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4Africa 2016：

事实、统计数据
与评价

第二届非洲电子身份识别政府年度论坛

ID4Africa 年度会议

2016年5月24至26日，卢旺达，基加利

本文将提供2016年会议的统计数据，并分享两项会后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受访者为数百位参加会议
的政府代表和参展商，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此次会议的看法并给出了细致的评估。



一场里程碑式的会议

从各方面来看，ID4Africa 2016都是一场

超乎预期的里程碑式会议。在紧凑而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三天会议里，数百位与会人

员共同探讨、广结人脉、见证并了解了身

份识别的相关事宜。它的成功有效地证明
了身份识别的重要性，也证明了草根运动

对推进非洲身份识别集体知识带来巨大的

影响力。

ID4Africa年度会议已经成为非洲身份识别产

业各企业部门必去的一次会议。

今年的会议极大地增长了ID4Africa的势头，ID4Africa现已着
手准备在2017年4月26日至28日于纳米比亚举办一场更具创新
和影响力的会议。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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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同比增长

一年内参会人数几乎翻倍：

 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约占
50% 

 来自非洲乃至国际的民营企
业约占50%

能有这么多国家派出这
么多高级别的代表同聚
一堂参加同一场会议，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 Michiel Loeff, Genkey

2016
卢旺达，基加利

2015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约600名参会者约310名参会者

几乎翻倍

93%的年增
长

官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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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门的广泛参与

我们发现与会人员的质量
与我们期望的一模一样。
对于计划进驻非洲市场身
份识别领域的企业，我一
定 会 推 荐 他 们 来 参 加
ID4Africa。

- Tom Hope, CardLogix, Inc.

本次参会人员的数量之多、级别与质量之高，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政府部门和援助机构的共同参与探讨各类话题，成就了一场出色的论坛。如
此高素质的参会人员是前所未有的。
- Jim Runcie, De La Rue

政府代表

执法与司法机构
当地政府部门
总理办公室

内政部

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办公室

移民局与外事办

财政与预算办

社会保障与公共事业
医疗部门

统计局

选举委员会

身份管理机构与民事登记处



ID4Africa不仅是唯一一个针对缺乏健全
的身份识别系统所引起问题而讨论最终
解决方案的大型非洲论坛，也是世界上
首个探讨此类关键议题的论坛之一。要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6.9条—
—“到2030年，每个人都拥有合法身
份”——在实践中，合法身份意味着什
么？如何落实和操作？若对这些问题不
能形成跨洲的共识，是没有办法实现这
一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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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强调知识共享的论坛

- Niall McCann，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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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演讲嘉宾阵容

不仅从演讲嘉宾的角度，从听众的角度来看，这是在非洲稀缺的
顶级质量会议之一。所有的决策者悉数到场。这是一个拓展人脉、
了解非洲现状的大好机会。

- Frank Leyman，FEDICT，比利时

ID4AFRICA
2016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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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对许多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国家来说都是
一个独一无二的学习和拓展交流的机会。随着会
议的不断发展，它将有助于在整个非洲范围内建
立一个共同体，这无疑能够帮助各个国家应对各
自的身份管理问题。

- Robert Palacios，世界银行

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份证系统尚未健全的国家，
本次会议有着极为宝贵的价值，能够帮助他
们了解现状，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理解如
何采取可行的措施来完善系统。

- Lisette Konde，世界银行，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卢旺达基加利举办的ID4Africa会议堪称无与伦比，为寻找合适
的客户和提升终端用户的意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会
将ID4Africa推荐给任何一家集成商或解决方案提供商。我已经将
它推荐给了我的合作伙伴。

- Robert Jones, Integrated B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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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围绕大会主题

本次大会开展了内容
丰富的全体会议和研
讨会，来自各部门的
演讲嘉宾提供了案例
分析和一手经验。论
坛以闭幕会议画上句
号，会上展开了热烈
讨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参与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会议。而此次大会策划与执行的
质量是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最好的。与会人员都积极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组
织者总能及时地回应解决问题，交流的氛围非常好，让我受益匪浅。这是一场
国际性的大型展会，要求事无巨细的策划和对细节的一丝不苟，而大会的团队
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想以个人的名义来感谢团队，你们干得非常出色。以
后我不会错过任何一场ID4Africa组织的会议。你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相信。

- Mary Dei Sarpong,  加纳同业支付与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加纳

国家身份管理机构作报告

国际发展机构作报告

解决方案提供商作报告

民事登记与国民身份证 证件安全与身份证发行

法律框架与治理 经济与商业模式

身份认证支持民主 社会保障与金融兼容

ID4Africa 商业会议

陪同实地考察

快速总结与专家组讨论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环节中，政府部门讨论了各自国家的
基础身份识别系统。

第二次全体会议：

这些国际机构都是发展身份识别系统的关
键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实施的指导、资助
和技术支持方面举足轻重。

第三次全体会议：

几大解决方案提供商探讨了各自在落实身
份识别解决方案方面的经验，以及现有技
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以应对身份认证所面
临的挑战和问题。

9

议题：第一天

身份管理机构

第一次全体会议

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

第二次全体会议

国际发展机构

第三次全体会议

解决方案提供商

卢旺达 尼日利亚 马里 纳米比亚 南非 马来西亚



研讨会 1：

该研讨会探讨了制定一项单一的身份管理政策
所面临的需求和挑战，以及在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第16.9条中所发挥的作用，此类政策涉及
民事登记和国民身份证。

研讨会 2：

该研讨会从技术提供商的角度聚焦于：
保障身份识别安全的开发流程、打击欺
诈和确保制卡安全的方法。

10

议题：第二天

民事登记
与国民身份证：
与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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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第二天（续）

研讨会 3：

背景丰富的演讲嘉宾一同讨论了隐私保护的法
律框架和管理、对国家身份管理系统的推广支
持与信任建立。

研讨会 4：

该研讨会探讨了身份系统背后的金融和经济维
度——如何让系统的成本控制在政府可承受的
范围内，社会如何为该系统提供资金。

法规
合约性

身份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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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第二天（续）

研讨会 5：

该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角，不仅关注选
举注册的身份管理作用，还关注了基础身份注
册的使用和关联性。

研讨会 6：

该研讨会聚焦了身份管理战略与创新技术的结
合，以支持社会保障，并将社会中的贫困群体
纳入体系。

用于社会保障
的身份管理

用于民主的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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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现场参观

参观多个区域登记中心，中央数据管理处和证件制作厂。



参展商涵盖了身份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报名

系统、生物识别、证件制作与安全、数据系统

管理，ID4Africa确保相关的核心技术和解决

方案均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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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汇聚了世界领先技术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这是我从事生物识别产业15年来参加的最专业
的一次展会。
-Samuel Wu，亚略特生物识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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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沟通桥梁

ID4Africa是政府、民营企业和发展机
构在电子身份领域的纽带。

- Edward Duffus, Pl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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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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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效果分析

会后调查收集了6项指标的定量数据（外加定性数据），评估了未来
参会人员、参展商和赞助商感兴趣的重要方面。数据显示，本届会
议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这绝对是非洲ID日程上最
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ID

产业各企业与部门不可错
过的一场论坛。

- Josef Iroko，国家身份授
权局，加纳

在卢旺达基加利举办的
ID4Africa会议实在是太出
色了，给了我们一个很
好的机会把自己介绍给
非洲身份证领域的政府
领导和决策者。

- Uwe Ludwig, Abnote

2016 年度会议——卢旺达基加利
各项评分都居高位#

信息质量 拓展人脉的机会
会议内容*
相关程度

展示的方案
范围*

展商立刻获得
合格的潜在客户**

图例

#来源：代表与展商的会后调查
*仅限参会代表回答问题

**仅限展商回答问题

中立 同意 强烈同意 总体评分=强烈同意+同意

对展商提供的

产品与服务获得
良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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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的人表示明年会再来

Veronica Ribeiro、Greg Pote、Pascal
Nyamulinda（ID4Africa 2016主办国，卢
旺达国家身份授权局局长）、 Patrick
Nandago（纳米比亚内政部常务秘书）和
Joseph Atick在仪式上宣布ID4Africa 2017
的火炬由卢旺达传递给纳米比亚。来源：2016年机构代表与

参展商调查

为ID4Africa 2017
纳米比亚会议打下基础

可能参加ID4Africa 2017年会议的情况

尚未决定

可能 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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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来自参会者和展商的评价

来看看评价中的高频词汇

不要光听
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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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紧凑

重要的决策者

专业的

非常重要

不可不去

远超预期

积极的

远见卓识
组织良好

非凡的

良好机遇

人数众多

拓展人脉

信息丰富

无与伦比

领先的

品牌宣传

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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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亚洲、阿联酋和拉美都参加过类似的
论坛，这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体验。会议的
组织、组办团队的投入、论坛的议题、酒
店和其他住宿安排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
印象。能有这么多的参与人员，包括与会
人员、工作人员和参展商，简直让人无法
相信！在本次ID4Africa 2016论坛上，你们
表现得非常出色。干得好！！继续加油！！

- Hadiza Ali Dagabana，国家身份管理委员
会，尼日利亚

ID4Africa又一次提供了绝妙的体验，使我们有
机会认识身份识别产业最优秀的企业。论坛
帮助我，更是帮助我的部门，直接接触到了
身份识别领域最优秀的一批企业。没有论坛，
我们无从了解。我们现在有机会直接和这些
高科技的身份识别企业开展讨论，帮助我们
解决自身在身份识别上的噩梦。感谢ID4Africa。

- Winston Jah，国家社会保障与福利公司，肯
尼亚

ID4Africa汇聚了如此多国际和当地的身份识别产业各企业和政府机构，
如果你相信你的公司在非洲国家的身份识别领域拥有一席之地，那么
他们今后的会议你一定要参加。非常期待在纳米比亚再次相见！

- Clement Herrmann, Arj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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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不同凡响的会议，联合了所有希望
能采用生物识别来解决人民的身份问题的非
洲机构，众多国际发展机构，例如 1）世界银
行；2）法国开发署；3）非洲发展银行，以
及在身份识别领域的领导企业。在展会中，
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担忧和目标，展示自
己的产品和服务……

- Abdoulaziz Abdillahi, SESN, 吉布提

ID4Africa真正提供了非洲eID生态圈长期或缺的
共享经验与知识的平台。会议为参会者提供了
卓越的沟通交流、拓展人脉的机会。每年都能
在会议期间，在轮值的非洲国家的展厅里看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颇有名望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这是一大创举，也是展览的一大福利，我一定
要鼓励所有身份识别领域的相关企业和部门参
加会议，让会议更好地促进非洲社会经济的发
展。

- Emmanuel Brown，国家身份授权局，加纳

ID4Africa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这里能学习到类似的经验和在非洲乃
至全球部署的项目。演讲的内容和展览上展示的产品完整地展现了公民身
份识别产品市场的现状。

- Sergio Rainero, Green Bit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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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选举管理专员，ID4Africa为我
提供了一个交流业务和拓展人脉的平台，
能会见ID领域的各类专家，更是见识到
技术如何推动具有公信力的清廉选举。
- Isaak Otien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会议，组织得很完美。展览的
内容很丰富。总体而言，论坛为身份证领域的主
要企业和部门提供了真诚交流的途经。
- Joshua Kolajo，国家医保局，尼日利亚

这是一个在身份管理方面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
平台，旨在分享经验，使身份管理流程透明化。
- Kwaku Ofosu-Adarkwa，国家身份认证局，埃
塞俄比亚

非洲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尤其在身份识别
领域，所以该领域的各方企业和部门都应参加
下一届的ID4Africa，共同交流各自的挑战和解决
方案。
- Manago Dieudonne，国家身份认证局，卢旺达

会议分享了经验和可行的创
新，更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供了相关信息！
- Maurice Mubila，非洲发展

银行

大会提供的技术和政策解读非常有助于改善非洲
的人口管理。
- Reuben Kimotho，国家登记局，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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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峰会回来后，我更有激情、更果断、充满
动力。能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色同仁
相识互动，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各
国的ID系统。我对实现非洲人人拥有合法身
份充满信心。祝贺ID4Africa的组织者。

- Nicholas Owusu-Appiah，出生死亡登记处，
加纳

参加ID4AFRICA的论坛帮助我彻底了解了民事登记
和身份管理系统的流程和涉及的事项，以及其在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论坛结
束后不久，我就被任命参与一个政府工作小组，
我的任务是实施乍得的安全证件生产。参加
ID4AFRICA能帮助我更好地准备这项新任务。

- Fika Gapili Tedang，财政部，乍得

ID4Africa为业务交流和品牌宣传提供了非
常出色的平台。
- Hendrick Meeding, Bytes

ID4Africa是非洲eID生态圈内“不可不去”的
会议。
- Alexander Sipua Ngnoub, Sipua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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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Africa正在前行……

我们温特和克见！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

卢旺达
基加利

纳米比亚
温特和克

2015年6月2日- 4日 2017年4月26日- 28日2016年5月24日-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