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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扎根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巴哈马人，凭借在加勒比地区两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成
功监管者经验，我对发展中各国的需要有着深切的体验。

我的愿景是领导一个有效、高效和负责任的 BDT，专注于解决我们成员国的数字发展需求

我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目标：有效、专注和负责任的领导力；与合作伙伴的有效协作和
合作；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数字合作路线框架内，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双边合作协
调员框架内的领导者进行更大程度的协调和整合。

我带领BDT走向未来的方法是：
调整我们的工作重点，到2030年实现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和安全的互联互通
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框架，以确保发展公平和包容的数字社会
将合作和伙伴关系制度化，作为实现可持续数字化发展的途径
优先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Stephen 是一位高效且经验丰富的组织
领导人：一位成熟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监
管者，一位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重点
的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坚定倡导者，也是
BDT成功团队中核心成员之一。

在过去的四年里，BDT的影响力和成就
再次上升，为ITU-D的成员国带来了巨
大的利益。作为发展局现任副局长我在
BDT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凭
借我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我非常适合
在未来四年担任BDT领导。



面向全民经济
实惠且安全的

网络连接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负担得起、可信赖的、有意义的网络，他是无法参与数字世界中来。因此，
电信发展必须首先关注推动现代化、安全、可访问且可负担的网络的发展，以实现到2030年覆
盖 29 亿未连接网络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推进网络连接过
程中，每一个新任务都将比上一个更具挑战性。实现全民网络覆盖需要相关利益者进行更大的
干预和协作，以克服我们面临的挑战。 

因此，作为电信发展局局长，我将继续关注成员国，以支持它们发展ICT基础设施和服
务，利用现有以及新兴的电信/ICT服务，技术和商业模式。考虑到相关的挑战性，我们
将利用每一个合作机会来动员生态系统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Covid-19 流行时期出现的强制加速数字访问和使用问题给我们上了现实的一课。这也提高了我
们对网络威胁可构成的危险的安全意识。BDT 需要专注于其与网络安全能力发展和援助有关的
工作，这在基加利行动计划的第五个主题优先事项中得到了强烈的认可。

在协助发展中国家扩大其数字连接足迹时，我们必须确保它们具备保护其数字化社会的政策和
工具。重中之重是需要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并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的
网络安全。安全的数字化连接必须有可应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灾害影响的韧性，这种韧性是通
过坚实的国家计划和创新的恢复战略来建立的，从而保障国家治理、商业、教育和社会生活的
连续性。

作为电信发展局局长，我将更加专注于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开发和实施工具，以抵御各种
形式的 网络威胁。我将以这样的方式确保我们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持续发展保持在技
术的最前沿，并确保它们适用于最需要的国家。在适当情况下，我打算将电信发展局的
资源直接部署到受这些问题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以确保援助是可用的、专业的，并且符
合当地和区域情况发展的。通过ITU-D研究组，电信发展局还将确保我们的专家始终处于
技术的最前沿，以便为成员提供最好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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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BDT局长，我将利用BDT 数字化转型轮盘，由我们收集的 ICT统计数据和P2C动员的
合作伙伴提供的支持，创建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我们将利用该生态系统的目标和倍增
能力来推动我们成员国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要将数字技术有效、安全地融入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提供宽带连接。我们必须改变我
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以满足、利用和保障数字化带来的机遇。

数字化转型 
促进公平包
容的数字化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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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领导下，电信发展局的能力建设工作将得到加强和重新
聚焦，以始终保持相关性和可访问性。我还将促进能力建设工
作，通过其他局和总秘书处有效利用电信发展局可用的专业知
识，以确保我们的能力建设能够代表并反映国际电联。我们将
不断创新新的方法、途径和方式，并毫不犹豫地重新定义自
己，同时尊重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利的环境对于实现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是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推力。 在成员国中致力于推广政策和监管环境以创
造这样的有利环境是电信发展局公认的优势。我们必须保持这
一优势，同时适应当今大流行后世界更全面的需求。 我们在成
员国推广的政策和监管方法必须考虑到数字技术的跨领域性，
确保我们的成员国完全可以抓住数字时代的所有机会。

作为 BDT 局长，我将继续推进我们的数字包容性工作，以创建一个公
平、公正和包容的数字社会。 ICT 女性日和 EQUALS 全球合作伙伴关
系将继续成为我们缩小性别差距工作的基石。但我们也将与国际组织和
倡导团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新的创新倡导工作，例如 ITU-Dand 
这样的女性网络，找到加强这些工作的方法。

我将通过 Generation Connect 推进和倡导“鼓励青年参与并赋权青年”
的原则，并通过实习、交流和其他针对青年专业人员的计划增加青年在
国际电联内的就业机会。我将优先考虑电信发展局的青年能力建设计划
和举措 ，并将与相关的国际、区域和地方组织合作，以扩大我们的工
作范围。

作为 BDT局长，我将支持并加强我们的工作，通过 GSR 和 G5 加速器等
工具和论坛创建有利的监管和政策环境。 我还将确保对我们的数据和统
计产品进行持续投资，以确保 BDT 始终能够为会员提供可靠、最新和
可根据会员需求进行定制的决策的关键信息。

数字鸿沟仍然是数字转型的障碍，但也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希望。没有网络通信的群体通常
不是由地域甚至社会和经济能力来定义的，而是通常由年龄、性别、种族、能力差异或特殊需
求、数字化技能和其他社会结构来定义。为了创建一个公平和包容的数字化社会，关注数字包
容是必要的。 BDT 在提升社会弱势群体在数字访问和使用方面的地位方面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已
经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必须加倍关注这一点，以解决剩余的 29 亿人的问题。



实现数字
化发展合作

如果没有 BDT 所能支配的大量资源，就无法连接未连接的人。 我们不能只通过与其他可能在
数字发展的特定领域更有效的人合作并通过他们来推进我们的任务。 联合国秘书长的数字合作
路线图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在推进更安全、更公平的数字世界方面发挥作用，这将为所有人带
来更光明、更繁荣的未来。

基加利行动计划中的整体优先事项与 Partner 2Connect 数字发展联盟 (P2C) 一起为 BDT 采用新
型的“社会整体”方法进行干预铺平了道路。 这将使我们能够吸引合作伙伴并调动所需的资源，
引领发展中国家转型，全面参与安全、公平的数字世界。

作为 BDT 局长，我将确保 P2C 成为 BDT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加强 P2C 团队
能力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我的领导下，BDT 将通过不断吸纳合作伙伴和动员
认捐来支持BDT 的发展工作，以汇集所有合适的合作伙伴和资源，为 ITU-D 成员国的数
字化转型之旅提供帮助。

BDT 将贯彻与联合国发展系统保持一致的方针并融入联合国发展系统，以确保我们的发
展工作能够利用和帮助其他的联合国机构和计划所开展的工作。我将继续BDT之前的工
作。该工作致力于加强我们区域和地区办事处与联合国作驻地协调员之间的协调，特别
是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该举措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
率。



Partnering to achieve digital development
Connecting the unconnected cannot be done without vastly more resources than BDT can 
command. We cannot only advance our mandate by working with and through others who 
may be better able to be effective in specific area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UNSGs digital 
cooperation roadmap calls on all stakeholders to play a role in advancing a safer, more 
equitable digital world, one which will lead to a brighter and more prosperous future for all. 

The holistic priorities in the Kigali Action Plan, together with the Partner2Connect Digital 
Development Coalition (P2C), pave the way for the BDT to adopt a new “whole of society” 
approach to its interventions. This will allow us to engage partners and mobilis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lea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e a full participant in a safe, 
equitable digital world.

As BDT Director I will ensure that P2C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DT and strengthen the P2C 
team to ensure its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Under my leadership BDT will incorporate 
partners and pledges mobilised through P2C into BDT’s development efforts to bring together 
all the right partners and resources to deliver assistance to ITU-D member states in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ey. 

BDT will continue to align and integrate in the UN Development System to ensure that our 
development work leverages and enhances the work undertaken by other UN agencies and 
programmes. BDT will contribute thought leadership and expert technical input and efforts to 
the UNSG’s efforts to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help pave the way for advancement of 
the UNSG’s digital cooperation roadmap. 

Focus on LDCs, LLDCs and SID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LLDC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face additional 
challenges in mobilizing the investment and skilled resources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For LDC’s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connectivity means that additional support is required 
to incentivise the necessary investment. LLDCs often face political barriers to sustainable 
connectivity. SIDS, due to their water-locked nature and often remote location, usually requi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connectivity to connect their sometimes very small 
populations.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ls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which also increases the investment needs to provide resilience or enable renewal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BDT to help these countries in their digital 
development journey is essential.

As BDT Director, to ensure necessary focus on LDCs, LLDCs and SIDS, I will:
• Leverage my experience as a regulator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in the Caribbean 
to ensure that BDT provides the best possibl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LDCs, LLDCs and 
SIDS
• Build strong linkages with other UN Organisations such as OHRLLS, and the UNOSSC, 
and use P2C to identify other partners and to mobilise resources for work in LDCs, LLDCs and 
SIDS 
• Help LDCs, LLDCs and SIDS identify and define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hrough ou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eel and ensure that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are applied for the 
maximum possible impact
• Leverage ITU’s regional presence to bring our expertise closer to our membership, 
particularly to enhance focus on LDCs, LLDCs and SIDS

关注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LDCs)、内陆发展中国家 (LLDCs)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在为数字发展调动投资和技术资源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连通
性的简单经济学意味着需要额外的支持来激励必要的投资。内陆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可持续连
通性的政治障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水锁性质和偏远的位置，通常需要大力增加对连
通性的投资，以确保其非常少的人口连接。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频发自然灾害的挑战，这
也增加了提供复原力或促进网络基础设施更新的投资需求。 BDT 为帮助这些国家的数字化发展
之旅提供的援助至关重要。

作为电信发展局局长，为确保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利益，我
将：

利用我作为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监管员的经验，确保BDT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
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援助和支持。

与其他联合国组织（例如 OHRLLS 和 UNOSSC）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并使用 P2C 来动员
其他合作伙伴并为 LDC、LLDC 和 SIDS 的工作调动资源。

通过我们的数字化转型轮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识别
和定义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并确保将可用资源发挥其最大可能的作用。

利用国际电联的现存区域，使我们的成员更接近我们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加强对最不发
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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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组织
优越性

必须继续作为我们组织领导和转型的基石。

BDT 必须发展并保持一种卓越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所有员工都理解并遵循一套共同的价值
观，努力实现明确和可衡量的共同目标，并从相互信任和问责制度中受益。

作为 BDT 局长，我将致力于发展一个重视和努力或最高绩效水平的 BDT，同时尊重和培
养所有员工的职业和个人生活。

我将促进和鼓励员工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并让员工向其同行和利益相关者的最高行为标
准看齐。

BDT 必须与所有成员和利益相关者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响应他们的需求、关注和持续反馈。

我将倾听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我将确保 BDT 采取果断和有影响力的
行动，以改进内部并协助、支持和推进所有 ITU-D 成员的数字化发展。我们将持续改进
BDT的规划和运营活动，以推动在成员国开展的活动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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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T 必须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并且全面实施一个组织框架，以确保对委托给该组织的资源和成
员承担适当的责任。资源必须最优化地用于我们开展行动的成员国。

我们必须继续成果管理制的制度化和完善工作，以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在我们工作的各个阶段（
从规划到执行）都与这些方法保持一致。 所有 BDT 员工都必须能够想象、衡量和证明他们的
工作如何朝着数字化未来大步迈进。 会员必须对我们工作的有效性充满信心，并且能够快速获
得彰显我们影响力的清晰信息。

我将继续确保电信发展局的工作上在由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完善的汇报机制组成的强大组
织框架的基础上开展的。

BDT 将国际电联的工作带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直接有效地接入国际电联，
帮助弥合数字鸿沟。强大的区域存在是这项工作的关键，并且该区域必须拥有在成员国开展活
动所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我将倡导并实施有效的区域代表制度改革，以加强国际电联在所有成员国的工作，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在 BDT 中，一个国际电联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国际电联的部门和协调其活动的局可能代表了
世界上最集中的信息通信技术前沿专业知识和经验。 BDT 必须确保其工作包含国际电联的所有
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国际电联”的原则。这已成为电信发展局管理国际电
联区域存在原则的基石，必须在我们的所有工作中加以推进。

我将与其他民选官员进行合作并紧密合作，以确保BDT与其他局和总秘书处之间的最佳对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