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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00095  (C)  TP150321  

推动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促进包容性发展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是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加快本区域经历的深刻

数字转型这一趋势的背景下编写的。文件回顾了亚太区域宽带互联互通和数

字鸿沟的现状，并重点介绍了扩大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以及

进一步加快数字转型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新出现的政府政策做法。本文件

还说明，COVID-19 期间对数字互联互通的集体依赖加强了区域合作的重要

性，将对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第二阶段实施筹备工作产生直接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不妨审查本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并

就这一领域的未来工作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指导。 

 

一． 导言 

1.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出现加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确

定性凸显了亚太区域新的数字鸿沟和发展不平等现象。虽然 COVID-19 大流行

给本区域各地造成的后果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数字化就绪程

度、宽带互联互通普及情况和数字化能力在遏制传染病、减轻毁灭性社会经

济影响以及为更好地重建和加强复原力作准备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 拥有可靠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和数字内容的发达经济体正将 

COVID-19 危机变成一个新的机遇，通过采用前沿技术来扩大数字化转型和数

字经济。中等收入经济体已加快了“追赶”进程，以缩小其与较先进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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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距，其中一些经济体已通过增加数字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投资越级跨

入下一代无线网络。 

3. 亚太区域很多低收入经济体虽然在制定政策消除数字鸿沟以及全民普及

负担得起的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必须应对数字互联互通不足的问

题，仍有大量人口缺少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难以促进包容

性发展。这种状况限制了政府为消除 COVID-19 的影响并在封锁期间维持各种

服务提供以及提高生产力以促进经济增长所作的努力。 

4. 这场大流行病因此凸显了数字化在整个发展领域发挥的关键作用。建立

在可利用、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基础上的数字互联互通和数

字化转型崛起成为关键的解决方案，不仅用于监测、跟踪和治疗 COVID-19 病

例，还用于协调和改善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空前的社会经济封锁——包括货

物和人员流动限制、学校关闭、空中旅行暂停、贸易中断、失业和社会停

摆。基于这种经历，为了更好地重建并加强复原力，需要扩大投资，以增加

有意义、负担得起和可靠的宽带互联网接入以及创新技术的机会，这已成为

大多数国家政策制定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5. 在此背景下，本文件简要审查了作为亚洲及太平洋数字互联互通和转型

关键要素的宽带互联互通现状，包括应对数字鸿沟日益扩大的挑战，以及数

字经济转型加强包容性的机遇。本文件举例介绍了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和整

个疫情期间为扩大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以及加快数字转型而

采取的、切实有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政策和做法。可将这些良好

做法记录下来，成为现成而有用的经验教训，用于提高亚太发展中国家应对

未来全球大流行病或其他冲击或危机的能力。文件最后审查了亚太信息高速

公路倡议第二阶段实施筹备工作情况。 

二． 宽带互联网连接与数字鸿沟 

6. 随着前沿技术占用的带宽越来越多，亚太区域的数字经济转型将取决于

可负担和可靠的宽带互联网接入的普及以及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创新技

术与民众的数字素养。如果没有负担得起和有复原力的宽带网络，就无法充

分实现数字经济带来的好处，包括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系统、跨境无纸贸

易、电子商务、线上学习和 COVID-19复苏一揽子计划等。 

7. COVID-19大流行的一个后果是数字鸿沟加深，导致各经济体之间和经济

体内部出现新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在区域一级，这种数字鸿沟表现为一些高

收入经济体在前沿技术革命中明显领先，而很多低收入经济体过去二十年在

数字覆盖、使用和传播方面几乎没有变化。在国家一级，这种数字鸿沟体现

在不同收入群体、代际和性别之间，但最明显的或许是城乡差距。造成这种

局面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缺乏基础设施，互联网接入费用高，农村社区因此难

以实时了解疫情的变化，无法保障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无法维持中小型企业

的运营，数百万学童和学生无法参加线上教学，甚至在社会封锁期间得不到

所需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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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据国际电信联盟
1
  称，本区域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不能上网。在亚洲

及太平洋 46 亿居民中，仅有 13%(5.98 亿)的居民拥有固定宽带。就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各个次区域而言，南亚和西南亚以及东南

亚分别仅有 3%(5 300万)和 6%(4 300万)的人口拥有固定宽带。太平洋发展中

国家(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 200 万居民中拥有固定宽带的居民不足

1%(见图一)。 

图一 

亚洲及太平洋各个次区域的宽带接入互联互通 

 

资料来源：国际电联，2020 年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 

注：“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类别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9. 虽然移动宽带用户数量显示大多数次区域采用率较高，超过 70%的总人

口使用移动宽带，但是南亚和西南亚拥有移动宽带的人口不足 50%，太平洋发

展中国家不足 15%。此外，移动宽带通常速度较慢，可靠性较低，无法支持带

宽占用量大的互联网交易用途。在连接互联网的企业中，估计高达三分之二

的企业在任何时间点都存在连接不畅的问题。停机时间、速度缓慢和延迟导

致效率低下，而这种不可预测性阻碍了企业向数字平台迁移。下图二显示了

各国下载速度的巨大差异。图中还显示，能够通过建立运营商中立的互联网

交换点来管理互联网流量的国家，互联网速度有所提高。 

 

1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2020年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第 24版。(2020年)。

可查阅：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wtid.aspx(2021年1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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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互联网交换点与下载速度(固定宽带)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经济学家》资料处 2020 年包容性互联网指数所作的计

算。可查阅：https://theinclusiveinternet.eiu.com/(2020 年 2 月 27 日访问)。 

注：数据以对数形式表示。 

10. 缺乏廉价信通技术基础设施是影响互联网有效利用的另一项挑战(见图

三)。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几乎每个人都用不起固定宽带。对数百

万用户而言，能够连接第四代或第五代无线系统网络(4G 和 5G)的智能设备价

格依然过高，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民众的负担能力。虽然目前价格正在下降，

因地制宜的手机创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指

出，对于 70个发展中国家约 25亿居民而言，目前最便宜的智能手机的成本占

平均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或更多。
2
 

 

2
 国际电联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宽带现状：应对数字不平等—

—行动十年》(日内瓦，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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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亚洲及太平洋固定宽带费用可负担性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国际电联 2020 年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所作的计

算。 

注：“负担得起”的定义是每月固定宽带支出不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2%。“负担不

起”的定义是每月固定宽带支出超过人均国民总收入的 2%。 

11. 宽带互联网有效接入方面的持续挑战正在加剧城乡差距。以下地理标记

图显示了亚太区域各地农村和城市地区用户的实时移动宽带速度。例如，泰

国和越南的平均速度相对较高，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速度都相对较快(绿

色)，而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移动宽带速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主要在大

城市。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南亚和西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群岛的移动宽带速度较慢(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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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的移动宽带速度 

 
  

注：Gispo 有限公司根据 Ookla 全球固定和移动网络性能地图亚太经社会图块速度测

试绘制的地图。 

免责声明：本地图上显示的边界和地名以及使用的名称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的正式认可

或接受。 

12. 性别数字鸿沟与城乡数字鸿沟相关。虽然缺乏按农村和城市地区以及性

别分列的系统数据，但是经验证据显示，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农村数字鸿

沟和性别数字鸿沟加在一起，对农村的女性企业家、劳工和学生造成了不成

比例的影响。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全世界男性和女性互联网用户之间的差

距就在扩大，亚太区域更是如此。
3
  发达国家已将这一差距从 2013年的 6%缩

小到 2019 年的 2%，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从 16%扩大到 23%。在所有国家群

体中，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大(13个百分点)。 

13. 这场大流行病也因此暴露了这种数字鸿沟、城乡不平等和其他发展差距

带来的后果。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缺乏正在迅速逆转过去在经济权力

下放和农村生计机会多样化方面取得的成果。 

 

3
 性别差距是指相对于男性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的男性与女性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之间的差异，

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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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在扩大接入和加快数字转型方面的政策和做法 

14. 然而，亚洲及太平洋一些国家存在数字鸿沟和缺乏可负担和有意义的互

联网接入并非全貌。据廉价互联网联盟
4
  最近的一项调查称，亚太经社会和

该联盟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2020 年，亚太发展中国家的信通技

术监管政策强于非洲、美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2020 年的调查对竞争、宽

带、普及、基础设施共享和频谱五个监管领域群组的反馈进行了从 0(非常弱)

至 10(非常强)的排名。
5
  与其他区域相比，亚太区域在五个监管领域中的四

个领域排名最高，其中宽带政策的数值最高(图四)。 

图四 

信息和通信技术监管政策(2020年) 

 

资料来源：廉价互联网联盟，《2020 年可负担性报告》。 

15. 在国家一级，在接受调查的 19 个亚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正在实施国

家宽带计划，其中对降低宽带成本和提高普及率设定了明确而有时限的目标

和机制。说明这些亚太国家在实现更加包容的数字经济方面有着强有力的规

划和承诺。实际上，如图五所示，宽带政策与宽带互联互通普及呈正相关关

系。对接受调查的 19 个亚太国家提供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宽带政策的加强

与固定宽带用户的增加呈相关关系，也与移动宽带用户呈类似正相关关系。

这就说明，通过加强国家宽带互联网计划，制定明确而有时限的目标和投资

机制，就可以加快互联网普及。 

 

4
 廉价互联网联盟，《2020年可负担性报告》(华盛顿特区，2020年)；亚太经社会和廉价互

联网联盟，“有意义的数字互联互通监管做法：亚洲及太平洋的案例研究”(即将发布)。 

5
 有关调查方法和调查结果的更多信息可查阅： https://a4ai.org/affordabilit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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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选定亚太国家的宽带政策与固定宽带接入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廉价互联网联盟《2020年可负担性报告》和国际电联 2020

年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所作的计算。 

注：x 轴上的数值范围为 0 至 10，0 表示“非常弱”，10 表示“非常强”。y 轴上的

数值从“每 100 名居民”转为自然对数形式，以便准确地反映 x 轴变量(0 至 10 的调查排

名)与 y 轴变量值(“每 100 名居民”原始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 

16. 在同一项调查中，廉价互联网联盟重点指出，频谱政策提高了固定宽带

和移动宽带互联互通的可负担性。该联盟对频谱政策的定义是：能够对政府

为提供足够宽带频谱制定具有时限目标的实施计划的程度进行评估的政策。

其他的标准还包括，需要规定一个合理的实施期限，以满足高速数据服务日

益增长的需求，还需要衡量计划的透明度，以及是否有公开拍卖的竞争程序

等。如图六所示，在接受调查的亚太国家中，频谱政策的加强与移动宽带接

入可负担性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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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选定亚太国家的频谱政策与移动宽带可负担性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廉价互联网联盟《2020年可负担性报告》和国际电联 2020

年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所作的计算。 

注：x 轴上的数值范围为 0 至 10，0 表示“非常弱”，10 表示“非常强”。y 轴上的

数值从百分比转换为自然对数形式，以便准确地反映 x 轴变量(0 至 10 的调查排名)与 y 轴

变量值(百分比原始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 

17. 除了这些趋势之外，下一节将重点介绍扩大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

联网以及加快数字转型方面的几项国家信通技术政策。其中有一些信通技术

政策由 COVID-19 大流行所引发。这些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是重点列举了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和疫情期间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有效政策做法。将本区

域各地的良好做法更加全面系统地记录下来，可能有助于提供政策指导，更

好地重建，加强复原力，从而更好地防范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和其他各种危

机，包括与气候引发灾害和技术灾害相关的危机。 

A． 国家宽带廉价接入计划 

18. 这场大流行病凸显了有复原力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并强化了必须

普及宽带互联网的理由。虽然各国都在投资第五代(5G)无线系统网络、人工

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物联网以及智能设备和系统，但是这些前沿技

术需要有复原力、可靠和负担得起的宽带基础设施将人与设备连接起来。需

要制定政策并进行投资，将宽带基础设施扩展到服务缺失和服务不足、不具

有商业可行性的地区，也就是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群体所在地区。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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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开发技能，以共同创建地方驱动的相关内容和应用程序。
6
  在这方

面，马来西亚政府的一系列国家宽带计划、包括 2019 年国家纤维化和互联互

通计划在降低价格的同时提高了普及率。因此，该国实现了宽带促进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的“付 2买 1”可承受性门槛：一千兆字节数据的费用不超过平均

月收入 2%的目标。 

19. 为了扩大全国各地乡村的互联网互联互通，泰国政府利用其普及接入服

务基金来动员开展乡村宽带互联网项目。该项目是“数字泰国”这一国家计

划的一部分，目标是 74 000 多个村庄，由电信运营商或政府拥有的电信公司

提供高速互联网连接。这个项目几乎在两年时间内(2016年至 2018年)将无法

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数量减半，从 13%降至 7%，换言之，将 170万农村家庭

接入互联网。
7
  最近，政府充分利用了新出现的大趋势，包括第四次工业革

命、智慧城市和数字生态系统的增长、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日益增强的互联

互通，以便到 2025 年将泰国转变为数字中心。数字转型以及新技术创新的使

用为改善民众福祉创造了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机会，同时乡村宽带互联网项

目在农村推广的廉价互联网接入对这些民众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至关重

要。 

20. 为了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菲律宾政府加倍作出努力，以加快推广

2016 年国家宽带计划，目的是帮助所有人更好地适应新常态。信息和通信技

术部提高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交通不便、私营部门认为无利可图的偏远地区的

宽带容量。这一举措的实施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加便宜和可靠的互联网服务，

从而加强政府即使在紧急情况下的服务提供能力，同时减少政府在互联网服

务方面的开支。在该方案的第一阶段，信息和通信技术部与班诗兰省、三描

礼士省和西内格罗省以及碧瑶市等地签署了协议。
8
  预计该方案实施的第一

年(2021 年)将为政府节省高达 7.2 亿比索(约 1 500 万美元)的互联网服务开

支。 

B． 用于扩大太平洋岛国互联网接入和备份的卫星技术 

21. 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已经连接或正计划连接海底光缆，扩大廉价互联网接

入。这些海底电缆大多已在主要岛屿上建立了登陆站，而大多数边缘岛屿则

依靠卫星连接。因此，卫星连接在实现该次区域互联网普及方面仍然发挥着

重要作用。例如，欧洲卫星公司的非对地静止轨道卫星星座一直在为库克群

岛、斐济、帕劳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提供重要的互联网连接。此外，当汤

加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9 年(分别因船锚意外割断电缆和地震导致)互联网中

 

6
 eWorldwide Group，“Sustainable， secure and inclusive digital resilience”， 

白皮书，伦敦，2020 年。 

7
 廉价互联网联盟，Affordability Report 2020。 

8
 Miguel R. Camus， “More LGUs sign up for National Broadband Program”，《菲律

宾每日问询报》，2020 年 12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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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时，欧洲卫星公司部署了卫星备份，迅速恢复了汤加 Digicel 客户和巴布

亚新几内亚 DataCo客户的移动网络和宽带接入。
9
 

C． 最后一公里互联网连接举措 

22. 亚太国家仍在不断应对最后一英里互联网连接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主

要在于缺乏能够提供廉价互联网服务的网络基础设施。下表列出了一些相关

的政策举措。亚太经社会找出了亚太区域与信通技术相关的国家举措，这些

举措反映了政府与电信运营商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也反映了公私营部门

对增加偏远社区廉价互联网接入和生计机会的共同承诺。 

选定的国家政策举措和目标 

国家 政策举措 目标 

印度
a
 通过与东部贾坎德邦的巴拉特·桑查尔·尼加姆

有限公司合作，“蓝镇”倡议成为热点服务提供

商，扩大了农村社区的互联网接入。 

为了对原先只有第二代

(2G)无线系统网络接入

的地区进行服务升级，

巴拉特·桑查尔·尼加

姆有限公司在整个贾坎

德邦 782个偏远地区提

供了 Wi-Fi热点。 

柬埔寨
b
 国家运营商 Cellcard使用可再生能源降低覆盖

成本并扩大网络覆盖。转用太阳能后，Cellcard

能以商业可持续方式增加 4%的人口覆盖。 

能以商业可持续方式覆

盖 89%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
c
 Indo Pratama Teleglobal 是一家电信公司，目

前正通过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在负责普及服务义

务的机构—电信和信息无障碍管理局之下)开展

的普及服务义务项目，利用欧洲卫星公司网络向

150 000个偏远农村地区提供卫星互联网连接服

务。 

向印度尼西亚 150 000

个偏远农村地区提供卫

星互联网连接服务。 

菲律宾 通过《菲律宾 2017-2022年发展计划》，菲律宾

有望从频谱释放中获益，将其重新分配用于其他

无线信通技术应用和服务。《2013-2016年电子

政务总体规划》和《菲律宾政务一体化方案》提

供了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其他支持系统，以便

改善该国的电子政务系统。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

部的成立，共同成为推进政府国家信息和通信技

术发展议程的重要里程碑，该议程旨在解决信息

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并进行改革，

以促进真正的市场竞争。 

释放频谱并完善电子政

务系统。 

 

9
 John Turnball， “Connectivity is shaping the digital future of the Pacific 

region”， Via Satellite， 202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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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政策举措 目标 

尼泊尔
d
 通过农村社区进入信息社会项目，互联网协会尼

泊尔分会与数字平等论坛合作，为农村社区提供

了互联网接入、信通技术服务、数字扫盲和信通

技术示范中心。 

这项举措包括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支付两年的宽

带互联网连接费用，并为社区学习中心配备信通

技术连接以及备用太阳能系统。还为社区学习中

心的操作人员和社区成员提供培训，学习如何使

用这些设备以及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在线支

付、电子政务服务和电子商务服务等各种互联网

应用程序和服务。 

连接尼泊尔最偏远的地

方。 

a
 国际电联，《最后一英里互联网连接解决方案指南：未连接地点的可持续连接方案》(日内

瓦，2020 年)。 

b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农村互联互通创新案例研究：柬埔寨 Cellcard公司与太阳能”(伦

敦，2018 年)。 

c
 欧洲卫星公司，“Teleglobal 通过 SES 网络为印度尼西亚农村社区带来宽带接入和移动连接

服务”，2019 年 4 月 24 日。 

d
 互联网协会尼泊尔分会，“尼泊尔的社区网络”，2020 年 6月 6 日；Ananda Gautam，“缩小

尼泊尔的数字鸿沟”，互联网协会，2020 年 6 月 26 日。 

 

四． 数字互联互通应对措施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的负面影响 

23.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大流行病期间的社会经济停摆，很多国家政府被迫

制定了快速的政策解决方案。现已出台了各种创新政策，尤其是围绕数字包

容、数字信任和新型公私伙伴关系促进疫情控制出台的创新政策，其中包括

所谓的非接触式服务交付。 

A． 数字包容 

24. 对一线政府服务的高需求和新压力要求进行政策调整，使政府机构能够

及时向所有人提供支持和协助。很多国家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是如何向不熟

悉数字技术的民众提供所谓的非接触式服务。这场疫情也因此凸显了包括公

共部门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掌握数字技能和进行新型数字扫盲的

必要性。 

25. 新西兰政府发布了数字公共服务战略，该战略对所有的政府服务进行了

整合，并为现有的公共服务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协助、教育和指

导，以确保他们具备新的工作方式所需的数字和数据扫盲技能与能力。各国

政府也在关注边缘化社区和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面临的挑战，同时

考虑到不同类型用途、采用和适应技术的性质，以及可能阻碍技术采用的文

化障碍和社会规范。同样，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正通过政府的数字转型机构

建设各自的数字技能，以便适应新技术，并确保向最需要服务的民众、包括

边缘社区或偏僻社区提供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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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信通技术在大韩民国政府抗击 COVID-19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国

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工具和战略，重点是基于高科技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数

据共享，例如使用能够显示药店口罩库存的应用程序等。韩国政府最近发起

了一项新的国家倡议，称为“数字新政”。这项倡议试图通过加强数字包容

和数字经济转型，将 COVID-19 危机转化为机遇。这项新政侧重于三个组成部

分，即数字数据、数字网络和人工智能。该倡议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从数字

能力和创新技术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影响中获得了信心。政府有效利用了高质

量的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技术应用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呼叫中心、自我

诊断应用软件和自我隔离应用软件在内的电子政务系统来战胜 COVID-19，维

持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利用电子商务和电子购物应用软件交付日常用品，并

确保公众的安全，包括弱势群体的安全。 

27. 这场大流行病推动了日本的政策努力，深化数字转型，推动政府和企业

的持续运作。日本政府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
10
  强调，对数字

化的密集投资和实施将是新常态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这项政策支持实现政

府“社会 5.0”路线图：将国家转变为一个超级智能社会，拥有一个由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等数字技术驱动的、可持续和包容的社会

经济系统。
11
 

28. 在这场大流行病的刺激下，印度成为数字化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

政府旗舰方案“数字印度”和巨额新技术投资的支持下，印度正在越级跨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印度政府名为“Aadhar”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覆盖 12 亿公

民，这是该国公共部门帮助加快数字化的又一个例子，为企业开发银行、贷

款和金融普惠新服务创造了巨大机会。此外，重要的是，在 COVID-19 背景

下，Aadhar 系统正在为全国范围内疫苗接种快速系统部署提供必要的基础设

施，准确地找到最需要疫苗的优先人群。 

29. 中国政府于 2020 年 5 月启动了数字转型伙伴行动计划，在数据管理、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云计算等领域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和资

源。2020 年 11 月举行的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强调

了类似的优先事项，将其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2
  为了改善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以促进农村数字经济，推出了“数字乡村”。通过部署光缆和

发展网络，移动互联网和数字电视加快了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因此，移

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对中国的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掀起了农业企业家

浪潮。很多农民已通过移动支付和在线视频娱乐迅速融入了数字生活，从而

提高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复原力。
13
 

 

10
 日本内阁府，Basic Policy on Economic and Fiscal Management and Reform 2020(东

京，2020 年)。 

11
 教科文组织，“Japan pushing ahead with Society 5.0 to overcome chronic social 

challenges”，2019 年 2 月 21 日。 

1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商务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上的致辞，广西南宁，2020 年 11 月 27 日。 

13
 Winston Ma Wenyan， “How China's digital farmers can grow a post-COVID-19 

future”， 世界经济论坛，2020 年 10 月 15 日。 



ESCAP/77/11 

 

14  B21-00095 

B． 数字化数据 

30. 政府旨在及时提供准确在线信息和数据的政策至关重要，有助于保持公

众对政府遏制疫情蔓延和维持社会经济活动能力与承诺的信任。几乎无一例

外，各国政府都利用数字连接平台提供有关疫情现状的重要信息，并告知政

府关于加强疫情管理
14
  并维持因 COVID-19 封锁而扰乱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决

定。 

31. 中国政府开发了一个在线平台，
15
  提供量身定制的政府服务以及关于

重返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信息。新加坡政府扩大了社交媒体的使用

范围，以便分享关于抗击 COVID-19 的政策公告，利用聊天机器人补充各种政

府交流平台并提供答案。巴基斯坦政府开发了几款网络应用程序，并将其网

站用于不同目的，包括分享 COVID-19 病例的实时数据，提供电子医疗保健服

务和监测 COVID-19 基金等。即使在阿富汗等受冲突影响的最不发达国家，政

府也已将 COVID-19 和保健服务数据数字化，以便更好地控制疫情。阿富汗政

府利用公共卫生部的不同社交媒体网站发送 COVID-19 风险公告。几乎无一例

外，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利用国

家官方网站集中提供 COVID-19 方面的可靠信息，包括政策、指导、实时综合

数据以及恶作剧软件克星功能等。 

32. 与此同时，随着对数字经济潜在负面影响的认识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担心数据和假信息的潜在滥用。如何以最佳方式应对假信息传播、包括网

络仇恨言论的传播带来的挑战，已成为所有国家政府都面临的一大挑战。为

了加强对数字生态系统的信任，已实施了政策改革。很多国家政府侧重于对

合法数据共享设定附加条件，强调必须与数据保护保持平衡。多个国家政府

也因此加快了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此外，有几个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考虑建

立专门的数据保护管理机构。简而言之，COVID-19 的经验表明，向公众提供

准确、有用和最新的信息对于成功实施政府政策和行动至关重要。 

C． 公私伙伴关系促进数字转型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33. 与私营部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或公共部门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对于政

府有效管控 COVID-19 危机至关重要。用多利益攸关方的做法应对这场全球卫

生危机带来的诸多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助于各国政府克服关键性社

会经济挑战。政府机构和私营组织之间的合作也推动了新的医疗应用程序等

前沿新技术的部署。世界各国政府还与大学的医学和技术研究部门合作，加

快 COVID-19 疫苗的开发，更多地了解这种病毒及其传播情况，或开发技术工

具来帮助感染者。在 COVID-19 及其对民众和社会的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

时候，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不可或缺。
16
 

34. 为了找到应对 COVID-19 的有效方法，日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正与学

术界合作开展很多研发项目。在这方面，尖端信通技术和创新技术正在发挥

 

14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数字政务举措简编》(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15
 http://gjzwfw.www.gov.cn/col/col638/index.html。 

16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数字政务举措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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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公私联合工作队，作为应对

COVID-19的技术团队，推动利用数据来限制 COVID-19的传播，该工作队还在

各组织间分享经验，并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同时部署服务。
17
  菲律宾卫生

部、科技部、菲律宾健康研究和发展理事会和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开发了一个

疾病监测网络平台，为菲律宾疾病传播建模提供了一款便于使用的工具，以

协助卫生部的疾病监测工作。
18
 

35. 哈萨克斯坦的信息技术公司 Damu 开发了一款名为“Damumed”的移动应

用程序，患者可通过简单的问卷来评估自己的症状。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市

的 5 000 名医生获得了 Tele2、Altel和 Kcell公司提供的免费移动通信和互

联网。哈萨克电信与卫生部签署了一项协议，以便促进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有

效伙伴关系。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发起了双边和多边合作行动，支持

联合研究和开发项目，目的是促进土耳其研究人员与其他国家研究人员之间

的科学合作。在疫苗开发领域动员了土耳其的相关行为体，并创建了一个

COVID-19技术平台。
19
 

36. 这场大流行病对各种规模的公司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公司面临着各种商

品和服务需求的空前下降，导致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为了应对这些后果，

很多国家政府建立了各种门户网站，包括人才储备形式的就业门户网站和企

业申请免税的门户网站。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电子政务门户网站和在

线平台支撑的电子商务活动已成为维持各行各业生产力和保护脆弱中小型企

业及其工人的重要来源。
20
 

37. 印度尼西亚政府实施了一项举措，帮助小型食品店维持营业，从而让民

众购买和满足食品需求。在 COVID-19 疫情暴发期间，雅加达省政府向公众提

供了食品网购服务。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也开发了一个类似网站，其中列出了

隔离期间提供服务的网上商店、市场和其他在线平台及其提供的服务。新加

坡政府也开发了一个网站，通过免税支持企业，并通过增加人力或对必要工

作人员进行登记进一步帮助私营部门。
21
  最后一点，为了减轻 COVID-19 对

民众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土耳其政府利用一项全国性的社会支助申请计划

提供社会援助申请服务。
22
 

D． 社交疏离和感染跟踪 

38. 为了推动对遏制疫情至关重要的社交疏离，很多国家政府都采用了机器

人、无人机、自助式体温扫描仪、非接触式红外温度计、各种应用程序和社

交媒体活动。很多国家政府还鼓励人们在排队购物时控制感染风险。 

 

17
 日本内阁官房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控制办公室，“Corona measures supporter”。可查阅：

https://corona.go.jp/。 

18
 https://fassster.ehealth.ph/covid19/。 

19
 https://covid19.tubitak.gov.tr/。 

20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数字政务举措简编》。 

21
 https://covid.gobusiness.gov.sg/。 

22
 www.turkiye.gov.tr/acshb-pandemi-sosyal-destek-on-basvur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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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印度尼西亚泗水理工学院和艾尔朗加大学推出了一款医疗助理机器人，

尽可能减少医务人员与 COVID-19 患者之间的接触，并减少供应充足的个人防

护设备的使用。
23
  这种机器人可以携带多达 50 公斤的物品，将药品、病人

的衣服和食物等送到病人房间。此外，机器人还使用多媒体对医务人员与患

者之间的双向交流进行监测。斐济政府实施实时数字监控来处理疫情数据，

以便尽早发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发了一个门户网站和一款移动应用程

序，通过指定颜色代码对 COVID-19 感染风险进行电子自测，以便采取进一步

行动。然后政府利用这些信息在各个城市寻找热点进行消毒，为高风险人员

提供即时护理，将感染者转诊到医院，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并接受对公共服

务的投诉。 

40. 新加坡政府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热扫描仪，用以建立大规模体温筛查系

统。该扫描仪利用长波红外摄像模块集成红绿蓝三色摄像机，在政府大楼和

社区设施中逐步部署。
24
  此外还部署了人工智能驱动型门式自动体温筛查系

统(VigilantGantry)，以增强现有的测温系统并提高非接触式扫描的速度，

从而节省时间和人力。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推出了一个网站，允许需要援助的

公民在线申请食品援助，
25
  然后对申请进行审查，并将其移交给授权机构进

一步处理和分发。 

41. 日本政府一直在使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广泛利用大数据。将其与

更多的超级计算机连接之后，日本政府就能够估算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活动，

编制政策情景，并加快与诊断、治疗和总体预防感染有关的科学进程。 

42. 此外，神奈川县与社交媒体公司 LINE 株式会社建立了伙伴关系。使用

LINE 应用程序开发了一个聊天机器人保健系统，名为“COVID-19：个性化赋

权实现智能预防和护理服务行动”，以评估日本当前的大流行病状况。
26
  这

个系统向参与者提出关于个人信息、预防措施以及 COVID-19 相关非特定症状

及其持续时间的问题。该系统计算确诊感染病例获报人数与该系统捕获阳性

症状人群之间的每日互相关函数。 

43. 俄罗斯联邦政府利用这场大流行病作为测试各种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

能和脸部识别工具的机会。
27
  目前正在使用的数字工具之一是一种用于实施

封锁的数字跟踪系统，该系统首先在莫斯科进行了测试。根据这项举措，莫

斯科州 14 岁或 14 岁以上的居民如果需要在市内走动，必须下载 QR 二维码。

 

23
 泗水理工学院， “Collaboration between ITS-UNAIR launches RAISA， service robot 

for COVID-19 patients”， 2020 年 4 月 14 日。 

24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How GovTech developed fit for purpose temperature scanners 

– part 2”，  2020 年 4 月 13 日。 

25
 Aichurek Zhunusova， “WFP and Kyrgyzstan Government respond to coronavirus 

challenges: collaboration underway to make sure nutritious food reaches people 

who need it most”， World Food Programme Insight， 2020 年 5 月 26 日。 

26
 Daisuke Yoneoka 等人著，“Early SNS-bas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Japan: a population-level observ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第 30 卷， 第 8 号(2020 年 5 月)。 

27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市长官方网站，“ Moscow’ s digital projects to counter 

coronavirus pandemic win Runet prize”， 202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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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可以在政府网站上进行注册或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应用程序，提前通报出

行路线和目的，随后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供有关当局检查。这项技术是抗击

COVID-19 传播不可或缺的工具，并有助于莫斯科居民实施社交疏离，拉平疫

情的发展曲线，从而减轻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 

44. 此外，俄罗斯联邦的国有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创新

和现代化运动，以便扩大消费技术投资，并在食品配送、音乐流媒体、无人

驾驶汽车和电子商务等各种数字服务领域进行多样化拓展。在抗击 COVID-19

的过程中，这家银行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新的一项创新

技术是一种神经网络，能够使用语音、呼吸器和咳嗽声等音频数据查出

COVID-19 感染。这家公司计划为 iPhones 和 Android 智能手机发布一款特殊

应用程序，为 COVID-19进行声音检测。 

五． 通过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弥合数字鸿沟 

45. 这场大流行病表明，迫切需要一个以行动为导向的计划，通过改善宽带

互联网更好地重建。宽带生态系统可在社会和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应

对当前的 COVID-19 挑战，还能为本区域应对未来的灾害和冲击作好准备。这

个计划可包括一系列行动，从扩大投资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利用创新实现数

字解决方案到开展能力建设提高民众数字素养和在线内容开发不等。 

46. 经社会于 2017 年启动的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是一个独特而适时的全

区域机制，可以深化国际跨部门合作。《2019-2022 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总体

计划》为数字化和无缝数字互联互通的未来增长和发展提供了理念基础和指

南，目的是提高本区域各地宽带互联网的可用性和可负担性。 

47. 应成员国在 2020 年 8 月举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

员会第三届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秘书处正在支持成员国为亚太信息高速公路

倡议第二阶段制定一项四年期后续行动计划。COVID-19 暴露了对普及可负担

和可靠的宽带接入不容置疑的需求，在这一需求驱动下，正在制定的草案率

先提出了区域协调政策行动，以数字方式支持和驱动 COVID-19 的应对工作以

及恢复和重建，以抵御未来的冲击和危机。 

48. 后续计划将以该倡议的四大支柱架构为基础，应对供应和需求两方面的

挑战。从供应侧角度来看，该计划草案着重指出了区域无缝数字基础设施的

重要性，将其视为缩小数字鸿沟和进行数字转型迈向数字经济的一个关键条

件。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开展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推

动，以便到 2025 年中期将宽带连接翻一番。从需求侧角度来看，该计划草案

强调了数字扫盲、技能、在线内容开发和有利监管框架对经济和社会实现数

字转型的重要性。 

49.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建议秘书处设立

一个起草小组，作为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指导委员会的一部分，为2022-2026年

《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总体计划》下一阶段的实施工作制定一份行动计划，供

2022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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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预计 2022-2026 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实施工作将通

过政府间对话、区域伙伴关系与合作、解决方案驱动型分析研究和能力建设

来开展，并更加重视特需国家。正如秘书长在其《数字合作路线图》中呼吁

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争取到 2030 年实现廉价宽带互联网的全面普及，

将邀请包括来自工商业、政策智库以及联合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厅、国际电信

联盟、亚太电信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内的众多合作伙伴开展联

合合作与实施工作。在行动计划第二阶段实施期间，秘书处将支持项目的协

调和筹资，并努力确保其所有次级方案之间的跨部门合作，而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和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则将

提供能力建设支持。 

51. 通过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第二个行动计划的暂定时间表概述如下： 

 起草亚太信息高速公路第二阶段行动计划：2021年 2月至 4月 

 举行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审查行动计划草案：2021年 5月 

 举行起草小组第二次会议，审查行动计划草案：2021年 7月 

 视需要举行起草小组第三次会议，审查行动计划草案：2021年 8月 

 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指导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科

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审查第二阶段行动计划，并提出

建议：2021年 11月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认可第二阶段行动计划：2022年，待定 

六． 供经社会审议的问题 

52. COVID-19大流行强化了数字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也强化了确保有意义

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接入在重建得更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53. 建议通过推广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推动数字互联互通和

数字转型，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应对全球和区域挑战。 

54. 2022-2026 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第二阶段行动计划正在制定之中，

有望提出实质性的政策指导以及政府可单独和共同采取的优先行动，包括推

动全面普及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 

55. 秘书处将加强合作和伙伴关系，推动实施亚太信息高速公路，以加快亚

太区域的数字互联互通和数字转型。 

56. 经社会不妨审查本文件中概述的问题和政策，并就计划采取的下一步措

施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指导。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