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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埃及欢迎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机构和 

企业巨擘莅临顶级科技政策大会 

ICT 市场和业务增长与 ICT 最佳政策框架密不可分 

2016 年 5 月 12 日，沙姆沙伊赫 – 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监管部门高层决策者和知名企业本星期在

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会议，就 ICT 为加速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展开研讨。 

国际电联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GSR）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监管年度盛

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和私营部门 ICT 政策专家。 

会议以同行辩论、知识交流和最佳实践为主旨，并迅速成为世界 ICT 监管部门、科技企业首席

监管官、政府政策分析师和其他 ICT 主要利益攸关方日历中必不可少的活动。 

埃及国家电信管理局（NTRA）与国际电联合作于 5 月 12 日 – 14 日在沙姆沙伊赫的 Maritim 

Jolie Ville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次年会。埃及通信信息技术部部长兼国家电信管理局局长

Yasser Elkady 阁下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开幕前一天，即 5 月 11 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赞助举办以数字金融包容性主题的特别活动。2016 年大会的主题为：赋能与包容：互连世界中

智慧社会的奠基石。 

预计与会代表将超过 500 人。大会为期三天，日程内容丰富，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探讨和辩

论： 

• 人工智能、智能传感器和智能网络 

• 通向“物联网”和 M2M 的监管道路 

• 新数字平台赋权还是奴役？ 

• 隐私、委托和网络安全 

• 鼓励数字创业的战略 

大会“全球监管机构–业界对话”（GRID）环节传递出业界的重要呼声，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参与

者将藉此机会探讨如何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满足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的需求等迫在眉睫的挑

战。 

出席上午开幕式的嘉宾有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大会主席 Yasser ElKady 部长，埃及国家电

信管理局代理执行局长 Mustafa Abdul El-Wahed，和组织年度专题研讨会的国际电联电信发展

局主任布哈伊马•萨努。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在向大会致辞中指出，GSR-16 是继去年九月国际社会在纽约达成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举行的首次有关监管问题的重要会议。赵先生表示：“ICT是经济社会

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改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成果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可持续发展

的所有三大支柱 — 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 — 均需 ICT 发挥关键推动作用，并且 ICT 对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ElKady 部长突出强调了埃及视 IC 为发展动力的长期承诺。“埃及已认识到 ICT 对实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的重要作用，将通过拓宽获取知识、金融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途

径密切全球社会的联系，通过制定新政策和法规创造新的商机，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

择。”EIKady 部长进一步强调了加强 ICT 行业的国际协作、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造福全球社会

的重要性。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GDDFI-day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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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R-16 主席 Mustafa Abdul El-Wahed 在开幕词中进一步指出，ICT 服务正日益成为埃及经济的

关键组成部分。“随着 ICT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深入，埃及电信业的不可或缺性和

重要性与日俱增。过去二十年尤其如此。人们目睹了电信业务对增值业务、就业和埃及经济多

元化做出的巨大贡献，ICT 行业对创造有利环境展现的勃勃生机和作用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活

的发展”。 

今天上午，赵先生和 EIKady 部长签署一份智慧水管理新项目协议。该项目是一个试点，意在利

用 ICT 技术取代传统灌溉系统，为优化地下水管理和扩大农业用地起到示范效用。项目专家还

将就埃及西南部水资源管理向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指导意见。 

专题研讨会的首场领导人辩论会主题是“2020之后：挑战、机会和前景”，主题演讲嘉宾有

EIKady 部长，巴哈马公共事业监管和竞争管理局局长 Kathleen Riviere-Smith，埃及电子金融

董事长兼总经理 Ibrahim Sarhan，GSR-15 专题研讨会主席 Lin Mombo，埃及电信首席执行官

Tamer Abdel Aziz Shehata Gadalla，以及 OneWeb 法律和法规事务副总裁 Kalpak Gude。电信

发展局主任布哈伊马•萨努担任本场辩论会主持。 

萨努先生说：“世界在变化，一切事物彼此相连。因此，所有行业共聚一堂开展包容性对话，面

对新机遇，解决新问题，这比以往更有必要。我们需要建立协作政策和法规框架，充分利用数

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造福全世界人民。确保数字金融的包容性是当今数字世界的第一要务。” 

5 月 11 日，国际电联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金融包容性联盟（AFI）、埃及政府和其他

伙伴联合举办题为数字金融包容性全球对话的会前活动。会议的核心是推动全世界电信和金融

服务监管部门之间关于数字金融服务（DFS）促进金融包容性的政治对话。 

作为对国际电联数字金融服务焦点组围绕监管问题开展的技术性探讨的补充，各国监管部门就

如何对照国际最佳实践制定监管清单交流经验。与会者就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

问题展开辩论，例如，在加速推广移动金融服务的同时，如何保证市场竞争，防止少数企业占

据支配地位。 

5 月 11 日活动期间还举行了 ICT 行业私营企业首席监管官会议，意在促进电信服务业和科技企

业界之间的探讨和交流，以突出大会辩论的主题。 

国际电联还主持召开监管协会特别会议，代表们借此机会进行探讨和交流，与各国同行建立联

系，密切全球监管协会之间的务实合作。 

GSR-16 将于 5 月 14 日星期六闭幕。会议将产生一系列监管最佳实践指南作为大会成果，并被

编入国际电联年度监管报告电信改革的趋势中。 

参阅 GSR-16 会议全部日程。 

阅读 GSR-16 讨论文件集 

查看 GSR-16 演讲者履历 

背景资料，包括高级别与会者讲话和全球宽带主要数据，可查阅 GSR-16 新闻室 

下载 GSR-16 照片 

观看 GSR-16 视频采访 

请在推特上跟踪此活动：#GSR16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GDDFI-day0.aspx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df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5/GSR15-Consultation.aspx
http://www.itu.int/pub/D-PREF-TTR.17-2016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Programme_Day1.aspx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Papers.aspx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GSR16-Biographies.aspx
http://www.itu.int/en/newsroom/gsr-16/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tupictures/collections/72157665779932654/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oIPNlF8P2O8BtOgDo2yWf3unhPgnQ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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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GSR-16 主页或联系： 

国际电联 

媒体关系和公共信息负责人 
Sarah Parkes 

电子邮件：sarah.parkes@itu.int 

电话：+41 22 730 6135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新闻官 
Monica Albertini 

电话：+ 20 1000 112165 

电子邮件：monica.albertini@itu.int 

埃及电信管理局 

国际电联事务处副主任 
Samar Sobeih 

电子邮件：samars@tra.gov.eg 

电话：+20 1001 450910 

在脸书上关注 ITU：www.itu.int/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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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多年前的

1865 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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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政府间

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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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GSR/Pages/GSR2016/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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