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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技术展望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到 2030 年，亚太区域将与现在截然不同。由数字进步驱动的重大的、根

本性技术变革不仅将为全球范围的社会提供新的能力，而且还将继续转变人

们生活、工作和相互联系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环境

和地理空间科学方面的进步融合起来，未来前景不可限量。 

本文件有关这一技术展望。它关注两个前沿问题，即执行类似人类认知

功能的机器(也被称为人工智能)和地理空间服务经济。本文件具有三重目

的：为衡量未来增长和发展的影响确定基准情况；审议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能产生的影响；确定为发挥潜力可能需要特殊政策关注的关键因素。 

经社会不妨注意到这份报告，并且就其今后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向秘书处

提供进一步指导。 

一． 导言 

1. 由数字进步驱动的重大的、根本性的技术变革不仅为全球范围的社会提

供了新的能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相互联系的方式。随着数字

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环境和地理空间科学方面的进步融合，未来前景

不可限量。尽管过去的技术革命是以工业、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为特征

的，但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变革发生的速度之快。展望未来，显然持续的创

新进程将有所加快并增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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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件有关这一技术展望。它侧重于两个前沿问题，即执行类似人类认

知功能的机器(也被称为人工智能)和地理空间服务经济。 

3. 预计人工智能将创造范围更广的新服务、产品和价值，从而有助于推进

有关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综合举措。由于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和

解决方案即使不是每天投入市场也是每周投放市场的，并且在其早期阶段对

于影响的性质和规模的评估是初步的，但由于它为衡量亚洲及太平洋未来增

长和发展的影响确定了基准情况，因此它是很重要的。 

4. 地理空间服务经济涵盖用于收集针对具体位置的信息和观测地球的技

术、生成的空间数据、以及用于解释和分析数据的数字软件和设备。
1
  大数

据科学主要是通过利用卫星以及地理参考数据而提供基于位置的分析，从而

形成驱动力。 

5. 总之，本文件涉及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创新方面的共同之处，这些创

新已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产生明显影响。 

二． 数字和空间技术展望：基准情况 

6. 尽管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一些成员国已在应用

和开发新技术方面发展成为全球领导者，但平均而言亚洲及太平洋仍落后于

欧洲
2
  和美利坚合众国，在研究与开发、基础设施、技术就绪情况、教育系

统质量、科研机构的质量和创新方面更是这样(图一)。 

图一 

2017 -2018年全球竞争力指数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的计算是以世界银行《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数据为基础的。可

查询：https://tcdata360.worldbank.org/indicators/gci?country=THA&indicator= 

631&viz=line_chart&years=2007,2017#。(于 2017 年 2 月 7日访问)。 

注：亚太经社会的数据是以 31个国家的现有数据为基础的。 

                             

1
 波士顿咨询集团，“地理空间服务：为美国经济提供 1.6 万亿美元的增长引擎：消费者和

企业如何从基于位置的信息中受益”，2012 年 6 月。可查询： 

www.bcg.com/documents/file109372.pdf。 

2
 包括 28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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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工智能 

7. 在本区域一些国家中已显示出明显活力的新技术之一是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
3
  特别是在亚太区域制造业部门的企业已取得迅速发展。人

工智能应用的主要基础是宽带技术，以便推动实现与“物联网”相关的一系

列功能。
4
  通过与互联网相连接的传感器，可以通过设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

大数据，从而相互沟通。这些组件在聚合和整合并且获得机器学习的辅助

后，会产生协同和变革性的影响，最终产生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从而提供新

的服务，例如图二顶层所示的新服务。 

图二 

人工智能与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格局 

 

资料来源：改编自大韩民国“跨部门作业”，“为智能信息社会作好准备的中长期主

体计划：管理第四次工业革命”。可查询：

www.msip.go.kr/dynamics/file/afieldfile/msse56/1352869/2017/07/20/Master％

20Plan％20for％20the％20intelligent％20information％20society.pdf(于 2018年 3

月 5 日访问)。 

缩写：LTE，长期演进；5G：第五代无线系统。 

                             

3
 埃森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件的兴起”。可查询：www.accenture.com/us-

en/robotic-process-automation-software（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访问）。 

4
 Klaus Schwab，《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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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计在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高达 15.7 万亿美

元。其中 50％以上将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5
  据估计，到 2035 年人工智

能将使美国的增加值总额增长约三分之一。
3
  日本是所审查的唯一一个亚太

区域国家，因为其增加值总额增长将是基准情景下的三倍，而且预计到 2035

年其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将达到 34％，它将产生最显著的经济影响。另一方

面，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率较低，预计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益较低。 

9. 在这方面，2016 年全球机器人销售增长达到 16％，销售额将达到最高值

131 亿美元，
6
  这主要是由于在亚洲各国的电子产业中日益应用机器人所推

动的，
7
  并且在印度、泰国、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应用速度已超过其

他国家。中国在全球仍然占据领导地位，占总销售量的 30％，其次是大韩民

国、日本、美国和德国。 

10. 此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其政策和规划框架中明确地将信息和通信技

术(信通技术)和技术创新列为优先事项，这一点并不奇怪。例如，泰国一直

执行《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并且将重点放在下列五个方面：大数

据、数字人力、网络安全、通过扩建宽带互联互通至乡村地区而缩小不平等

差距、以及设立数字园区而实现数字变革。孟加拉国正在执行其《2021 年愿

景》和《数字孟加拉国行动计划》，从而在 2021 年之前将该国转变成为一个

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数字孟加拉国》利用信通技术为农村和服务不足

的社区交付社会服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还实施了为国内工业实

现数字技术变革的战略(所谓的工业 4.0 战略)，新加坡则启动了以智能国家

和网络安全战略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发方案。 

11. 同时，并且更令人担忧的是，仍有一些国家基本上被排斥在这一波创新

浪潮之外。秘书处初步分析了采用人工智能是如何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相

关联的。
8
  这项研究的结论表明，经济规模是应用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三)。有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往往会开展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这

一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说法。大型市场还意味着更加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例

如中国和印度)，这就表明采用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更大。 

                             

5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带来的好处 – 人工智能对您业务的真正价值以及您将如

何对其加以应用？”，2017 年。可查询：

www.pwc.com/gx/en/issues/analytics/assets/pwc-ai-analysis-sizing-the-prize-

report.pdf。 

6
 国际机器人工程学联合会，“世界机器人 2017 年工业机器人执行摘要”，可查询：

https://ifr.org/downloads/press/Executive_Summary_WR_2017_Industrial_Robots.pd

f(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访问)。 

7
 电气和电子产业包括计算机和设备、无线电、电视和通信设备、医疗设备、精密仪器和光

学仪器。 

8
 亚太经社会，“人工智能与宽带鸿沟：2017 年亚洲及太平洋信通技术互联互通的现状”

（曼谷，2017 年）。可查询：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State_of_ICT2017-

Final_16Nov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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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16年亚太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研究与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的计算是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数据为基础的，可

查询：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于 2017 年 7 月访问 )；以及 Scimago 期刊国家排名，可查询：

www.scimagojr.com/countryrank.php?category=1702 (于 2017 年 7 月访问)。 

12. 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也更有可能拥有更合格的研究人员，他们可以

为满足当地需求以更快的采用速度提供量身定制的应用程序。此外，在国内

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中，公司往往可以进入更大的市场，从而出售以人工智

能为基础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因此，预计具有人工智能能力的发达经济体将

更加富裕，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

的经济体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13. 可靠和充满活力的电信部门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基本要求。在秘书处的研

究中发现 2016 年在人工智能研究与信通技术服务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四)，而电信部门规模更大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生产率更高并且

拥有更多数量的可引用文件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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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人工智能研究与电信部门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的计算是以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

的数据为基础的，可查询： 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 

/wtid.aspx (于 2017 年 7 月访问)，以及 Scimago 期刊国家排名。 

注：赫希指数试图根据出版物总数和在这些已出版作品中引用的总数来捕捉学术生产

力和影响。在线学术研究平台、例如斯高帕斯，Web of Science 和 Google Scholar 

Citations 等，可以自动组织作者的引文并且在线计算赫希指数。 

14. 人工智能及其相关的数字创新在无处不在、可靠和具有复原力的宽带网

络上蓬勃发展。亚太经社会的研究表明，研究绩效(以赫希指数来衡量研究质

量)与宽带互联互通之间是正相关的(图四)。
8
  这可能是由于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消耗并产生大量数据流、从而需要强大的宽带基础设施这一事实而造

成的。可以从文件 ESCAP/74/15 中了解到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宽带互联互通水

平的进一步讨论情况。 

(二) 空间应用和地理空间服务经济 

15. 随着由数字驱动的创新持续加快发展，几十年来一直作为科学探索和前

沿技术的主要推动力的空间部门也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模式转变。在落实

《2030 年议程》方面具有重大变革潜力的一个具有活力的领域是下游的空间

应用。在这一领域中亚太经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获得广泛认可。通过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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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方案”以及相关的区域旱情机制，亚太经社会提供

一个区域合作平台，以推动从能力高的国家向那些自身缺乏空间技术基础设

施的低能力国家转移空间应用程序。自 2017 年以来，亚太经社会为其成员国

提供了大约 220 项卫星图像工具和产品，以促进对地震、洪灾、旱灾、台风

和气旋、山体滑坡进行早期预警、响应和损害评估。这些天基数据、产品和

服务相当于大约 100 万美元(数据、产品和服务)，并且它们是由亚太经社会

成员国借助“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方案网络”并且通过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倡议间开展合作而免费提供的。 

16. 到 2020 年，预计 500 多亿件“事物”将与互联网相连接，小型化、计算

机处理能力不间断地获得扩展、空间卫星图像与关于人类行为的大数据分析

之间的融合，这些都迅速扩充了地理空间服务经济(图五)。
9
 

图五 

空间应用于地理空间服务经济概念模式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 

17. 地理空间服务经济可被视为空间经济、数字经济和信息经济之间的交叉

领域。由于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重叠和交叉的，因此，对于这些组成部分

中每个组成部分都需要什么这一点是值得予以考虑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至

关重要的，而且反过来说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以至于三者之间的交叉领域

越来越大、并且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真正的变革

性影响。 

1. 空间经济 

18. 空间经济是指空间技术的发展。据估计，目前其价值为 3 500 亿美元，
10
   

预计在未来三十年间其价值约为 3 万亿美元，
11
  仅地球观测卫星一项就将在

                             

9
 关于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的联合国倡议，“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的未来趋势：五年至十年

的远景”，2013 年 1 月。请查询：http://dcitynetwork.net/wp-

content/uploads/2013/05/UN-GGIM-Future-Trends-Paper-Version-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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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间为这一产业贡献 3 000 多亿美元。
12 
  这一产业仍然依赖于政府

方案，估计这些政府方案每年将高达 800亿美元。
13
 

19. 截至 2017 年 8 月，在 1 738 颗在轨功能卫星中，620 颗是地球观测卫

星。与上一年相比，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发了此类服务的可持续发

展潜力，地球观测卫星增加了 66％。
14
  例如，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

展署目前正在寻求内阁批准，以建造地球观测卫星 Theos-2 号，该卫星将提

供关于水资源、天气和土地使用情况的信息，从而促进水资源管理和农耕政

策的规划和管理。
15
 

20. 同时，与其他政府主导的此类产业不同的是，空间技术商业化及其应用

的机会正在迅速增长。这导致许多初创企业和社会企业主动开发自己的低地

球轨道小型卫星，其结果是地球观测卫星的价格正不断降低。 

21.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今后 15 年间在地球观测卫星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方

面的进展最可能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产生影响。重要的是，地理空间

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将继续提高，而次区域或区域层面的数字平台则将日益

成为实时、标准化和经核实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元储存库，从而在不同系统和

数字平台之间易于整合。 

22. 1995 年，地球观测图像的最高标准是分辨率 10-20 米，而且只有通过商

业渠道才能获得。例如，现在欧洲航天局的哨兵-2 号通过全球开源平台提供

10 米分辨率。
16
  自 2014 年以来，欧洲航天局已发射了三次哨兵飞行任务，

提供质量高得多的图像和数据：昼夜、全天候和高分辨率的光学成像，用于

陆地、海洋、环境和气候服务。计划在未来五年间执行另外四次哨兵飞行任

务。
17 
  此外，中国和印度都在 2018 年 1 月发射了新的高分辨率卫星，

18
  

                                                                                       

10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摩根士丹利预测空间产业的规模将增长三倍：这里介绍了将如

何对此进行投资”，2017 年 10 月 12 日。可查询： www.cnbc.com/2017/10/12/morgan-

stanley-how-to-invest -in -1-trillion-space-industry.html。 

11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美国银行预测，空间产业的价值将在三十年间达到近 3 万亿美

元”，2017 年 10 月 31 日。可查询： www.cnbc.com/2017/10/31/the-space-industry -

will-be-worth-nearly-3-trillion-in-30-years-bank-of-america-predicts.html。 

12
 欧洲咨询公司，“将于 2026 年建成并发射卫星：世界市场调查”（巴黎，2017 年）。 

13
 欧洲咨询公司，“政府的空间方案：到 2026 年的基准、概况和预报” （巴黎，2016

年）。 

14
 关心的科学家联盟，关心的科学家联盟卫星数据库。可查询：www.ucsusa.org/nuclear-

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WnvRvVuCzcu（于 2018年 3月 5 日访

问）。 

15
 《曼谷邮报》，“航天局寻求卫星资金好吗”，2018 年 2 月 6 日。可查询：

www.bangkokpost.com/news/general/1408038/space-agency-seeks-satellite-funds-

okay。 

16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卫星地球观测的应用：服务于社会、科学和产业”，2015 年。可

查询：

http://ceos.org/document_management/Publications/Data_Applications_Report/DAR_

Summary-Brochure_Digital-Version_Dec2015.pdf。 

17
 欧洲航天局，“哥白尼项目 - 观测地球”。可查询：

www.esa.int/Our_Activities/Observing_the_Earth/Copernicus/Overview4（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访问）。 



ESCAP/74/16 

 

B18-00314 9 

中国卫星图像的分辨率为 50 厘米。
19
  孟加拉国将于 2018 年 3 月发射第一颗

卫星，以加强国家电信系统的包容性，从而在这个经常遭受自然灾害之苦的

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期间发挥重要作用。
20
 

23. 新型小型卫星或纳米卫星也正在兴起，并且使政府和公众更能负担得起

并且进一步利用地球观测。据估计，未来 10 年间将发射 6 200 颗纳米卫星，

同期总市值可以增长三倍以上，从 89 亿美元增至 301 亿美元。
21
  例如，斯

里兰卡在 2016 年 10 月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期间宣布其计划发射一颗用于地球观测的纳米卫星，而第一颗由泰国制造

的用于教育目的的纳米卫星将于 2018 年 8 月发射。许多组织甚至为公众提供

机会，使他们得以将其现成的纳米卫星送入轨道。
22
  例如，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于 2018 年 1 月发射了 31 颗卫星，其中 3 颗是纳米卫星和微型卫星，28 颗

是国际客户的卫星，这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与其商业分支“Antrix 有限公

司”之间商业安排的组成部分。
23
  除了美国全球定位系统历史上提供的服务

之外，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目前正在生成许多服务。其中包括中国的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欧洲联盟的伽利略卫星，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日本的准天顶

卫星系统，俄罗斯联邦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24. 另一项进展是，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发射其重大的空间飞行任务，这使它

们处于空间探索以及和平利用空间领域的前沿。例如，印度于 2014 年发射了

Mangalyaan 卫星，绕火星运行。
24
  它还在一次单独的飞行任务中发射了 20

颗卫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卫星。这是印度

飞行任务中发射卫星数量最多的一次，在历史上位居第三位。
25
  日本于

2014 年发射的高级大地观测卫星 2 号已经提供重要的地球观测能力，从而应

对灾害管理和全球变暖。
26
 

                                                                                       

18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测绘卫星 2 号系列”，2018 年 1 月 12 日。可查询：

www.isro.gov.in/Spacecraft/cartosat-2-series-satellite-2。 

19
 中国日报，“中国发射一对高分辨率遥感卫星”，2018 年 1月 9 日。可查询： 

www.chinadaily.com.cn/a/201801/09/WS5a547ee0a31008cf16da60af.html。 

20
 孟加拉国电信管理委员会：“发射通信和卫星广播项目的筹备职能和监督”。可查询：

www.btrc.gov.bd/bangabandhu-satellite-project（于 2018年 3 月 5 日访问）。 

21
 欧洲咨询公司，“小型卫星市场的前景”（巴黎，2017 年）。 

22
 卫报，“创新者：以 20 000 英镑建造和发射自己的卫星…”，2015 年 4 月 5 日。可查

询：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apr/05/build-and-launch-your-own-

satellite -for-20000-pounds。 

23
 经济时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启动 28 小时倒计时，将发射 31 颗卫星”，2018 年 1 月

11 日。可查询：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articleshow/62454681.cms?utm_source=conte

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24
 BBC 新闻，“为什么印度火星飞行的价格如此之低 – 令人兴奋”，2014 年 9 月 24 日。

可查询：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29341850。 

25
 半岛电视台，“印度在一次单独的飞行任务中发射 20 颗卫星”，2016 年 6 月 22 日。可查

询：www.aljazeera.com/news/2016/06/india-launches-20-satellites-single-

mission-160622104112680.html。 

26
 见：http://global.jaxa.jp/projects/sat/alos2/topics.html#topics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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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经济 

25. 数字经济在速度和能力两方面继续呈指数级增长。今天，信通技术商品

和服务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6.5％，仅在信通技术服务部门中就业人数

就有 1亿多人，在发达国家中 70％以上的人口在线购买商品和服务。
27 
 

3. 信息经济 

26. 信息经济也可被视为数据科学。由于它通过通信、数据收集、存储和处

理的融合以及形成见解，因此它与数字经济和空间经济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它可能是最具活力的方面。它是由三个重要因素驱动的。 

27. 第一个因素是所收集的数据量巨大。2013 年，据估计，全球每天生成

2.5 万兆字节的数据。
9
  数字数据量每两年翻一番，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44 泽字节(44 万亿吉字节)。
28
  天基数据是信息经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例如，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地球科学数据系统方案的档案相当于约 23.8 拍

字节的数据。
29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收集了大约 17 拍字节的地理空间数据，

估计在未来五年间将达到 50 拍字节。
30
  谷歌每天生成 25 拍字节的数据，其

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地理空间数据的领域。
31
 

28. 在此类全球范围相连接的数据中一些数据正在向公众免费提供。例如，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于 2000 年解密，以便为民用和商业用途提供更准确的服

务，而这些服务以前仅专门限于军事用途。此外，2008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将

来自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陆地卫星方案的数据(分

辨率达到 30 米)进行免费公布，这就为其在科学和发展方面的应用带来巨大

潜力。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印度地理门户网站 Bhuvan 目前也为南亚的其他国家

提供数据集。然而，总而言之，尽管取得这些积极的趋势，仍需进一步改

进，从而使亚太区域以自由和开放的方式发布技术数据。 

29. 第二个因素是数据和信息的价值持续增长，大型企业组织正在将大量资

源投资于数据和信息的存储和处理。例如，在过去一年中，微软、Alphabet

和亚马逊在数据存储和处理方面的支出增长了 22％，合并价值为 320 亿美

元。 

                             

2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17 年信息经济报告-数字化、贸易和发展（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7.Ⅱ.D.8）。 

28
 Vernon Turner。“充满机会的数字宇宙：物联网的丰富数据和日益增长的价值”， 2014

年 4 月。可查询：www.emc.com/leadership/digital-universe/2014iview/digital-

universe-of-opportunities-vernon-turner.htm。 

29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地球观测系统数据和信息系统年度标准报告。可查询：

https://earthdata.nasa.gov/about/system-performance/eosdis-annual-metrics-

reports(于 2018年 3月 5 日访问) 。 

30
 印度时报：“使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数据赚取数百万美元的机会”，2017 年 1 月 7 日。

可查询：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rend-tracking/isro-data-app-

tartup/articleshow/56388762.cms。 

31
 Ranga Raju Vatsavai 等，“在大时空数据时代的空间时间数据挖掘：算法和应用”，

《国际计算机协会空间信息专业委员会关于地理空间大数据分析的第一届国际讲习班的会

议记录》， 2012 年，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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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通过 2002 年发布的 Quantum 地理信息系统等开放源地理信息系统，过去

几年间不仅更易获取大量的地理空间数据，而且为这些地理空间数据建模也

变得更加容易。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等倡议，在一系

列专题领域提供的地理空间数据也明显增加。 

31. 第三个因素同时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是科学数据的实时性。利用机器

学习的算法实现数据处理和分类的自动化，这样做正在从大量遥感数据中实

时生成关键的信息模式。这将使决策进程发生重大转变，因为证据基础已从

传统的趋势转变为侧重于现状和不断演变的局势的动态的趋势。已经明显实

现高红利的领域是灾害风险管理领域。时间对于这个部门至关重要，并且目

前通过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卫星服务相结合的做法可以计算出高效的疏散路

线、到达受灾地区的最短路径、如何最佳分配救济服务以及为流离失所者营

地提供高效的管理。 

32. 正在真正开创无限可能的应用。第三节中列举了有关创新如何对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影响的更多实例。 

三． 通过数字和空间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3. 要实现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创新的发展潜力，就要评估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施产生的影响。下文举出一些相关实例，它们源自亚太经社会的

报告和亚太经社会工作文件。
32
  应当指出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密切相关

的，目标之间具有显著的积极溢出效应以及取舍权衡关系。为了使讨论尽可

能切合实际并重点突出，将对各个相关目标分别进行审议。 

34. 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在农业部门采用人工智能、包括图像识

别、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空间技术应用，这加强了农民和政府官员进行决策

所依据的信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图像识别解决方

案，利用一个包含 50 000 多张照片的数据库，在实地识别作物病害，其准确

率达 99％以上。
33
  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利用气象卫星所生成的数据的

物联网设备增强了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并且凭借实时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实现

精准农业，它有助于研究人员和政策官员指导农民作出关于种植和收获、灌

溉、施肥和除害剂施用的决定。此外，利用环境监测卫星所提供的现成信息

进行遥感，这可以有助于定期监测从大范围至局部地区的作物状况，从而对

于由于旱灾、洪灾或虫害对植被造成的压力进行预警。实时生成的信息是范

围广泛、深入的，这可以显著提高作物产量。 

35. 可持续目标 3 ：健康和福祉。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支持

下，卫生部门也做好准备从新的能力、见解和卫生服务的交付中受益，受益

                             

32
 亚太经社会，“人工智能与宽带鸿沟”；亚太经社会，“为利用空间应用支持《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的亚太战略：空间界塑造可持续未来的机会”，2016 年 10 月，可

查询： www.unescap.org/resources/towards-new-asia-pacifi-strategy-using-space-

applications-support-2030-agenda-sustainable。 

33
 News Mediacom，“PlantVillage：一款深度学习的应用程序可以诊断作物病害”，2016

年 10月 4 日。可查询：https://actu.epfl.ch/news/plantvillage-a-deep-learning-

app-diagnoses-crop-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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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直到最近都是难以想象的。如今，大数据的应用扩展到提供日益准确

和及时的诊断方面，这是在患上各种疾病后是否可以存活的一个关键的决定

因素，无论是癌症、传染病，还是缺血和其他一系列心血管障碍。新的能力

还包括使用机器学习模型以准确分析医学图像，并且可以补充造价高昂的医

学专业技能的缺口。例如，IBM 沃森和来自东京大学的医生能够诊断出患者

患有一种以往连医生都未能检测出来的罕见的白血病。
34
  先进的技术有助于

缓解长期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

偏远农村地区更是这样。人工智能的应用还有助于将一般的医疗健康服务推

广至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妇女医疗卫生方面。例如，通过采用可以应用机器

学习的预测模型，乳腺癌的早期检测和预防显著提高了生存率。
35
 

36. 可持续发展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新兴技术促进了欠发达国家

寻求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在一个十分之一的人口喝不上清洁饮用水、24

亿人口无法用上卫生设施的世界里，
36
  物联网已介入其中提供帮助。传感器

和智能水表的使用有助于远程监测水质和水量。据报告，在 15 个国家中已在

水泵、厕所和洗手设施中安装 1 000 多个传感器。
37
  通过利用多光谱遥感技

术，空间应用还有助于绘制地表水变化图，并支持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案。水

和雪往往容易被探测到。若干国家已在农业生长季节期间定期监测水体增多

或减少的情况，以指明可能需要紧急储备的用水热点地区。在许多国家这种

方法可能易于应用，而且成本最低，从而与其他旱情或洪灾的监测和预警活

动形成补充。 

37. 可持续发展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以可靠的方式用上电是可持

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本区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面对这一现

象它们可以从混合能源系统优化方面的人工智能中受益。
38
  在电网中采用人

工智能可以实现数据的收集，从而帮助消费者和生产者更好地了解电力消耗

的动态，提高存储和传输能力。通过优化能耗量，可以降低成本和实现环境

效益，从而实现双赢。 

38. 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将感受到人工智

能和自动化所产生的可能是最大的、可预测的短期负面影响。然而，从长远

来看，预计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将与劳动力形成补充，并且同时提高产出和

                             

3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经合组织数字经济展望》（巴黎，2017 年）。可查询：

www.oecd.org/internet/oecd-digital-economy-outlook-2017-9789264276284-en.htm。 

35
 Min-Wei Huang 等人，“在乳腺癌预测中支持向量机和向量机集成”，《第一公共科学图

书馆第 12 卷第 1 期》（2017年 1 月 6 日）。可查询：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61501。 

36
 儿基金和世卫组织，“环境卫生与饮用水进展：2015 年最新情况与千年发展目标评估”

（日内瓦和纽约，2015 年）。可查询：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77752/1/9789241509145_eng.pdf。 

37
 Devex，“‘物联网’正在缩小数据与行动之间的差距”， 2016 年 6 月 13 日。可查询： 

www.devex.com/news/the-internet-of-things-is-narrowing-the-gap-between-data-

and-action-88243。 

38
 Seyed Mojib Zahraee、Morteza Khalaji Assadi 和 Rahman Saidur，“应用人工智能方

法优化混合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能源评论》第 66 卷（2016 年 12 月），第

617-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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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然而，这些观点是存在争议的。亚太经社会的研究提出下列主要的

考虑因素。2016 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或许是最新的、最全面的分析，它预测

到 2020 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取代 500 万

个工作岗位。
39
  报告估计说，由于自动化可能会丧失 710 万个工作岗位。麦

肯锡指出，78％的可预测的体力劳动(例如装配线上的焊接和软焊)和 25％的

不可预测的体力劳动(例如建筑业和林业)可以通过改造现有技术实现自动

化。
40
  与此同时，预期还会出现积极的事态进展。机器与人类互动的新融合

将以一种更加自动化、因而也是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导致一整套新的教育、知

识和技能要求的出现。普华永道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

明，在美国机器人技术密集程度最高的制造业部门(汽车、电子和金属)雇用

的机械和工业工程师比机器人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制造业部门多出约 20％，

在前者中安装维修和修理工人的人数几乎是后者的两倍。有意思的是，这些

机器人技术密集型部门也往往雇佣更高比例的生产线工人，而且这些工人的

工资也高于机器人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部门。
41
  预计人工智能也将成为一种

积极的工作动力。有关新创造就业的一个例子是数据科学家，他对于通过大

数据分析所收集的大量数据进行结构化。
42
  这仅仅是开始：服务部门的自动

化将成为下一个变革前沿。 

39. 可持续发展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考虑到亚太区域是世界上

灾害最频发的区域这一确凿的证据，其主要关切是如何建设基础设施的复原

力。
43
  发达国家和企业已广泛调整云计算等新兴技术，这对于在灾害频发的

地区存储数据而言可能是最可靠的。研究人员还建议使用云计算基础设施来

早期发现环境灾害并且监测环境状况。
44
  同样地，与空间数据相联系的物联

网已被用于加强本区域的抗灾能力，特别是通过实时监测灾害和风险评估。
45
  

                             

39
 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机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就业、技能和员工队伍战略》，

（2016 年，日内瓦）。可查询： 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pdf。 

4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人工智能：下一个数字前沿？”（麦肯锡与公司，2017）。可查

询：

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Advanced%20Electronics/Our%20Insi

ghts/How%20artificial%20intelligence%20can%20deliver%20real%20%value%20compani

es/MGI-Artificial-Intelligence-Discussion-paper.ashx。 

41
 普华永道，“新进人员：新一代机器人如何转变制造业”，2014 年 9 月。可查询： 

www.pwc.com/us/en/industries/industrial-products/library/robotic-trends-

changing- manufacturing.html。 

42
 国际律师协会全球就业研究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及其对职场的影响”，2017 年 4 月。

可查询：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c06aa1a3-d355。 

43
 《灾害无国界：区域抗灾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2015 年亚太灾害报告》

（ST/ESCAP/2730）。可查询：www.unescap.org/publications/asia-pacific-disaster-

report-2015。 

44
 Sinung Suakanto 等人，“使用云计算基础设施进行环境和灾害传感”，《2012 年云计算

与社交网络问题国际会议的会议记录》，2012 年。可查询：

http://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6215712/。 

45
 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利用信通技术促进灾害风险管理举措”，2016 年。可查询：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ICT4DRR%20Iniatives%20in%20Asia-

Pacific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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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方法已被成功应用于本区域的洪灾发生频率

分析，这对于桥梁和大坝等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规划和运行非常重要。
46
 

40.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亚洲及太平洋的许多国家正投

资于智能城市，从而利用人工智能的数字组成部分来改进城市政策和运作。

鉴于亚洲的特大城市位于沿海地区，这一点很重要。出现了配备智能电网和

交通运输网络的一系列智能城市基础设施，例如住家、医院、学校等建筑

物。智能城市正处于初始阶段，并且随着它们日益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预计

将在安全、保障和能效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交通运输部门作为造成最严重的

负面环境外部影响的部门之一，具有巨大潜力。首先，通过采用实时传感器

和分析交通数据来优化交通信号，发现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在缓解特大城市

长期的交通拥挤问题方面是有效的。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与地理空间信息

和众包信息相结合，以促进提供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居住区、以及包括基础设

施网络状况在内的一般服务的更加准确的信息。值得一提的一个创新例子是

激光雷达，激光雷达通过发射信号(通常是紫外光、可见光或近红外光)、然

后接收该信号以产生三维点云，从而使用激光。亚太区域许多国家正在利用

激光雷达技术绘制城市(包括开放空间和地下空间)地图，以便用于城镇规

划。由此生成的数据可以通过微创手段创建真实世界图景的仿真模型，从而

在地理空间环境中予以分析。此类数据在为市政一级决策提供信息方面很重

要，并且为所关注的地点和领域提供增强现实视角或者“步行通过的”实况

演示，以促进对风险敏感的基础设施开发。
47
 

41. 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气候行动。适应气候变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而且

新兴技术有能力推进《巴黎协定》日程。这项目标及其必要的行动是重要

的，它们超出了本文件的范围；在此我们把重点放在科学数据与卫星信息的

交叉部分，以及它所提供的用于确定各种空气污染物、例如一氧化二氮、二

氧化硫、氨气、一氧化碳和一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机会。依照气溶胶光学

厚度数据已开展关于确定颗粒物的一些工作，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是指气溶

胶通过大气垂直气柱阻碍光传播的程度。将地面监测与卫星信息相结合的做

法对于验证和提高空气污染监测系统和一般性排放清单的质量和准确性是更

有价值的。需要开发未来的建模和研究技术，包括气象和气候信息，以及新

的卫星、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这些将有助于对污染程度进行监测、建模甚

至预报，从而指导政策制定和决策，以减少环境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特

别是考虑到由于亚洲城市空气污染所造成的疾病负担越来越重，针对防治空

气污染的产品或服务可改善人们、特别是穷人的福祉。 

42.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水下生物。为了确保水下生物的可持续性，可以利

用机器学习同时处理各种数据来源，例如气候和海洋数据以及渔船行踪数

据，并提出有关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建议。本区域已在海洋资源管理方面开

                             

46
 Kashif Aziz 等人，“对未经测量的集水区进行洪灾估算：在澳大利亚东部应用基于人工

智能的方法”，《随机环境研究和风险评估》，第 31 卷第 6期（2017 年 8 月），第 1 

499-1 514 页。 

47
 国家海洋服务局、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和美国商业部。“什么是 LIDAR”，2017 年 10

月 10 日。可查询：http://oceanservice.noaa.gov/facts/lid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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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各种人工智能相关技术。
48
  浮游植物是鱼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可以利用

海洋颜色仪器从空间对其进行监测的，从而检测海洋环境中的叶绿素水平，

这也是浮游植物水平和生产率的重要指标。最近开发的地球观测传感器还能

够监测更迅速的事件，如藻类密集孽生以及以悬浮颗粒、原油泄露和其他溶

解颗粒的形式出现的污染。高光谱成像仪可以绘制水质图，并探测沿海和珊

瑚礁栖息地的特征。将这一信息与海面温度结合起来的做法对现代渔业大有

裨益。即使是非法捕鱼活动也可以通过利用空间应用进行监测，在美国这些

工具正被用来查找和清除可能对海洋野生生物造成严重损害的丢失或遗弃的

渔网。
49
 

43. 可持续发展目标 15：陆地生物。空间应用在支持制止土地退化和毁林的

方案以及支持重新造林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光学成像仪

通常被用于植被、农业和林业用途，可以有助于尽早发现森林退化和毁林的

问题。它们还被用于追踪野生动物走廊和绘制保护区地图，尽管它们的局限

性在于只能在开阔区域发现野生动物，并且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来确定动物的

类型，同时可能获得实地监测系统的支持。一个关键挑战是获得适当的数

据，以便更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干预水平。人

工智能使得将地理空间数据(包括环境数据)与关于人类行为的大数据高效联

系起来变得愈加可能，从而大大提高它们对于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的相关

性。特别有价值的是，此类数据为亚洲及太平洋灾害风险集体管理作出贡

献。自 2017 年以来，亚太经社会正一直开发一套地理空间统计数据和指标，

将其作为分析性工具，以衡量和监测与灾害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进

展情况，并且以中亚国家作为试点。这些指标可以显著提高已经设立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的统计准确性，提高官方统计和人口普查的质量，并且

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衡量和监测。
50
  相应地，它们将支持成员国的决策

者和技术官员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行动，以促进减少灾害风险、预防和减轻

人类痛苦以及经济和环境损害。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和大数据应用的结合也可

以使预警系统受益颇丰，以应对台风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情景中的复杂性。尤

其是在 2016 年 9 月的台风莫兰蒂期间(台风莫兰蒂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热

带气旋之一(315 公里/小时))，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和大数据应用能够作出非

常精确和基于影响的预报，从而导致及时疏散受到威胁的社区，并挽救了数

千人的生命。 

                             

48
 Gerard Sylvester 等人，《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成功案例》（曼

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 年）。可查询：www.fao.org/3/a-i4622e.pdf。 

49
 Acil Allen 咨询公司，“空间对地观测的经济价值；审查空间对地观测对于澳大利亚的价

值”，2010 年 9 月。可查询：

www.acilallen.com/au/cms_files/ACILAllen_Earth2013.pdf。 

50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整合问题的全球论坛：摘要报告-纽约，

2014 年 8 月 4 日至 5 日”。可查询：http://ggim.un.org/meetings/2014-

3rd_HLF_Beijing/documents/Summary-Report%20of%20the%20Global%20For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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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推动因素 

44. 正如所讨论的那样，在这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为了发挥这一潜能，

一些主要推动因素是亚洲及太平洋需要在政策上给予特别关注的(正如下列段

落所述)。 

45. 知识和技能。在全球范围，到 2020 年，随着迅速的技术变革超过教育成

就，高技能工人的缺口可能超过 4 000 万人。
51
  2017 年技术差距悬殊，

52
  

人工智能、业务流程自动化、物联网和著网络安全问题突出体现出来。此

外，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正在扩大。
53
  亚太经社会关于

五个选定亚洲国家高等院校信通技术教育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的信息技术

课程和方案没有完全准备好融入新兴技术。
54
 

46. 宽带互联互通。正如以上各节所述，技术进步的变革性潜能将取决于本

区域是否发展可靠的、具有复原力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互通。随着数字痕

迹成为政府和公司决策所依据的大数据来源，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无法

以数字反映的行动和需求将不会被捕捉到。
55
  因此，数字鸿沟如果得不到适

当解决，就可能导致许多由政策造成的社会鸿沟。关于数字鸿沟的性质和亚

太信息高速公路的全面讨论载于文件 ESCAP/74/15。 

47. 由创新引领的投资。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起到了关

键作用。这类投资一直增长迅速，并且主要是大型科技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和

个人私募基金处于投资的前沿。
56
  2016 年，技术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

资约为 200 亿至 300 亿美元，而初创企业则获得高达 60 亿至 90 亿美元的资

金，用于发展其人工智能业务。毫不奇怪，机器学习是所有投资中的一个主

要领域，在其运营业务流程和客户服务方面取得了改进。 

48. 网络安全。随着前沿技术的应用和日趋复杂，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的数

量不仅日益增多，而且愈加复杂(图六)。随着个体日益依赖于物联网，隐私

和个人数据泄露问题令人关切。考虑到很难确定这种攻击将在多大程度上造

成广泛的破坏，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系统故障，我们对于新技术的潜能和黑

暗面的了解非常有限。然而，这些脆弱性非常有可能继续以多种方式对社会

和经济产生影响，包括采用盗取银行账号、身份等方式欺诈和偷盗，投资前

                             

51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亚太经合组织的范围内对于关键需求的大数据分析”，2017 年 6

月 21 日。可查询： www.apec.org/Press/Features/2017/0620_DSA。 

52
 CompTIA，“2017 年信息技术行业展望”，2017 年。可查询： www.bcntele.com/wp-

content/uploads/2017/02/BCN-research-report-comptia-it-industry-outlook-2017-

vfinal-2.pdf。 

53
 Claudia Goldin 和 Lawrence F.Katz，“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争：1890 年至 2005 年美国

教育薪酬差异的演变”。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12984号(马萨诸塞州剑桥，国家经

济研究局，2007 年)。 

54
 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高等教育机构中信通技术促进发展教育方面的规划进程、政

策和举措”，2017 年。 

55
 Justin Longo 等人，“技术应用、暴露于自然灾害、无法以数字反映的：对于政策分析的

影响”，《政策互联网》，第 9 卷，第 1 期，（2017 年 3 月）第 76-108 页。 

56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人工智能：下一个数字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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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暗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有助于防止今后发生此类攻击。人工智能在

身份分析、恶意软件检测和事件应对方面可能尤其有益。 

图六 

2013-2017 年在选定的亚太国家和地区中由媒体报道和核实的网络攻击数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的计算是以金雅拓泄露级别指数的数据为基础的，“信息是美

丽 的 ” 。 可 查 询 ：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e-YUdnhjQJO_ 

13r8iTeRxpU2pBKuV6RVRHoYCgiMfg/edit#gid=1 (于 2017 年 10 月访问)。 

注：2017 年 6 月之前所报告的泄露级别指数数据。关于意外遗失的情况受到忽视。太

平洋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与萨摩亚和瑙鲁有关。 

五． 技术和空间应用的前景：对各国政府产生的政策影响 

49. 显然，尽管挑战是严峻的，但机会也是同样诱人的。成员国应当积极准

备应对挑战的影响，从而相互合作，以便将挑战转变为机遇。世界正在飞速

变化，而且即使它日益具有超连通性，但它却变得更加四分五裂。现在正是

为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塑造创新影响的时候。 

50. 宽带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发展和推广前沿技术及其应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必要前提条件。亚太经社会一直与其成员国和伙伴开展合作，实施亚

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从而促进加强本区域的宽带互联互通。 

51. 需要私营部门与智囊团之间的协调参与，以缩小在成套技能方面迅速出

现的差距。通过与私营部门进行接触，整个区域的大学和研究所可以根据市

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其教育和研究方案，与各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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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的联系对于政策协调一致、投资和供资以促进前沿议题的研究也是同

样重要的。 

52. 此外，为了支持前沿技术生态系统的扩展，需要考虑制定对于某些用途

限制较少而对其他用途限制较多的新一代规定。例如，减少对初创企业所设

置的障碍、采用退税或者鼓励创业发展的其他措施似乎是可取的，对于通常

在前沿技术发展和新兴商业模式兴起方面作为先驱的青年人更是这样。网络

攻击风险为监管政策带来的挑战尤其令人不安。最低限度的、全球范围协调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而自下而上、自我施加和同

行强加的规范和道德标准可以成为重要的补充。 

六． 供经社会审议的议题 

53. 请经社会就今后的方案方向为秘书处提出指导，包括下列指导。 

54. 亚太经社会可以加强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区域和国际伙伴之间的合

作，以便优先考虑投资于宽带基础设施，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并且借鉴世界各地在降低宽带基础设施建设

成本方面的最佳做法，在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55. 亚太经社会还可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加强获取和利用天基数据

和地理空间信息，以便更广泛地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目前正在拟订

《亚太空间应用行动计划(2018-2030 年)》，从而在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空

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期间进行审议和获得通过，这可以为成员

国提供一个机遇，以确定和加强空间应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确保与亚

洲及太平洋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区域路线图保持一致方面的作

用。 

56. 此外，亚太经社会可以继续充当关于探讨前沿技术及其整个社会融汇的

问题的前瞻性的政府间和多利益攸关方平台。通过研究和前瞻性政策分析，

亚太经社会可以支持各国对于未来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政策规划。此外，秘书

处还与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委员会密切合作，支

持发展和传播前沿的调查结果，例如关于来自卫星的大数据将如何帮助实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调查结果。 

57.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经社会和其他论坛应成员

国和联合国实体的请求，将充当传播调查结果的机制，并且成为关于共同挑

战、机遇和政策回应的凝聚共识的区域机制。 

58. 整个政府的能力开发对于这些进展的影响是仍然重要的。在这方面，亚

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以及新设立的亚洲及太平洋灾

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所制定的获得广泛认可的方案可以支持提高认识并且加

强对这些影响的理解。各个区域机构将充分嵌入亚太经社会的方案，关注处

于由数字驱动的技术、大数据和地理空间服务之间交叉领域的机构和人力资

源能力开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