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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2 日至 5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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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要求，
**
 秘书长谨向统计委员会提交锡耶

纳社会统计小组（秘书处：荷兰）的报告。委员会不妨审查小组的工作方案并对

其日后的工作方向提出意见。 

 

 
*
 E/CN.3/2004/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4号》（E/2003/24），第一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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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的报告 
 
 

宗旨 

 

 促进和协调所有社会统计领域的国际合作，专注社会指标、社会核算、社会

报告、概念和分类，以及分析综合社会、经济和生态数据的联系和框架，供制订、

分析和监测政策时参考。锡耶纳小组是一个独立、专注和灵活的智囊团，目的在

于推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社会统计的发展，填补国际组织目前工作的空白，

并查明目前没有得到充分注意的前沿问题。 

成立年度 

1993 年 

参加成员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匈牙利、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

葡萄牙、大韩民国、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美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联盟、欧洲联盟统计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与联合国有联系的欧洲预防和控制犯罪研究所(欧洲

防罪所)、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人员。 

会议和其他活动 

 1． 意大利锡耶纳，1993 年 10 月 

 2． 瑞典斯德哥尔摩，1994 年 6 月 

 3． 挪威奥斯陆，1995 年 6 月 

 4． 法国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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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联合王国伦敦，2002 年 12 月 

 9． 匈牙利布达佩斯，2003 年 11 月 

 关于短期和中期战略目标的临时会议：瑞士日内瓦，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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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统计国际暑期学习班：锡耶纳，1998-2000 年。暑期班由欧洲统计人员

训练研究所和锡耶纳小组与锡耶纳大学合作举办，欧统处赞助。学习班课程围绕

三个主题，连续举办三年。第一个主题为“不平等与公平”(1998 年)，第二个主

题为:“参与、歧视和排斥”(主要从中间一级着手)(1999 年)，第三个主题为:

“内聚力、一体化和政策分析”(主要是从宏观一级着手)(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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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末的家庭 

 7. 社会统计核算和社会发展指标 

 8. 社会资本的概念与量度 

 9. 犯罪、司法和安全的概念与量度 

2003 年会议报告 

社会资本的概念与量度 

 关于社会资本的题目，下列方面提出了报告：欧洲委员会，主题是“社会资

本和欧洲社会政策”；瑞典统计局，主题是“瑞典的团体生活”；芬兰统计局，主

题是“对社会资本量度经验的评估”；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主题是“联合王国

社会资本的量度”。 

 根据会议的讨论，锡耶纳小组决定编写一份报告，总结关于社会资本的工作。

会议议定该报告本身不是一本手册，而是小组载述下列问题的整体综合报告：社

会资本的定义和政策关联性、与社会资本量度有关的方法问题、国际经验、国际

协调。小组下一次会议将核可一份完整的草稿。 

 小组决定社会资本问题报告的内容分配如下： 

 导言 

 第 1 部分：什么是社会资本、政策的关联性、前景（协调者：联合王国国家

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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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部分：方法问题（协调者：芬兰统计局） 

 第 3 部分：国家经验和国际协调，重点是最佳做法和取得的经验（协调者：

加拿大统计局） 

 附录（有关来源的书目等）。 

 有关网站:www.statistics.gov.uk/socialcapital/;www.statistics.gov.uk/scqb/; 

www.worldbank.org/poverty/scapital/index.htm. 

犯罪、司法和安全的概念和量度 

 关于犯罪、司法和安全统计的题目，下列方面提出了报告：欧洲犯罪预防和

控制研究所，主题是“安全、犯罪和司法统计的国际发展”、意大利国家统计研

究所，主题是“意大利受害问题调查对全国犯罪问题研究的革新性贡献”和“意

大利境内妇女遭受暴力问题调查”，荷兰统计局，主题是“安全帐户：安全、犯

罪和司法统计的一体化”。 

 锡耶纳小组审查了关于犯罪、司法和安全的国家和国际统计现况，建设性地

交换了意见和经验，并同意在下一次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锡耶纳应特别集中

注意关于这些题目的统计的相关性（通过与决策者进行重点更突出的对话）、数

据质量和国际可比较性、综合不同来源数据的方法和技术，以及量度社会对犯罪

的恐惧。 

量度识字率 

 锡耶纳小组关注识字率的量度问题，特别讨论了《国际成人识字情况调查报

告》的设计问题，以及调查结果是否有效和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问题。联合王国国

家统计局提出题为“在欧洲范围内我们对识字情况调查有什么的认识？”的报告。

法国国家统计局根据法国关于信息和日常生活的调查，提出了主题为“成人识字

情况评估”的调查报告。 

 有关的网站:www.oecd.org/edu/；www.pisa.oecd.org;www.ets.org/all/。 

在社会统计中使用行政数据 

 应当加强使用社会统计的行政数据来源。提出了有关使用行政数据的一些例

子：澳大利亚等候医院服务所需时间的国家统计数字，挪威关于个人、家庭和住

户数据的统计系统，丹麦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和就业情况的统计数据，匈牙利社

会统计行政数据档案的统计利用。 

关于个人的纵向数据的使用 

 在纵向数据的编制和分析领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纵向数据的讨论重点包

括：英国住户小组调查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纵向调查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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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性使用、欧洲共同体住户讨论小组自然减员的严重程度，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国

家纵向调查方案。 

2003 年 5 月制订社会统计范围专家组会议的后续行动 

 关于 2003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制订社会统计范围的

专家组会议的后续行动，锡耶纳小组讨论了联合国统计司编制的 2004-2014 年人

口和社会统计工作方案草案。在讨论工作方案期间，与会者注意到锡耶纳小组的

任务规定，即促进和协调所有社会统计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作为社会统计发展领

域的一个独立、重点和灵活的智囊团，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行动，填补

国际组织的空白领域并查明目前没有得到足够注意的前沿问题。 

 铭记着这一点，认为锡耶纳小组的活动以及提议的社会统计论坛的工作是补

充性的。关于提议的 2004-2006 年活动，锡耶纳小组认为条理不够清楚，也没有

资源制作详细的关于人口和社会统计不同领域的手册、说明和技术报告。不过，

小组可以针对它们的内容提出意见，为这种产品提供投入，在其定期的会议上讨

论有关的草案。小组强调，在制作这种手册或其他形式的产出之前，必须弄清这

些产品的对象。 

 锡耶纳小组也可以协助组织关于人口和社会统计方法的学习班，成员以个人

身份提供统计训练。在讨论期间，有人指出这种讲习班永远不能够取代锡耶纳小

组的定期会议。后者具有不同的、较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点。 

 在审议拟议工作方案的其他方面，锡耶纳小组成员认为小组不妨在向发展中

国家统计局传授技术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建议下一次会议讨论这一项目。 

 此外，小组也可以发挥作用，促成不同的国际组织一起探讨小组确定要审议

的题目。例如，国际移徙的量度是已提议下一次会议审议的题目，现已建议邀请

一些研究这一题目的国际组织参与审议。 

更多信息 

 2003 年会议的整个方案和提出的文件见下列网址：www.ksh.hu/sienagroup/。 

预定举行的会议 

 锡耶纳小组下次会议的议程如下： 

 A. 犯罪、司法和安全的概念和量度 

 A1. 犯罪、司法和安全统计的目标和政策关联性（组织者：欧洲防罪所） 

 A2. 数据质量和国际可比性（组织者：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5
 



 

6 
 

E/CN.3/2004/3  

 A3. 综合不同来源的数据的方法和技术（组织者：荷兰国家统计局） 

 A4. 量度社会对犯罪的恐惧程度（组织者待定） 

 B. 国际移徙的概念和量度（组织者：挪威统计局） 

 C. 记录链接技术（组织者：丹麦统计局）（这一会议也将包括一份关于国

际传播和检索行政来源的微数据的做法的文件） 

 D1. 社会统计领域当前的国际统计合作（报告员：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

所） 

 D2. 社会资本的概念和量度的报告的进展（报告员：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 

 D3. 关于国际量度成人识字率和生活技能的进度报告（报告员：法国国家统

计和经济研究所） 

 下次会议订于 2005 年初举行，由芬兰统计局任东道主。 

小组的主席团 

 锡耶纳小组的活动由一个主席团管理。最近的会议选出了下列成员：Pieter 

Everaers 先生（荷兰统计局，主席）、Jil Matheson 女士（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

当选候任主席）、Michel Glaude 先生（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Alan Mackay

先生（澳大利亚统计局）、Douglas Norris 先生（加拿大统计局）、Gerry O’Hanlon

先生（爱尔兰中央统计局）、Jussi Simpura 先生（芬兰统计局）和 Gabriella 

Vukovich 女士（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联系人 

 Pieter Everaers 博士 

 荷兰社会和空间统计局局长 

 P.O. Box 4481 

 6401 CZ Heerlen 

 Netherlands 

 电话：+31 45 570 6290 

 传真：+31 45 570 6273 

 电子邮件：pevs@cbs.nl 

mailto:pevs@cbs.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