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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2001 年 3月 6日至 9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d) 

 
 

  人口和社会统计 
   

  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 
 

  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谨向统计委员会转递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秘书处:荷兰)的报告 该

报告载于附件中 按照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要求转递给统计委员会  

  讨论要点 
 

2. 统计委员会不妨:(a) 讨论锡耶纳小组的任务规定是否突出重点,目标是否明

确并可达到;(b) 就锡耶纳未来工作的提议作出评论  

注 

1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0年,补编第 4号 (E/2000/24),第 1段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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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的报告 
 

宗旨 

 

 促进和协调社会统计领域的国际合作 注重社会指标 社会核算 概念和分

类 以及分析综合社会 经济和人口数据的联系和框架 供制订和分析政策时参

考  

成立年度 

1993年 

参加成员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加拿大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

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朝鲜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葡萄牙

新加坡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共同体统计处(欧统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

加经委会) 联合国统计司 联合国发展小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会议和其他活动 

 1. 锡耶纳,1993年 10月 

 2. 斯德哥尔摩,1994年 6月 

 3. 奥斯陆,1995年 6月 

 4. 巴黎,1996年 6月 

 5. 瑞士纳沙泰尔,1997年 6月 

 6. 澳大利亚悉尼,1998年 12月 

 7.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2000年 5月 22日至 24日 

 社会统计国际暑期学习班由欧洲统计人员训练研究所和锡耶纳社会统计小

组与锡耶纳大学合作举办 欧统处提供赞助 暑期学习班课程是围绕三门课/三

个主题安排的 连续举办三年 第一个主题为 不平等与公平 (1998 年 7 月 5

日至 11 日) 第二个主题(1999年)为: 参与 歧视和排斥 (主要从中间一级着

手) 2000 年 5 月 28日起那一周内在锡耶纳举办了第三期 2000 年 署期学习

班 第三个主题(2000年)为: 内聚力 一体化和政策分析 (主要是从宏观一级

着手)  

 



 

 3 
 

 E/CN.3/2001/5 

审议的专题 

 1. 国民核算 经济分析和社会统计  

 2. 社会报告和社会核算  

 3. 监测教育和劳工市场的社会排斥现象  

 4. 世代间关系和社会流动性  

 5. 迈向多元文化社会  

 6. 二十纪末的家庭  

 7. 社会统计核算和社会发展指标  

产品 

 每次会议之后编写一卷会议记录,其中包括提出的所有文件和讨论摘要 不

久将发行 2000年会议记录  

  此外 锡耶纳小组还印发了三个专题出版物  

 二十世纪末的家庭 (1999年) 可向澳大利亚统计局索取 请将索取要求

送至: 

 社会统计处处长 Marion McEwin 

 电话: +61 2 6252 7068 

 传真: +61 2 6252 5172 

 电子邮件:marion.mcewin@abs.gov.au 

 

 监测多元文化的社会:锡耶纳小组报告 可向瑞士联邦统计处索取: 

 Schwarztorstrasse 96,CH 3003 Bern 

 电话: +41 (0)31 322 87 87 

 传真: +41 (0)31 322 78 57 

 电子邮件:paul.roethlisberger@bfs.admin.ch 

 关于年青人受排斥的统计报告 (1997年) 可向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分发中

心索取: 

 传真:+3-06-4673-4177 

 电子邮件:dipdiff@ist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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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会议主题 社会统计核算和社会发展指标  
 

 目前 社会统计正从各种单独统计转变为综合制度(综合调查 社会核算矩

阵等) 这种转变被视为现代决策者更加需要通过一套限定权威性指标监测社会

和经济动态的必然结果 此类指标基于通过国际可比统计资料(指标)和协调努力

建立的协调一致的统计资料框架 在早些时候举行的锡耶纳小组会议上以及在蒙

多夫系列研讨会中都讨论了指标和综合问题 迄今尚未均衡地传播建立统计制度

及制订和采用指标方面的经验 各国际组织制订了若干套社会(主要)指标 并提

出基本统计资料的要求 有些国家统计研究所预料到这些政策要求 进行了综合

调查 还有些研究所在制订核算制度方面作出很大努力 另外一些研究所调查现

有和新的登记中心及其它行政来源的潜在价值 为巩固已取得的进展并促进进一

步发展 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会议打算提供一个论坛 旨在总结和交流现有经

验 寻找新的办法并制订共同战略 会议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1. 最新发展水平及其与政策议程的相关性  

 2. 为何和为谁制订指标  

 3. 我们如何确定衡量的内容  

 4. 如何收集资料以及应为一致性和可比性作出哪些规定  

 5. 构成社会核算制度的货币和非货币现象之间的联系  

 会议结论强调 必须在指标领域及合并各种来源数据的方法领域中进行更有

条理的研究和合作 为此目的 提议建立分组 负责拟订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加者

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项目 锡耶纳小组还强调它在通过暑期学习班活动提供社会统

计学培训方面发挥的作用  

 

预定举行的会议 

 锡耶纳小组的下次会议将由葡萄牙国际统计局组织召开 时间暂定于 2001

年夏  

 

联系人 

 Pieter Everaers 锡耶纳小组 2000年会议的当地组织人 

 荷兰社会和空间统计局局长 

 Kloosterweg 1 

 6401 CZ Heerlen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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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31 45 570 6290 

 传真 +31 45 570 6274 

 电子邮件 pevs@cbs.nl 

 锡耶纳小组还在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址的英文部分中保持一个因特网网址

http://www.istat.it/Primpag/siena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