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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发展局（BDT） 
 

文号： BDT/DDR/Circular/020 号通函 日内瓦，2013年12月10日 

   致： 

– 国际电联各成员国主管部门 

– ITU-D 部门成员 

抄送： 

– TDAG正副主席 

– ITU-D第1和第2研究组正副主席 

–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 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事由： 2014-2018 年 ITU-D 各研究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的正副主席候选人 

  

 

尊敬的先生/女士， 

按照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第6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为帮助WTDC任命各研

究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的主席/副主席起见，现鼓励成员国和ITU-D部门成员向电信发展

局（BDT）主任提出候选人。 

如贵主管部门/组织希望提出ITU-D研究组或TDAG的主席或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或支持现任

的主席或副主席，请于2014年2月2日之前将相关个人的姓名和重点说明其资格的履历发送与我，

我将不胜感激。 

一俟收到提名候选人的姓名和履历，我们将尽快以原文在网站上公布：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WTDC/WTDC14/Pages/candidates.aspx。 

根据WTDC-10第61号决议第5段，“从WTDC-10开始计算任期，不溯及以往”，所有现任正副

主席均有再任一届的资格。附件1列出了TDAG和两个研究组的现任正副主席名单。 

特提请您注意WTDC-10第61号决议中，有关正副主席的任命程序（见本函附件2）。此外

WTDC-10第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修订版）第2段规定，“世界电信发展大会须主要根据

候选人在相关研究组所审议的事项及必要管理技能方面所具有的公认能力，任命主席和副主

席。” 

《公约》第242款规定，“…世界电信发展大会须为每一研究组任命主席和一至多名副主席。

在任命正副主席时，须特别注意对能力的要求和按地域公平分配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参

与的必要性。”  

mailto:itumail@itu.int
http://www.itu.int/itu-d
http://www.itu.int/en/ITU-D/Conferences/WTDC/WTDC14/Pages/candidat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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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收到您的提名候选人资料。我还鼓励您进一步开始考虑未来研究组各课题报告人与副

报告人的可能提名人选。 

顺致敬意 

[原件已签] 

主任 

布哈伊马•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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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TDAG 和 ITU-D 研究组的正副主席名单 

第1研究组 

主席 副主席 

Roxanne McElvane（美国）  

 Regina Fleur Assoumou Bessou（科特迪瓦） 

 Blanca Gonzalez（西班牙） 

 Muwaffaq Abu Aqola  （约旦），2013年由Wesam 

Al-Ramadeen（约旦）替代 

 Kirill Balov（乌兹别克斯坦）已辞职，2013年提议

由Alisher Fayzullaev（乌兹别克斯坦）替代 

 María Dolores Peña（委内瑞拉） 

 Nguyen Quy Quyen（越南） 

第2研究组 

主席 副主席 

Mokrane Akli （阿尔及利亚）  

 Petko Kantchev（保加利亚） 

 Eduardo Evertz（多米尼加共和国）已辞职，正等待

替代人选。  

 Evgeny Bondarenko（俄联邦） 

 Abdoulaye Kébé（几内亚） 

 Vahid Salman（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ustafa Ahmed Ali（苏丹） 

TDAG 

主席 副主席 

Vladimir Minkin （俄联邦）  

 Roxanna McElvane（美国）（第1研究组主席） 

 Mokrane Akli（阿尔及利亚）（第2研究组主席） 

 Rufat Taghyzadeh（阿塞拜疆） 

 Sayed-Khaiyum Aiyaz（斐济） 

 Dominique Würges（法国） 

 Fabio Bigi（意大利） 

 Bohyun Seo（韩国） 

 Víctor Manuel Martínez Vanegas（墨西哥） 

 Ernest C.A. Ndukwe（尼日利亚） 

 Elisabeth Nzagi（坦桑尼亚） 

 Mohamed Al Muathen（阿联酋） 

 Doreen McGirr（美国） 

 
  



– 4 – 

附件2  WTDC第6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研究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 

正副主席的任命及最长任期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2010年，海得拉巴），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公约》第209款规定成立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各研究组； 

b) 《公约》第214款及其它相关条款说明了研究组的工作性质； 

c) 有关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的条款已纳入《公约》第17A条； 

d) 《公约》第242款要求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任命研究组的正副主席，同时顾及个人能力和平等

的地域分配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1更有效参与的需要； 

e) 本届大会第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修订版）第2段含有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上任命各

研究组正副主席的导则； 

f) 任命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正副主席的程序及对资格的要求总体上应遵循任命研究组正

副主席的程序和资格要求； 

g) 国际电联的总体相关经验，特别是ITU-D的相关经验对于TDAG的正副主席而言具有特殊价

值； 

h) 《公约》第244款描述了在两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之间的某个时间替换不能履行职责的研究

组主席或副主席的程序； 

i) 《公约》第215I款规定，TDAG须“通过自身的、与世界电信发展大会通过的工作程序相一致

的工作程序”； 

j) 在任期方面规定具体时限有助于定期进行思想上的吐故纳新，同时为任命来自不同成员国和

部门成员的研究组正副主席和TDAG的正副主席提供机会， 

顾及 

a) 研究组和TDAG的正副主席最长任期约为八年能够确保合理的稳定性，同时又为不同个人担

任这些职务提供机遇； 

b) 第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修订版）第9.1段指出，研究组的管理班子应至少由研究组

的正副主席、工作组的正副主席和正副报告人组成； 

c) TDAG的管理班子应至少包括TDAG正副主席和TDAG工作组的正副主席， 

做出决议 

1 ITU-D研究组正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和TDAG正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应根据本决议附件1中的程

序及本决议附件2中的资格任命； 

2 应确定研究组正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以及TDAG正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同时顾及，世界电

信发展大会将从有利于相关组的高效和有效管理及运作的角度出发，任命主席和必要数量的副主

席； 

3 有关研究组正副主席和TDAG正副主席职位的提名材料应附有概括说明被推荐人资格的简

历，而且电信发展局主任会将这些简历向出席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的各代表团团长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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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正副主席的任期均应予以限制，以便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结束时终止他们业已担任了七年

以上的职务； 

5 从WTDC-10开始计算任期，不溯及以往。 

_______________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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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附件1 

           ITU-D各研究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 

正副主席的任命程序 

1 通常，需要填补的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之前即已公布。 

a) 为帮助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任命主席/副主席，应鼓励成员国、ITU-D部门成员及相关研究组或

TDAG至少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开幕的三个月前向电信发展局（BDT）主任表明合适的候选

人。 

b) BDT主任将根据收到的建议向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散发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应附有本决议

附件2中所述的表示每个候选人资格的说明。 

c) 应请各代表团团长根据此文件和收到的任何相关意见，请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期间的合适时

间，经与BDT主任磋商，制定一份指定的研究组正副主席汇总名单，并以文件形式提交世界

电信发展大会最后批准。 

d) 在起草汇总名单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当同一个主席职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力相当的候选人

时，应优先考虑那些来自拥有最少的指定的研究组和TDAG主席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出的

候选人。 

2 无法在上述范围内考虑的情况将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上进行个案处理。 

例如，如果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研究组，则需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上开展讨

论并做出任命。 

3 这些程序应适用于TDAG在相关授权权限内（见本届大会第24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

修订版））进行的任命。 

4 在两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之间出现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空缺时，应根据《公约》第244款进

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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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附件2 

主席和副主席的资格 

《公约》第242款规定： 

“……在任命正副主席时，应特别注意对能力的要求和按地域公平分配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更有

效参与的必要性。” 

在首先考虑以下资格的同时，应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正副主席职位方面有适当的代表性。 

在能力方面，下列资格对于任命研究组的正副主席似乎尤其重要： 

– 知识和经验； 

– 参加相关研究组工作的连续性； 

– 管理技能； 

– 时间保障2； 

– 积极参加研究组的活动， 

下列资格对于任命 TDAG 的正副主席似乎尤其重要： 

– 知识和经验； 

– 参加国际电联总体活动、特别是ITU-D活动的连续性； 

– 管理技能； 

– 时间保障2。 

BDT 主任散发的（候选人）个人简历资料应特别提及上述资格。 

_______________ 

2在任命研究组和TDAG的正副主席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候选人在下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召

开之前的时间段内能否确保参加活动。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