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SIS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18	  一日论坛 	  （三月 19日）研习会内容简要 	  

主题	  

How	  to	  apply	  and	  achieve	  the	  17	  SDGs	  in	  a	  world	  wher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s	  exponential,	  and	  where	  near	  all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models	  are	  disrupted?	  

在一个科技以几何倍数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整个原有经济、

社会体系面临土崩瓦解的时代，如何应用并实现 17 个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细化主题	  

The	  key	  prerequisites,	  the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structures	  and	  
cultures	  

必要条件，工具和方法论，组织结构和文化 

	  

组织者：Raymond	  Morel,	  Philip	  Koenig,	  来自 IFIP（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的	  Mohamed	  
Balghouthi，IFIP, G4，Social	  IN3	  

	  

论坛时长：120 分钟 

论坛日期：三月 19 日	  （烦请咨询最终的具体时间）	  

形式：演讲者和组织成员入座讲台，会谈代表列排入座 

3 组路演+ 互动集体讨论 

	  

概要：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科技对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但是与

此同时它也对现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物质世界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换、供应链体系、价值链乃至整个与其相关联的经济生态环

境、教育和知识的传播， 等等的一切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将这种变化转换成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机遇，而非将它看作是动摇下层

基础建设和生活的、带有批判色彩的危机	  

在确保向数字化成功转变，并保障最大限度减少因此带来的破坏性的前提下，我们在实施 17

个 SDG 的同时，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包括： 

-‐ 21 世纪教育 	  
-‐ HDRR	  (Human	  Digital	  Rights	  &	  Responsibilities)	  



-‐ HDRR (人类的数字权利&义务) 	  
-‐ 方法论角度下系统化的推进步骤 	  
-‐ 实验性的现实版研究室（城市，省区，国家/大洲，公司，组织……） 	  
-‐ 有意识地对可能存在的错误假设进行调整和/或更正 	  
-‐ 建议将此次工作小组的成果具体应用到 SDG 的实践当中 	  

几何级数的时代，需要几何级数的思考去解决复杂的问题。一个现实的研究实验室正是可以迅

速寻找解决复杂问题办法的场所。	  

面对戏剧性快速增长的变化的风险，对于每一个人，利益相关者，组织，公司和教育团体，政

府，经济参与者（工会和员工），在做每一件事时， 大家都能通过更多的信任与透明化来减

少和制约可能存在的风险。	  
	  

我们将研究如何应用科技来减少和承担起某些伦理问题，并在保证可追溯性的条件下，推动实

现 17 个 SDG。	  

发言者和听众将要面对思考如何在一个几何级数快速发展的时代，确保人类的数字化权利&义

务，并且探讨如何推进共享战略&知识更新&专业技能的发展。	  

发言者如下：	  
• Professor	  Jacques	  Dubochet,	  University	  of	  Lausanne,	  Nobel	  Priz	  2017	  in	  Chemistry	  

with	  the	  title	  “We are good at producing knowledge, not so at using it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Can we do it better?” 
Jacques	  Dubochet教授，Lausanne大学，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引发论坛

主题《We are good at producing knowledge, not so at using it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Can we do it better?》 
 

• Ms	  Juan	  LIU-‐DONG	  (Spécialiste	  des	  Achats	  Durables,	  Gérante	  d'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franco-‐chinois,	  Coach	  d'étudiants	  de	  Master2) 
董·刘娟女士 （可持续性采购领域专家，中法投资基金执行董事，硕士研究生导师） 
 

• Mr	  Dirk	  HELBING	  :	  Professeur	  de	  Sociologie	  et	  d'Informatique	  à	  l'ETHZ	  	  -‐-‐>	  "Thinking	  
Ahead	  :	  Essays	  on	  Big	  Data,	  Digital	  Revolution,..."	  -‐-‐>	  "The	  Automation	  of	  Society	  is	  Next	  :	  
How	  to	  survive	  the	  Digital	  Revolution"	  	   
Dirk	  HELBING先生：ETHZ计算机学和社会学双学科教授， 代表著作《Thinking	  Ahead	  
:	  Essays	  on	  Big	  Data,	  Digital	  Revolution》，《The	  Automation	  of	  Society	  is	  Next	  :	  How	  
to	  survive	  the	  Digital	  Revolution》 
 

• Mr	  Andrea	  BASSI	  :	  Extraordinar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	  
"Tackling	  Complexity	  :	  A	  Systemic	  Approach	  for	  Decision	  Makers"	  /	  Préface	  de	  Klaus	  
Schwab	  (WEF)	  et	  de	  Paul	  Polman	  (CEO	  of	  Unilever,	  Chairman	  of	  the	  WBCSD)	   
 
Andrea	  BASSI先生：Stellenbosch大学荣誉教授, 代表著作《Tackling	  Complexity	  :	  A	  
Systemic	  Approach	  for	  Decision	  Makers》，Klaus	  Schwab	  (WEF)	  以及Paul	  Polman	  
(Unilever执行董事,	  WBCSD主席)作序 
 

论坛成果 



我们期待代表们能够在会后得到一定的实质性收获。论坛后，会议主席就主要信息和面临的挑

战做出总结。这份总结报告将由研习会以 WSIS（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级别推荐并官方提交给

CSTD（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下一步计划： 	  

Social	  IN3	  &	  G4下一步会致力于将彼此共识付诸于实践，并协同潜在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共

同参与到实践当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