务和数字包容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支持数字经济和具有包容性的数字社会

ASP3 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 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提高数字连通性

ASP4 政策和规则 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

ASP5 网络安全 为营造安全且适应性强的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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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区域的项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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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亚太地区正在进行的国际电联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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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国家和区域项目集

资金（以千瑞士法郎为单位）
2021年2月1日更新

项目 合作伙伴捐助
国际电联

资金
合计

（瑞士法郎）

国家项目 2 2,896.7 2,896.7

区域项目 4 1,138.9 222.0 1,360.9

合计 6 4,035.6 222.0 4,257.6
68%

32%

ASP中正在进行的项目：
国家项目和区域项目（按项目预算划分）

National Regional国家项目 区域项目



自2018年起签署的有关ASP中国际电联项目的详细信息
（ WTDC-17行动计划的实施：国家项目和区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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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优先主题 状态 外部资金
国际电联资

金

总的项目预

算
国家 激活的主RI

2018年ITU-NBTC培训计划 能力建设 已关闭 38.8 38.8 泰国 RI2. 电子服务和数字包容

亚太地区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 政策和规则 关闭中 203.3 203.3 区域 RI 4. 政策和规则

2019年ITU-NBTC培训计划 能力建设 关闭中 31.0 31.0 泰国 RI2. 电子服务和数字包容

金融包容性全球举措（FIGI）
在中国国家层面的实施

数字服务 进行中 202.5 202.5 中国 RI2. 电子服务和数字包容

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农村创业、

投资和贸易
数字服务 进行中 2,694.2 2,694.2 巴布亚新几内亚 RI1. SIDS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支持数字经济和

具有包容性的数字社会
数字服务 进行中 141.6 141.6 区域

RI2. 电子服务和

数字包容

促进基础设施发展，

提高亚太地区数字连通性
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 进行中 219.5 219.5 区域

RI 3. 网络和数字

基础设施

亚太地区在线儿童保护（COP） 网络安全 进行中 248.1 44.4 292.5 区域 RI 5. 网络安全

实施2020-2021年的ASP RI 多个 进行中 529.7 177.6 707.3 区域 RI 1-5.

ASP中总的项目 4,308.7 222.0 4,530.7

资金（以千瑞士法郎为单位）
2021年2月1日更新



在本周期中实施的、在2018年前签署的有关ASP中项目的详细信息*
（ WTDC-17行动计划的实施：国家项目和区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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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优先主题 状态 外部资金
国际电联资

金

总的项目预

算
国家 激活的主RI

亚太地区应急通信 应急通信 已关闭 155 155 ASP RI 5. 也有助于ASP RI 1

太平洋岛国的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已关闭 145 145 ASP RI 5. 也有助于ASP RI 1

频谱管理总体规划与频谱管理的
国别援助

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 已关闭 380 380 ASP RI 3

为太平洋岛屿开发卫星通信能力和

应急通信解决方案
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 关闭中 90 452 542 ASP RI 1.也有助于

其他ASP RI

防止太平洋岛国滥用电话号码的能力建设 网络安全 关闭中 145 145 ASP RI 5

*这些项目未包括在总的摘要中，因为项目协议是在上一个周期中签署的。项目实施已在该周期中完成。

资金（以千瑞士法郎为单位）

2021年2月1日更新



惠及ASP的多区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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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标题 主题

2GLO16081 利用大数据衡量信息社会 信息通信技术统计和指标

2GLO18094 完善旨在拯救生命的国家应急通信计划和协调 应急通信，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GLO20105 国际电联数字创新中心（I-CoDI） 数字包容、创新、技术和网络发展

9GLO13072 针对非传染性疾病（NCD）联合项目的移动卫生（mHealth）工作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9GLO20103 信息通信技术协作政策和规则 监管和市场环境

9GLO20107 COVID-19“信息流行病”管理 数字包容

9GLO15077 eMCM通信管理硕士 能力建设

COEGLO001 通过高级培训中心（CoE）加强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国际电联分配给ASP区域RI的资源（以千瑞士法郎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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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以千瑞士法郎为单位）
2021年2月1日更新

通过国际电联捐助筹集的资金总额（以千瑞士法郎为单位）

国际电联资金来源 多个 ASP-1 ASP-2 ASP-3 ASP-4 ASP-5 总的分配资
金

OP行动 145.4 140.0 89.7 92.0 467.1
项目 770.0 2,910.5 719.0 160.3 4,559.8
RI项目 329.4 329.4

合计 770.0 3,055.9 140.0 808.7 581.6 5,356.3

国际电联资金来源
外部现金 ITU ICT-DF OP和RI资金

总的国际电
联资金

总的项目资
金

OP预算 467.1 467.1 467.1
常规项目 4,359.8 200.0 200.0 4,559.8
RI理事会大概资金 279.4 50.0 50.0 329.4
合计 4,639.2 717.1 717.1 5,356.3



结束语

• 在过去的WTDC-14周期中，有5个RI项目是为ASP而开发，项目金
额为150万瑞士法郎，有10个为国家项目，项目金额为120万瑞士
法郎。

• 在当前的WTDC-17周期中，有5个RI项目在开发，项目金额为150
万瑞士法郎（与上一周期没有任何变化），有4个为国家项目，
项目金额为290万瑞士法郎，比上一周期的资金增长了2倍。

• 我们对各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NBTC-泰国）和其他合作
伙伴为ASP地区各项目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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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update of projects and 
WTDC-17 Regional  Initiatives

项目和WTDC-17区域
性举措的状态更新

2021年3月9-10日

请在线参会！

2021年，亚的斯亚贝巴

亚太区域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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