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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3 日至 6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4(j)  

供参考项目：统计方案的协调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4/219 号决定提交，概述了统计活动协调

委员会 2014 年开展的工作，以及该委员会 2014 年 3 月 3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

三届会议和 2014 年 9 月 11 日和 12 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会议的主要结论。

统计委员会在讨论相关议程项目时不妨参考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观点，并注意

到本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E/CN.3/2015/1。 

http://undocs.org/ch/E/CN.3/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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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 2014 年举行了两届会议，其中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3 日于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之前在纽约举行，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4

年 9 月 11 日和 12 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主办在罗马举行。两届

会议都由委员会两名共同主席、即欧洲中央银行统计司副司长韦纳·比尔和粮农

组织统计司司长兼首席统计师皮埃特罗·格纳尼主持。本报告概述了 2014 年开

展的工作，以及委员会第二十三届和第二十四届会议的主要结论。  

 

 二. 成员情况  
 

 

2. 2014 年有六个新成员加入协调委员会，即美洲开发银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统计中

心、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委员会现有 45 个成员(列于附件)，其中 36 个成员在 2014 年至少参加了一届会议。  

 

 三. 工作方法 
 

 

3. 除每年举行两届会议外，协调委员会还在闭会期间通过一系列任务组积极开

展工作，落实常会作出的决定。各任务组自行选择工作安排，并酌情自行开会，

编写工作进展和成果文件，供委员会在常会期间决策。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作为委员会秘书处，与共同主席密切合作，为委员会成员的沟通提供便利，并负

责编写常会报告和提交统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还维护统计司网站上的协调委员

会网页(http://unstats.un. org/unsd/accsub-public/workpartner_ccsa.htm)。  

4. 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协调委员会审查并确认了当前工作方法，特别是各任

务组的工作安排。 委员会同意在今后届会议程上定期列入成员组织的统计工作

情况介绍，并为委员会制订一项多年方案。 

5. 自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以来，协调委员会已就统计委员会议程上对其

有重要意义的项目拟订了联合声明。这些联合声明必须得到协调委员会相当多成

员的支持，才能作为对共同主席代表协调委员会发言的授权。共同主席在 2013 年统

计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发布了四项联合声明，在 2014 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发布

了三项联合声明。1
 协调委员会正计划在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发布联合声明。 

__________________ 

 1 2014 年就以下议程项目发布了联合声明：3(a)-官方统计基本原则的执行情况(由粮农组织发

布)；3(c)-方案审查：更广泛的进展计量办法(由粮农组织发布)；以及 3(d)-国民账户(由欧洲中

央银行发布)。2013 年就以下议程项目发布了联合声明：3(i)-性别统计(由贸发会议发布)；3(k)-

卫生统计(由欧洲中央银行发布)；3(l)-联合国系统统计活动的协调(由贸发会议发布)；以及 4(o)-

交换分享数据和元数据的共同公开标准(由欧洲中央银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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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委员会 2014年的工作 
 
 

 A. 2015年后发展议程  
 

6. 自 2012 年第四季度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二十届会议以来，协调委员会

就定期将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列入其议程。委员会及其成员准备在 2015 年后发展

议程的背景下，在可持续发展的计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已经通过各种方式

促进当前国际进程。  

7. 在 2014 年 9 月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广泛讨论了这一议题，特

别是委员会及其成员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新成立的数据革命促进可持续发展独

立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专家咨询小组共同主席恩

里科·乔瓦尼尼的情况介绍。作为后续，委员会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向专家咨

询小组提交了对这一议题的共同意见，其重点是：(a) 更高效地利用现有和新的、

非传统的数据和元数据来源；(b) 加强治理、协调和伙伴关系；(c) 促进必要的统

计能力建设；以及(d) 国际统计界的作用。该文件可在委员会网站上查阅：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docs/IEAG.pdf。此外，委员会个别成员还向

专家咨询小组提交了关于“数据革命促进发展”的相关文件以及关于当前数据革

命对委员会有何意义的说明。  

8. 委员会成员对 2014 年 3 月正式转交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的统计说明

提出了大量意见，各成员组织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都有贡献。委员会成员还对统计

委员会更广泛的进展计量办法主席之友小组 2014 年 3 月和 4 月开展的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网络拟议指标评估工作提出了意见。2
 委员会及其成员将继续参加涉

及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统计活动，特别是关于确定和计量适当指标的工作。3
  

 B. 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  
 

9. 委员会在 2005 年 9 月第六届会议上认可了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这些原

则的参考依据是统计委员会 1994 年特别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官方统计基本原

则》(见 E/1994/29，第 59 段)，其基本内容之一是在每项原则下列出良好做

法，协助国际组织加以执行。委员会在 2013 年 9 月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

第二十二届会议上重申了这些原则的有效性，并决定对序言部分略作修改，

使之体现《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已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4 年获得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2013/21 号决议)和大会(第 68/261 号决议)认可的事实。委员会在

2014 年 3 月 3 日第二十三届会议上认可了经修订的序言。经修订的序言可查

阅：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principles_stat_activities.htm。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 http://unstats.un.org/unsd/broaderprogress/work.html。 

 3 向 2014 年 9 月举行的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届会提交了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编写的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指标框架工作的说明。 

http://undocs.org/ch/E/1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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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4 年 5 月和 6 月，协调委员会就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的执行情况对当时

43 个成员组织进行了网基调查。在 43 个委员会成员中，共有 37 个(占 86%)完成

了调查。这一高回复率体现了各国际组织对这项活动的重视以及对指导原则的坚

持。在调查期间，许多组织还为查明执行指导原则的障碍以及用于补充现有做法

的更多良好做法作出了宝贵贡献。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讨论了调查结果。详细

结果将作为背景文件提供给统计委员会。  

11. 根据调查结果和第二十四届会议的讨论，协调委员会承诺接下来采取以下步

骤。 

12. 委员会成员将进一步加紧努力，克服现有障碍和困难，方式包括加强治理、

改善与用户对话和公开数据政策、共同(内部)传播平台、采用统计数据和元数据

交换标准、以及改善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委员会成员还将利用简单机制

来加强对指导原则的了解并为执行提供便利，例如在网站上公布指导原则以及在

工作人员中开展宣导运动；  

13. 委员会鼓励尚未这样做的成员提醒各自理事机构注意该指导原则。委员会还

欢迎联合国各组织关于争取在各组织最高级别认可该指导原则的倡议(见关于协

调委员会工作的 E/CN.3/2014/32 号文件)。  

14.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任务组，负责编制更全面的良好做法清单，使各成员能够

更好地执行该指导原则。此外，委员会还承诺定期开展这类调查，例如每隔三至

五年。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将举行一次会边活动，向会员国介绍指导

原则的执行情况。  

 C. 国际组织微数据传播 
 

15. 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认可了“微数据传播最佳做法”，可在委员会网

站上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microdata.pdf)。该文件根据一个

成员组织在 2010 年维也纳第十六届会议上的提议拟订，目的是审查国际组织发

布微数据的做法。有一个任务组负责指导国际组织如何能够最恰当地在管理微数

据取阅工作的同时保护机密性。该任务组编写了上述文件，其中包含关于拟订国

际组织微数据取阅政策和方法的最佳做法汇编。如上文所述，该文件经第二十二

届会议讨论，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获得了认可。  

 D. 执行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的组织事项  
 

16. 委员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期间专门开会讨论了执行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

的组织事项。有六个成员组织分享了在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方面的经验，着重

介绍了利用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标准作为统计系统现代化进程组成部分的各

种协同增效作用。其中分享的一个具体经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以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在建立消费物价指数领域联合数据收集

http://undocs.org/ch/E/CN.3/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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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方面开展的成功合作。通过这一协作，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劳工组织、粮农组

织和统计司提供电子格式的消费物价指数数据和元数据，使各组织能够结束各自

的消费物价指数数据收集工作，其结果将是减轻会员国的报告负担。委员会同意

为统一使用共同的国际报告模板发挥重要协调作用，并在今后的会边活动或委员

会会议上进一步发展这一理念。  

 E.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出席国际会议情况  
 

17. 在连续与欧洲官方统计质量会议同时举行一系列单独组织的国际统计质量

会议(2004 年德国威斯巴登、2006 年联合王国新港、2008 年罗马和 2010 年赫尔

辛基)之后，2012 年，协调委员会决定将这项活动作为例会纳入欧洲统计质量会

议。第一次例会于 2012 年在雅典举行。 

18. 协调委员会在2014年6月2日至5日于维也纳举行的欧洲统计质量会议(Q14)

上召开了一次关于“提高国际统计质量的措施：为国际统计决策服务”的特别会

议。该会议以协调委员会题为“国际统计使用非官方数据来源”的文件为基础，

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所有会议文件、情况介绍和图片，都可在协调委员会网

站上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cdqio-2014.htm)。 

19. 协调委员会利用在这些质量会议上取得的积极经验，于 2013 年 8 月 25 日至

30 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国际统计学会第 59 届世界统计大会期间召开

了第一次特别会议。协调委员会关于在 2015 年 7 月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

60 届世界统计大会期间召开一次会议的提议，最近也获得接受。  

 F. 2015年将要举行的届会  
 

20. 协调委员会商定在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于 2015 年 3 月 2 日上

午在纽约举行第二十五届会议。2015 年第四季度将举行第二十六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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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成员，截止 2014年 11月 
 

 

非洲开发银行 

阿拉伯统计训练研究所  

亚洲开发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  

加勒比共同体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和统计观察所 

欧洲中央银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美洲开发银行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 

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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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统计中心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训练中心 

欧洲联盟统计局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计研究所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联合国人口司 

联合国人口基金 

万国邮政联盟 

世界银行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