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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2021年9月1日，日内瓦 

文号： WSIS_Prizes_2022 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所有利益攸关方： 

− 各国政府 

− 私营部门 

− 民间团体 

− 学术界/技术界 

− 国际组织 

联系人： Vladimir Stankovic先生 

电话： +41 22 730 58 77 

传真： +41 22 730 63 84 

电子邮件： wsis-prizes@itu.int 

事由： 2022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评奖活动 – 资料征集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启动第11届WSIS评奖竞赛活动，并在此向各方征集资料。请在2022年

1月21日前利用在线平台（www.wsis.org/prizes）提交资料。对于在WSIS各行动方面成绩斐然

且拔得头筹的WSIS利益攸关方而言，2022年WSIS评奖活动是对其在帮助落实WSIS成果、特

别是在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的杰出表现的独特国际认可。 

WSIS利益攸关方要求创建有效机制，评估能够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蕴含的力

量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项目和活动，WSIS评奖竞赛活动应运而生。该评奖竞赛活动自创办

以来已吸引了成千上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联合国大会WSIS成果落实全面审查工作（A/70/125号决议）呼吁密切保持WSIS进程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70/1号决议）的一致，并已取得成果。在此基础上，WSIS评

奖活动已成为确定和展示在落实WSIS行动方面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涌现的成功案例的独特全

球平台。 

关于“评估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落实和后续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的联合国经社

理事会（ECOSOC）2021/28号决议重申了在全球层面分享最佳做法的重要性，鼓励所有利益

攸关方向作为WSIS清点工作进程（www.wsis.org/stocktaking）不可分割一部分的WSIS评奖活

动提交项目。 

根据WSIS利益攸关方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输入意见，我们不断创新以便完善竞赛

活动，突出强调所提交项目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最终胜出的十八个项目奖得主和领军项目将在2022年WSIS论坛上荣获嘉奖。获奖项目将

在《WSIS清点工作：2022年成功案例》出版物中展示，而提交的所有有关项目和活动的说明

则将在《2022年WSIS清点工作报告》中有所反映。我在此诚邀所有WSIS利益攸关方根据各项

规则和条件（见附件2），参加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的2022年WSIS评奖竞赛活动（见附件1）。 

mailto:itumail@itu.int
http://www.itu.int/
mailto:wsis-prizes@itu.int
http://www.wsis.org/prizes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ares70d125_en.pdf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ares70d125_en.pdf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m_doc.asp?symbol=A/RES/70/1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m_doc.asp?symbol=A/RES/70/1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21/28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21/28
http://www.wsis.org/stocktaking
http://www.wsis.org/forum
http://www.wsis.org/forum


2 

 

顺致敬意！ 

赵厚麟 

  



3 

 

附件 1 
 

2022 年 WSIS 评奖竞赛活动 

竞赛活动的五个阶段 

1) 第一阶段：资料提交阶段 

 2021年9月1日 – 2022年1月21日（提交资料的最后截止时间：日内瓦时间23时） 

2) 第二阶段：提名阶段，修订提交的项目，并最终形成一份名单，包含360个被提名项

目，每个行动方面类别二十（20）个项目。 

 2022 年 2 月 1 日 – 2 月 25 日（每个类别将提名二十个项目） 

3) 第三阶段：网上公开投票（确定每个类别得票数位居前五名的项目） 

 2022年3月1日 – 3月31日（投票的最后截止时间：日内瓦时间23时） 

4) 第四阶段：由国际电联专家组选出获奖项目（产生获奖项目名单） 

 2022年4月1日 – 4月15日 

5) 第五阶段：在2022年WSIS论坛期间举行的2022年WSIS评奖活动颁奖典礼上宣布获奖

者名单，并发布出版物《WSIS清点工作：2022年成功案例》，其中汇编有对18个获

奖项目和72个领军项目的进一步详细说明。 

第一阶段：资料提交阶段 

第一阶段将通过www.wsis.org/prizes公开征集2022年WSIS评奖竞赛活动的项目资料。将

在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1月21日期间，邀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向2022年WSIS评奖竞赛活动提

交WSIS相关项目。为方便处理提交资料起见，请各利益攸关方在线（www.wsis.org/prizes）填

写提交表。 

竞赛活动向所有利益攸关方、代表政府、私营部门、国际和区域性机构、民间团体和学

术界的实体开放。针对每个类别同一实体只能提交一个项目。请各利益攸关方在WSIS评奖活

动网站查询项目资料提交规则和提名标准。鼓励所有WSIS利益攸关方提交各自认为应得到表

彰和推广的ICT项目，项目提交方不一定是项目拥有方。 

第二阶段：提名阶段。由专家组对提交的项目进行审议 

在第二阶段，将根据项目申报奖项规则和提名标准对项目进行审议。该阶段的工作成果

是将于2022年3月1日公布的提名项目名单（每个类别20个项目）。专家组由从事WSIS成果落

实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该组的结论为最终结论，不接受申诉。 

所有提名项目均将成为《2022 年 WSIS 清点工作报告》的一部分。《WSIS 清点工作报

告》系列在国际电联书店有售。 

第三阶段：网上公开投票 

第三阶段将向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在线机制，以便他们均有机会参加 2022 年 WSIS 评奖

竞赛活动。提名项目名单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对外公布，WSIS 利益攸关多方群体将应邀通

过 www.wsis.org/prizes 参与投票。 

投票的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投票的最后截止时间：中欧夏令时 23 时）。将

通过投票程序最终确定五个项目，即 WSIS 各利益攸关方对其项目描述点赞/投票最多的五个

http://www.wsis.org/prizes
http://www.wsis.org/prizes
http://www.itu.int/pub/S-POL-WSIS.REP-2016
http://www.wsis.org/prizes
http://www.wsis.org/prizes2015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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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鼓励投票人仔细阅读项目介绍并在投票时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应严格遵守

www.wsis.org/prizes 上公布的投票规则。 

第四阶段：遴选获奖项目 

在第四阶段（2022 年 4 月 1-15 日），专家组将对每个类别得票前五名的项目进行深入

分析，并从每个类别选出一个获奖项目，同时考虑到项目的规模及其对于 WSIS 成果落实工

作的影响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该阶段的工作成果将是一份仅在 2022 年 WSIS 论坛期

间对外公布的 18 个获奖项目名单。专家组的结论为最终结论，不接受申诉。获奖项目选定

后将立即联系该项目的联系人。请注意，获奖项目将冠以“获奖者”称号，WSIS 各行动方

面类别中紧随其后的四个项目将冠以“领军项目”称号。直至 2022 年 WSIS 奖颁奖典礼宣布

获奖者之前，在宣传中获奖者和领军项目均被称为“领军项目”。 

第五阶段：获奖者的宣布将在 2022 年 WSIS 论坛的 2022 年 WSIS 评奖活动颁奖典礼上进行 

在第五阶段，将于 2022 年 WSIS 论坛期间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正式宣布获奖项目。更详

尽的获奖项目描述将成为《WSIS 清点工作：2022 年成功案例》电子出版物的基础。（可在

国际电联书店查询《WSIS 清点工作：成功案例》系列）。 

欲了解以往历届WSIS评奖竞赛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wsis.org/prizes门户网站。

如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请与WSIS负责团队联系：wsis-prizes@itu.int。 

  

http://www.wsis.org/prizes上发布的投票规则
http://www.itu.int/pub/S-POL-WSIS.REP-2016
http://www.wsis.org/prizes
mailto:wsis-prizes@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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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2 年 WSIS 评奖活动规则和条件 
 

规则和条件 

（提交、提名和投票阶段） 

提交阶段标准 

1) 所有项目必须通过在线问卷调查表提交。 

2) 所提交的每个项目只能在 18 个类别中选择 1 个类别。 

3) 每个实体在每个类别下只能提交一个项目。 

4) 同一项目不可提交两次。 

5) 问卷调查表要求的所有细节应严格按照利益攸关方类别和提交模版结构填写。不完

整的提交将不予接受。需遵守问卷调查表规定的最少字数。 

6) 所有提交此竞赛的项目应涉及已完成或重点阶段结束的工作以便提供有关社会、经

济和环境影响的结果证据。 

7) 项目简述最少 150 字最多 200 字，将包括用于公众在线投票的关键信息。建议对项

目进行言简意赅的描述，以便向投票者反应相关、清晰和有吸引力的信息，突出 ICT

的构成和影响。 

8) 除了对项目的简单描述外，提交表还将在单独的框中要求提供以下信息： 

• 举例说明该项目涉及的 WSIS 行动方面与其帮助推进的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之间的联系 

• 描述项目的定性和定量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 

• 强调项目的伙伴关系活动 

• 列出主要挑战和项目的未来前景 

9) 应严格遵守项目提交截止日期。逾期提交将不被接受。 

10) 项目应以英文提交。 

11) 以往 WSIS 评奖竞赛活动的获奖项目没有资格参加此次大赛。 

提名阶段标准 

1) 提交应符合项目提交规则。模版中要求的信息应回答所有问题，并提供关于、目标

时间框架、项目附加值和重要性、结果和挑战的详细信息。问卷中要求的最少字数

应得到遵守。 

2) 应突出项目与《日内瓦行动计划》中所及 WSIS 行动方面的高度契合性。 

3) 项目描述应明确显示以下方面： 

• 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 

• 社区赋能 

• 与 SDG 的相关性 

• 模式的复制力 

• 项目的可持续性 

• 伙伴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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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IS 价值在社会中的推广 

投票阶段标准 

1) 将通过代表 WSIS 在线网络的 WSIS 利益攸关方的赞赏/项目表决挑选前五个投票最高

项目。请利益攸关方对所有 18 个类别的项目表态/投票。 

2) 只有拥有所要求的完整信息的 WSIS 清点工作平台的注册成员才能投票支持/赞赏某

个项目。信息应包含组织详细信息：名称、类型、国家和用户详细信息（用户名和

电子邮件）。 

3) 不允许实体投票支持/赞赏自己的项目。 

4) 所有注册的利益攸关方的投票/赞赏同等加权。 

5) 每个注册的利益攸关方只能投票支持/赞赏每个类别中的一个项目。 

6) 鼓励投票者投票，但不要求他们为每一类中的一个项目投票。 

7) 提交项目的协调人将在每个投票周结束时被告知投票结果的进展情况。 

8) WSIS 清点工作保留使用利益攸关方提交的实体（组织）详细信息的权利。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