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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接实现团结：宣传套件（Advocacy kit） 
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2022年9月26日至10月14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各国将在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上团结起来，为未来数年的数字化转型确定方向， 
造福我们的地球和人类。”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不要沉睡不醒，让我们团结一致，改变方向，努力战胜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以连接实现团结

国际电联2021年理事磋商会虚拟会议
欢迎东道国罗马尼亚和国际电联秘书处提
出的组织一次完全绿色、促进性别平等和
包容性的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
的建议。1

世界信息通信技术（ICT）界领导人
将在PP-22上汇聚一堂，“以连接实现团

1 C21/13号文件：关于全权代表大会的拟议改进建议（国

际电联成员国的接入）。

结”。气候行动、性别平等和包容性是联
合国大家庭的普遍多边目标。

PP-22标志结合了罗马尼亚国旗的三
原色，显示出对“国际电联是一家”的承
诺。其元素体现了传统的罗马尼亚刺绣和
微芯片以及国际电联的三个部门：无线电
通信部门、电信标准化部门和电信发展部
门。

关键信息

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宣传套件

http://www.itu.int
http://www.itu.int/PP/2022.hpn
https://www.itu.int/md/S21-CL-C-0013/en
https://www.itu.int/en/council/2021/SiteAssets/VCC-Report-Videos/PP-22-Video.mp4#new_tab
https://www.itu.int/en/ITU-R/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R/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T/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D/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D/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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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我们越是与我们各自的相关方分享关
键信息，我们就越是团结一致！以下是一
些在与PP相关的交流中需要分享的关键信
息。

绿色

• 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互连一
起，激增的设备也是碳排放和电子废
弃物不断增加的部分原因(废弃的电气
和电子设备，如电话、笔记本电脑、
冰箱、传感器和电视）。

• ICT必须成为大幅减少碳排放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 气候变化已被联合国认定为“我们这
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PP-22东道
国协议首次包含了关于国际电联最高
管理机构会议的可持续性的条款。

• 目前国际电联正在按照《联合国2020-
2030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系统地
将环境因素纳入所有未来活动的规划
中。

• 国际电联和罗马尼亚政府的目的是将
对环境的考虑纳入PP-22的各个方面，
并请各位代表支持这些努力。

促进性别平等

• 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具有的变革性潜力
并未得到均衡分布。在所估计的29亿
尚未实现连接的人群中，多数为女性
和年轻女性。

• 不缩小数字性别差距，就无法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广义上讲，女性在互
联网接入和使用、数字技能和数字工
具的使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领域的参与以及科技行业的
领导和创业方面都依然落后。

• 在2018年全权代表大会（PP-18）的
与会者中，近十分之三是女性，高于
PP-14的十分之二。

• 在PP历史上，国际电联成员国首次选
举的担任PP-18委员会主席的女性多于
男性，达到了七分之四。

• PP-22旨在通过支持制定议程、参与、
治理、工作环境和决策方面的行动促
进实现性别平等。

• 除了在PP-22代表中至少占35%外，国
际电联秘书处的目标是支持女性积极
主持主要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 – 从
而将性别观点纳入国际电联决议和决
定的主要工作中，在PP-22之后依然产
生应有的影响。

• 将在大会前为出席PP-22的被提名女性
代表提供培训，目的是让女性代表为
在多边谈判、主持会议、做出发言和
进行决策方面发挥作用做好准备。

包容性

• 虽然74%的 #UN75调查受访者认为联
合国在应对人类集体面临的挑战方
面“至关重要”，但受访者也希望联

http://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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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合国进行创新，并在21世纪更加包容
参与者的多样性。2

• 决策者需要在所有国家和区域以及
为所有人促进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
（ICT）的接入、无障碍获取、价格可
承受性和使用，其中特别关注女性和
年轻女性、青年和老年人、边缘化和
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原住民和残
疾人。

• 国际电联理事会2021年会议批准了国
际电联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残疾人和
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获取政策。

• 当今世界大约有18亿10至24岁的青年
人，其中近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青年。

• 国际电联的“连通的一代”举措旨在
让全球青年作为平等伙伴与当今数字
变革的领导者一起进行参与，赋予年
轻人技能和机会，开拓他们对互连未
来的眼界。“连通的一代”是国际电
联通往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
之旅战略中的首要举措。

• 在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召开
之前，将于2022年6月2日至4日举行
连通的一代全球青年峰会。

感人故事

我们的一些最佳故事反映出国际电联
在绿色、促进性别平等和包容性ICT和活
动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承诺。

请在各位的社交媒体信道上使
用#Plenipot标签分享这些以及您自身的ICT
成功故事。

请通过国际电联新闻博客阅读更多故
事。

2 UN75报告：我们希望的未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联合

国

绿色

• 绿化蓝色 – 和国际电联 – 我的国际电
联

• 重新想象、重新创造、进行恢复：我
们如何让数字化转型可持续 – 我的国
际电联

• 技术部门的环境责任 – 我的国际电联

• 国际电联如何通过标准、研究等遏制
电子废弃物的激增 – 我的国际电联

促进性别平等

• 当女性掌权：来自无线电通信领域领
导者的智慧 – 我的国际电联

• 建立和培养女性的数字领导力 – 我的
国际电联

• 提高女性在金融技术领域的领导力 – 
我的国际电联

• 支持技术领域性别平等的新工具：赵
厚麟 – 我的国际电联

包容性

• 连通的一代愿景委员会：加大年轻人
的声音，促进数字包容性 – 我的国际
电联

• 从对话到包容性领导：ICT – 和国际电
联 – 如何推进UN75调查优先事项 – 我
的国际电联

• 技术与老年人：数字时代的老龄化 – 
我的国际电联

• 关于数字青年的《国际电联新闻杂
志》

http://www.itu.int
https://www.itu.int/generationconnect/generation-connect/
https://www.itu.int/generationconnect/generation-connect-youth-summit-2022/
https://www.itu.int/hub/
https://www.un.org/en/un75/presskit
https://www.un.org/en/un75/presskit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4/22/16/13/Greening-the-Blue-ITU-sustainability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4/22/16/13/Greening-the-Blue-ITU-sustainability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6/04/07/21/Reimagine-recreate-restore-sustainable-digital-transformation-World-Environment-Day-2021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6/04/07/21/Reimagine-recreate-restore-sustainable-digital-transformation-World-Environment-Day-2021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6/04/07/21/Reimagine-recreate-restore-sustainable-digital-transformation-World-Environment-Day-2021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4/23/07/45/Technology-environmental-duty-Malcolm-Johnso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10/13/19/26/World-Standards-Day-2020-ITU-stemming-e-waste-surge-with-standards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10/13/19/26/World-Standards-Day-2020-ITU-stemming-e-waste-surge-with-standards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5/28/07/49/Wisdom-women-radiocommunication-leaders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5/28/07/49/Wisdom-women-radiocommunication-leaders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3/08/10/34/Building-nurturing-women-digital-leadership-Doreen-Bogdan-Marti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3/08/10/34/Building-nurturing-women-digital-leadership-Doreen-Bogdan-Marti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9/13/13/40/Women-leadership-fintech-FIGI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9/13/13/40/Women-leadership-fintech-FIGI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8/04/13/32/Tools-ICT-gender-equality-WSIS-repository-women-in-tech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8/04/13/32/Tools-ICT-gender-equality-WSIS-repository-women-in-tech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4/14/16/07/Generation-Connect-youth-digital-inclusio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4/14/16/07/Generation-Connect-youth-digital-inclusio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4/14/16/07/Generation-Connect-youth-digital-inclusio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09/24/09/20/UN75-inclusive-leadership-survey-priorities-Houlin-Zhao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09/24/09/20/UN75-inclusive-leadership-survey-priorities-Houlin-Zhao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09/24/09/20/UN75-inclusive-leadership-survey-priorities-Houlin-Zhao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2/08/17/18/Technology-older-persons-ageing-digital-era-Malcolm-Johnson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1/02/08/17/18/Technology-older-persons-ageing-digital-era-Malcolm-Johnson
https://www.itu.int/en/itunews/Documents/2021/2021-06/2021_ITUNews06-en.pdf
https://www.itu.int/en/itunews/Documents/2021/2021-06/2021_ITUNews0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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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如何提供帮助

此处是国际电联秘书处、东道国、成员国和代表在大会前、会中和会后使PP-22尽
可能绿色、促进性别平等和具有包容性的一些方法。

绿色 促进性别平等 包容性

国际电联 
秘书处

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数字

屏幕取代印刷标牌，并考

虑印刷品对环境的影响。

尽量减少纸张的使用。

向所有利益攸关方传达绿

化目标。

创建绿色活动网页，包

括“可持续参与者”指

南。

利用远程参与服务和当地

工作人员，减少航空旅

行。

测量与重大活动有关的温

室气体排放。

国际电联将在其年度温室

气体清单中抵消工作人员

的航空旅行排放。

在PP-22之前，为女性代表制

定并实施培训计划，例如谈

判和主持技巧。

在活动之前、期间和之后跟

踪和报告基于性别的参与情

况（男性、女性、其他，不

愿实说）。

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安全和包

容的环境（国际电联的零容

忍政策），免受骚扰、性别

歧视或歧视。

改善国际电联秘书处和支持

服务部门的性别平衡情况，

包括提名女性担任委员会秘

书（候补秘书）。

为国际电联选任官员准备发

言要点，以展示强烈的政治

意愿。

采访女性榜样，为工作中的

幕后女性策划具体的照片报

道。

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座位

计划以实现座次上的性别平

衡。

报告促进性别平等的PP-22计
划的落实情况，并为今后的

国际电联大会提出经验教训

和下一步措施。

为网络广播提供字幕。

以国际电联的六种语文为所

有视频添加字幕。

使PP在ICT方面完全无障碍（

网站、网络广播、视频、文

件等）。

为国际电联选任官员准备发

言要点，以展示与青年有关

的强烈政治意愿。

跟踪和报告青年代表的参与

情况。

采访并突显致力于数字发展

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

轻领导人。

http://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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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促进性别平等 包容性

东道国 
罗马尼亚

优先选择当地和时令食物

和饮料。

提供令人兴奋的素食选

择。

租赁而非购买材料。

提倡对不使用的房间和设

备采取断电政策。

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并适

当回收不同类别废弃物。

尽量减少瓶装水和其他一

次性产品。

提供优惠的公共交通票，

提供到会场的步行路线，

提供电动巴士作为代表班

车。

在会场步行距离内提供具

有良好可持续发展资质的

酒店选择。

考虑抵消会议活动的排

放。

将绿化目标告知所有活动

利益攸关方、供应商和合

作伙伴，并要求他们支持

这些努力。

为女性提供安全的住宿、交

通和与大会相关的场所。

收集和公布关于当地工作人

员性别平衡的数据和统计资

料。

会场的物理布局和设施应有

助于鼓励女性参与 – 例如，

独立的浴室、相同的数量以

及与主会议室的相同距离。

在贵宾室附近设置女厕所。

在与媒体的互动中宣传促进

性别平等的PP-22。

为行动不便的人士提供无障

碍环境（例如，利用坡道进

入大楼和登上主席台）。

提供大会的无障碍ICT应用程

序，以亦帮助所有代表辨清

会场周围的方向。

提供一个无障碍ICT会议场

所。

邀请来自大学和青年网络的

当地青年参与。

与当地青年艺人和有影响力

的人一起组织社交活动。

（续） 

http://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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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促进性别平等 包容性

成员国 选择最环保的出行方式参

加活动。

抵消无法避免的二氧化碳

排放，例如通过《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的“现在即实

现气候中和”平台。

避免单独的交通安排，选

择步行即可到达会场的酒

店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在招待会方面，优选当地

和时令食物，并要求使用

可重复使用的餐具，而不

是一次性用品。

避免礼品。如果礼品不可

避免，礼品和赠品最好是

虚拟的、环保的、合乎道

德规范的、本地采购的，

并且没有过度包装。向当

地慈善机构捐赠剩余的礼

品。

避免用纸。请将任何

活动宣传手册发送至

ppelections@itu.int，以便

发布在PP-22网站上。

通过提名更多女性担任大会

筹备和领导职务，如委员会

主席和代表团团长，鼓励女

性在PP-22期间及之后更多地

参与和积极发挥领导作用。

促进男女在代表团中的平等

代表性。

将ICT用于赋予女性能力和弥

合性别数字鸿沟纳入政策性

发言中。

将性别观点纳入尽可能多的

决议的主要工作中，并修订

第70号决议（将性别平等

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工

作）。

派出包括青年在内的、具有

包容性的成员国代表团。

与年轻代表一起并为他们组

织会外活动、几代人之间的

对话、讲习班等。

邀请成员国的连通的一代青

年特使加入。

（续） 

http://www.itu.int
https://offset.climateneutralnow.org/AllProjects
https://offset.climateneutralnow.org/AllProjects
https://offset.climateneutralnow.org/AllProjects
https://offset.climateneutralnow.org/AllProjects
https://www.itu.int/generationconnect
https://www.itu.int/generation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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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会

在您的日历上做出标记：以下日期是突显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在筹备期间在促进性
别平等、绿色和包容性方面取得的进展的理想日期。

促进性别平等 绿色 包容性

五月 22 –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7 –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六月 5 – 世界环境日

8 – 世界海洋日（教科文组织）

2-4 – 连通的一代全球青年峰会

七月 15 – 世界青年技能日

八月 12 – 国际青年日

九月 7 – 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

25 – 世界海事日

更多资源

以下背景资料以国际电联的6种语文提
供：

• ICT的无障碍获取（itu.int）

• 弥合性别鸿沟（itu.int）

• 气候变化（itu.int）

• 为ICT设备创造循环经济（itu.int）

绿色 促进性别平等 包容性

代表 不使用时关闭设备和照明

灯。

使用节能设备（例如，

用笔记本电脑取代台式

机 ） 。

避免打印，并考虑取消使

用纸质名片。许多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支持自动更新

的数字名片。

利用整个会场的回收站。

选择足迹最低的交通工

具，抵消航空旅行产生的

排放。

自带可在饮水机上重复使

用的水杯（或在国际电联

现场书店购买）。

推动在PP-22的演讲、政策性

发言、决议和决定中将性别

平等观点纳入主要工作。

通过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安全

和包容的环境，为所有与会

者提供一次没有骚扰、性别

歧视和歧视的大会活动。

为女性提供空间，加强她们

在决策进程和交谊联络中的

影响力。

心系可能有残疾或具体需求

的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充分

参与PP-22的日程。

支持包容性数字社区的发

展，并将无障碍数字化纳入

主要工作中。

对年轻代表给予指导。

在PP-22的演讲、政策性发

言、决议和决定中推进包容

性并将青年纳入主要工作。

吸引全球青年进行参与，鼓

励他们作为平等的伙伴与当

今数字化变革的领军人物一

起参与进来，为年轻人提供

技能和机会，拓宽他们关于

互联未来的眼界。

（续） 

http://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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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backgrounders/Pages/e-was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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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套件

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 连通2030年 – 将所有人与更美好世界
连接一起的议程（itu.int）

• 国际电联的资金从何而来？

• 国际电联所有背景资料

仅以英文提供：

• 国际电联播客，包括无障碍获取、气
候变化和性别平等：播客（itu.int）

• 衡量数字发展：2021年的事实和数字
（itu.int）

绿色：

• 环境和气候变化（itu.int）

• 国际电联环境可持续性的报告，包括
联合检查组的建议

• 国际电联环境可持续性声明

• 关于全权代表大会的拟议改进建议

促进性别平等：

• 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
工作、促进性别平等并通过信息通信
技术增强女性权能

• 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
工作、促进性别平等并通过电信/信息
通信技术增强女性权能

• 国际电联与第70号决议（2018年，
迪拜，修订版）相关的活动，包括国
际电联性别平等和主流化（GEM）政
策。

包容性：

• 青年、创新、学术界（itu.int）

• 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增强青年的
权能（第198号决议（2014年，釜
山 ） ）

• 青年战略，2021年及未来的路线图，
国际电联青年战略草案

联合国资源：

联合国2020-2030年可持续发展战略

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简介

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每四年举办一
次，来自本组织193个成员国的代表届时
会汇聚一堂，监督全球无线电频谱的划
分，信息通信技术（ICT）网络和业务全
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并努力促进服务不足
社区的数字包容性。该大会还旨在制定国
际电联的总体政策，通过四年期的战略规
划和财务规划，并应国际电联成员的要求
研究解决关键的ICT问题。

此外，大会还选举国际电联的下一任
秘书长、副秘书长、无线电通信部门、电
信标准化部门和电信发展部门各局的主
任，以及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委员。全权
代表大会还会选出组成下一届国际电联理
事会的理事国，理事会在两届全权代表大
会之间作为国际电联的管理机构行事。

ITU出版物
国际电信联盟

Place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Switzerland

瑞士出版，日内瓦， 2022

ITU Disclaimer: https://www.itu.int/en/publications/Pages/Disclaim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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