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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统计日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5/216 号决定和以往惯例，本报告向统计委员会
说明统计界开展活动，在 2015 年 10 月 20 日庆祝第二个世界统计日，庆祝的主
题是：
“优化数据，改善生活。”报告将介绍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协
调工作，并总结概括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活动。请委员会注意这份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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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要历史和任务
1.

在第四十五届会议上，统计委员会在其第 45/113 号决议中提议在 2015 年 10

月 20 日庆祝第二个世界统计日。在随后的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优
化数据，改善生活”的口号，以及新闻部制图股设计的标志。推出了网站
worldstatisticsday.org。
2.

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庆祝活动要在最高政治级别举行；当时任统计委员会副

主席的匈牙利大使，启动了关于一项大会决议的协商。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有
97 个会员国做共同提案国。2015 年 6 月 3 日，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大
会第 69/282 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大会指定 2015 年 10 月 20 日为第二个世界
统计日，主题为“优化数据，改善生活。
”此外，大会决定每 5 年在 10 月 20 日
庆祝世界统计日。

二. 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做的筹备和提供的资源
A.

为各国、联合国机构和各国统计局提供信息
3.

应统计委员会的请求，在通过大会决议后，2015 年 6 月 3 日，秘书长致函各

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提请所有会员国关注世界统计日。秘书长在信中“敦促所有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确保必要的投资，建设足够的技术能力，探讨
新的数据源，开启创新进程，让所有国家都拥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综合信息
系统。
”1 此外，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在授权范围内正式知会联合国组
织负责人及统计司司长，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向首席统计员提供信息。

B.

2015 年世界统计日标志
4.

2015 年世界统计日标志由新闻部设计，译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各国统计

部门和统计协会也把这个标志用于各种宣传品或标语中，进而又翻译为 45 种语
文。2
5.

统计司还制作了 2015 年世界统计日标志庆祝纽扣，在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六

届会议和其他活动上分发。统计司制作的其他宣传材料包括 2015 年 10 月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大门展示的旗帜，以及 2015 年 10 月在纽约统计司办公室展示的小旗
子。

__________________

2/5

1

信的全文见 https://worldstatisticsday.org/blog.html?i=1002。

2

所有标志都可从 https://worldstatisticsday.org/resources.html 网站下载，供公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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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世界统计日网站
6.

2015 年 3 月 5 日，在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专门网站：

worldstatisticsday.org，展示 2015 年世界统计日标志。在 2015 年 10 月之前的几个
月，这个网站成为一个展示交流庆祝世界统计日看法的平台。10 月 20 日前，网
页上增加了 142 个跟帖，让公众了解世界各国和组织庆祝世界统计日的利用的资
源和计划。2015 年 10 月 20 日之后，网站仍然在线，成为一个记录各合作伙伴庆
祝第二个世界统计日的活动和材料的网上信息库。截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网上
有 256 个跟帖。
7.

3
自 2015 年 3 月 4 日推出以来，世界统计日网站共有 64 000 次会话，
157 000

页面阅览，47 000 个独立用户。10 月 20 日，网站流量达到高峰，共有 13 000 个
用户，30 000 次网页阅览，这打破了统计司各网站的阅览记录。这一高流量要归
功于大量国家统计机构、国际组织和社交媒体向正式网站提供直接链接。网站的
设计很方便，可用移动设备浏览，而不会失去内容和质量，所有查阅网站的用户
中有 19％是通过手机浏览。
8.

新闻司制作了 2015 年世界统计日标志的动画短片，载于该司的 YouTube 频
4

道。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该视频观看次数接近 9 500 次；2010 年 10 月 20
日高峰时，共有 1 147 次观看。

D.

2015 年世界统计日的社交媒体报道
9.

第二个世界统计日庆祝活动在社交媒体界地位显著。新闻司广为宣传散列标

签“＃StatsDay15”和这次活动，帮助用户发现和传播与活动相关的消息。接近
庆祝日期间和之后，这一散列标签被大量使用，世界各国统计部门和其他合作伙
伴用其跟踪活动。具体而言，1 500 多个用户在 2 400 次短信中使用了散列标签“＃
StatsDay15”
，在 2015 年 10 月最后两周和 11 月前两周，共有 3 600 万 Twitter 用
户成为受众。
10. 总之，第二个世界统计日，新闻司 Twitter 账户，@UNStats 上接待了大量阅
览。特别是在 2015 年 10 月，新的追随者比前一个月增加 17％，时数从 3.3 万猛
增至 6.8 万。5 短信上谈的最多的是“2015 年世界统计日数据可视化挑战赛”
，
这是新闻司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厅合办的。提到“＃StatsDay15”的最多的短信来
自盖茨基金会，首位追随者是“联合国人权”，首个媒体短信是统计司工作人员
展示“优化数据，改善生活。
”口号的一幅照片。2015 年世界统计日社交媒体报
道的更多详情，可参见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散发的会议室背景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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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话”即查询网站，其中包括多种活动，查询者 30 分钟无活动，即终止。

4

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dM21AZwPg。

5

“时数”即用户在时间段上收发短信的时间或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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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国活动
11. 2015 年世界统计日庆祝活动是由全球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统计机构、
统计协会、大学和其他合作伙伴举办的。6 媒体的各类推广活动最为流行：许多
国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广大公众介绍统计工作；许多活动中还发布有关刚刚举
办或正在举办的人口普查的新的统计数据或信息。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利用世
界统计日为契机，报告最新的调查或普查结果，发布广大公众感兴趣的新的统计
数字，以此引起媒体的关注。首席统计员及其工作人员走上电台和电视，接受采
访；许多统计局举行开放日(通常在其图书馆)或举办展览，展示其成果。一个国
家的统计局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感谢公众为优化数据做出贡献。另一种流行
的活动是召开国际和国内会议、研讨会和圆桌会议，与会者常常是各国部长和其
他高级政府官员。这些活动通常是在总主题“优化数据，改善生活。”下开展，
侧重于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化、改革、创新及合作指标等问题。一些国家
统计局在主题“优化数据，改善生活。“主题下录制影视片。许多统计部门还为
用户开办不同的比赛和测验活动。比如诗歌比赛、视频比赛“我的职业是统计学
家”
、统计图表创作活动和记者写作比赛。关于各种主题的竞猜/数据通常都在网
上提供。总之，宣传活动非常有创意，包括以下内容：世界统计日游行、制作时
间胶囊、
“我是统计学家”的京剧原创演出、在自动取款机收据上做广告、在主
要道路和公共建筑广告牌上做广告、在足球球场屏上做广告、在出租车上做广告，
以及更多的范例。更多详情请查阅 worldstatisticsday.org。
12. 在许多国家，庆祝 2015 年世界统计日也与国家或地区统计日庆祝活动联系
起来(如非洲统计日和加勒比统计日)，或与国家统计局周年庆典联系起来。除国
家统计局组织的活动外，各大学和各地方或区域协会也举办了活动。7

四. 国际/区域组织活动
13. 约 20 个国际和区域实体庆祝了世界统计日。他们的活动包括举办研讨会，
发行出版物，其组织或主要统计学家发布新闻稿等。详情可参见背景文件。

五. 结论
14. 各国家、国际和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包括研究机构、媒体和其他生产
商和官方统计用户都广泛参加，2015 年世界统计日庆祝活动取得了成功，让人们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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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 2015 年 12 月 3 日为止的联合国统计司的信息。

7

各大学和其他地方或区域组织的举措，可参见 https://worldstatisticsday.org/blog.html?ot=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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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认识到好的数据和统计可发挥作用，协助所有社会方面做出决策，特别是
在世界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际。
15. 根据 2010 年第一个世界统计日的良好经验，利用新的社交媒体和网络交流
平台提供的机遇，2015 年世界统计日庆祝活动参与者达到了创纪录人数，帮助汇
聚了丰富的信息，使人了解到各行各业为促进提供优化数据，改善生活而开展的
各项举措。因大会决定每五年庆祝世界统计日，统计司将继续保留世界统计日网
站(worldstatisticsday.org)，并利用其他合作伙伴提供的信息，给予更新。2020 年
第三个世界统计日的庆祝活动将从 2019 年开始筹备，届时，委员会将根据多年
方案，再度审议“世界统计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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