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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WSIS 论坛迎来“ICT促发展”界最大规模的盛会 

1 700 多名国际代表在 6 月 1 日纽约启动 WSIS+10 全面审查之前云集日内瓦 

2015 年 5 月 25 日，日内瓦 – 在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召开十周年之际，来自政

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的与会者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确定推动“ICT促发展”议程

的新兴发展趋势、全新的工作重点和创新，同时深化 ICT 作为可持续发展推动力量的影响。 

2015 年 WSIS 论坛活动（5 月 25-29 日）由国际电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和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主办并获得了联合国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

界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贸易中

心、万国邮联、联合国妇女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毒品与犯罪署和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等

姊妹组织给予的紧密配合，是世界上“ICT促发展”界规模最大的年度集会。 

WSIS 论坛是利益攸关多方协调 WSIS 相关活动、项目和举措落实的惟一全球平台。它旨在定义

协助各国和组织更加高效地利用 ICT 的力量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战略和战术。 

今年的论坛是一个多样且动态的平台，采用双轨制：高级别会议部分包括外交政策性发言和表

彰 ICT 领域的基层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的 WSIS 颁奖仪式以及部长级圆桌会议；而论坛部分包括高

级别对话、行动方面促进会议、国别和专题研讨会、知识交流和在国际电联 Montbrillant 办公

楼底层举行的展览。 

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包括：创新、无障碍获取、赋予妇女权利并使其主流化（北京+20）、可持

续发展（2015 后议程）、网络安全和 2015 年之后的 WSIS（WSIS+10）。 

预计将有来自约 140 个国家的 1 700 多名代表（其中包括 120 多位政府部长、大使和机构负责

人）参加为期一周、由约 140 节不同会议组成的活动。 

将在5月26日上午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演的嘉宾有：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频讲话） 

-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 前瞻性演讲：阿联酋电信管理局（白金级战略合作伙伴）副总局长 Majed El Mesmar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 Getachew Engida 

-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 

-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Neil Buhne 

- 瑞士（2003 年 WSIS 第一阶段的主办国）联邦通信局局长 Philipp Metzger 

- 突尼斯（2005 年 WSIS 第二阶段的主办国）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部部长 Noaman Fehri 

- 刚果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邮政、电信和信息通信新技术部（金牌战略合作伙伴）部长
Thomas Luhaka Losenjola 

- 英特尔公司（金牌战略合作伙伴）负责“World Ahead”项目的副总裁 John E. Davies  

- 非政府组织大会（CoNGO）主席 Cyril Ritchie 

- 国际商会（ICC）数字经济委员会主席 Joseph Alhadeff 

高级别会议将由波兰共和国电子通信总署主席Magdalena Gaj女士主持。演讲人的完整名单可

查阅此处。 

星期二上午举行的高级别会议还将向为落实WSIS各项目标并促进数字包容性而在项目和战略落

实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组织颁发18项WSIS项目奖。获奖者的完整名单及其项目说明可查阅此

处。 

http://www.itu.int/wsis/tunis/index.html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Agenda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PolicyStatements/
http://www.wsis.org/prizes
http://www.wsis.org/pr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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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为期五天的活动中，第二和第三天将发表140份左右的政策性发言 – 这是今年WSIS+10全面

审查背景下本次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领导人可借此机会强调其在社区层面确保

ICT可在推动发展和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承诺。 

部长级圆桌会议也是今年活动的一大特色，将有60多个国家的部长亲临会场。该节会议将提供

一个平台，就ICT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面临问题和机遇展开辩论，以强化ICT对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力。它也为讨论WSIS与2015后议程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提供了机会。由联合国机构制定并

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SDG查对表将在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UNGIS）高层会议上启动。该查

对表将持续更新，是目前致力于设计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15年后WSIS未来的外交人员可用的唯

一参考工具。有关WSIS-SDG查对表的更多信息可查阅此处。 

独特的交流和参与机遇 

26 日（星期二）、27 日（星期三）和 28 日（星期四）举行的 2015 年 WSIS 论坛高级别对话将

涵盖以下内容：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WSIS行动方面 

 让增强权能成为现实：人人均可无障碍获取 

 ICT创新促可持续发展 

 构建网络空间的信任 – 携手合作 

 通过技术增强妇女的创新能力 

有关这些主题会议及所有 WSIS 会议时间与地点的详情，请查阅此处。 

除一项日益受到人们欢迎的展览外，论坛活动还为代表们提供繁复多样的会议和活动，涵盖范

围极其广泛的 ICT 相关主题。每天下午的会议上还会发布若干参与组织的新出版物和简报。 

WSIS 议程是与各利益攸关方进行全面公开协商后形成的，共包括五个阶段，今年有 50 个国家

提交了 130 份文稿。 

远程与会是今年论坛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通过下列网站远程参加每一场会议：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About/RemoteParticipation。 

还可通过下列网站浏览实况和存档的网播主要会议：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Agenda/Webcast/Live。 

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白金级合作伙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牌合作伙伴）和英特尔公司

（金牌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和捐助，今年的 WSIS 论坛日程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今年的

论坛得到了相关合作伙伴提供的捐助，其中包括日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瑞士以及波兰、

卢旺达、ICANN、互联网协会以及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等合作伙伴的捐助。 

活动的图片可查阅 Flickr 网站：http://bit.ly/1Lzv1kY 

可在国际电联的 YouTube 频道上观看视频集锦和对重要与会者的采访：http://bit.ly/1ITsMKV 

请通过Twitter上的#WSIS了解跟踪今年WSIS论坛的所有活动并参与对话。 

# # # 

  

http://www.wsis.org/sdg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Agenda/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About/RemoteParticipation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15/Agenda/Webcast/Live
http://bit.ly/1Lzv1kY
http://bit.ly/1ITsMKV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www.itu.int/newsroom • pressinfo@itu.int • +41 22 730 6039 • twitter.com/ITU_News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媒体关系 战略和政策顾问 
Sarah Parkes Jaroslaw Ponder 

电话：+41 22 730 6135 电话：+41 22 730 6065 

手机：+41 79 599 1439 手机：+41 79 599 1405 

电子邮件：Pressinfo@itu.int 电子邮件：Jaroslaw.ponder@itu.int 

跟踪进展                 

 

国际电联简介 

国际电联是联合国负责信息通信技术（ICT）事务的主导机构，与 193 个成员国和来自 700 多

家私营部门实体和学术机构的成员一道，推进 ICT 领域的创新。国际电联成立于 1865 年，作为

负责协调无线电频谱全球共享使用、积极推进卫星轨道分配中的国际合作、努力改善发展中国

家的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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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间组织，国

际电联于 2015 年庆祝 150 周年华诞。国际电联开展宽带网络、尖端无线技术、航空和水上导

航、射电天文学、海洋监测和基于卫星的地球监测以及日益融合的固定—移动电话、互联网和

广播技术等领域的工作，图连通世界之大业。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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