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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统计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5/216 号决定提交。报告概述了秘书处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最近在全球性别统计方案下
开展的活动，包括《2015 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的编写工作，以及性别平等
证据与数据项目的执行情况。本报告还介绍了最终确定“时间使用统计所列活动
国际分类”的工作、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第九次会议组织情况和通过一套
最基本性别指标门户网传播数据和元数据的情况。请统计委员会注意在性别统计
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和今后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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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本报告阐述了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为评估如《2015 年世界妇女：

趋势与统计》所述过去 20 年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而开展的工作。报
告还介绍了统计司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 2015 年为执行统计委员会在第
42/102 号和第 44/109 号决定中提出的要求而开展的活动，包括(a) 制定生成和使
用性别统计的方法准则，包括衡量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下资产所有权和创业
的方法；(b) 充当全球性别统计方案的协调机制；(c) 续用和更新统计委员会商定
的一套最基本性别指标，作为国家编制和国际汇编性别统计的指南。

二. 2015 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
2.

统计司按照《北京行动纲要》1 的要求，出版了《2015 年世界妇女：趋势与

统计》，这是该出版物的第六期。其中介绍了在几个广泛的政策关切领域全世界
各地男女的状况的最新统计和分析，以及 1995 年以来取得的进展。
3.

《2015 年世界妇女》强调指出，虽然过去 20 年在多数关切领域实现性别平

等目标方面已取得进展，但迈出的步子不大且不均衡。该出版物采取生命周期方
法，反映妇女在不同人生阶段历经的困难和产生的具体需求。该报告利用八章篇
幅分析强调了妇女和男子从童年到参加工作和进入生育期直到老年的不同人生
轨迹，每一章都代表了一个广泛关切的领域：人口与家庭；保健；教育；工作；
权力和决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环境；贫穷。整个出版物及其统计附件(两者
都可上网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worldswomen.html)广泛选用了各
项统计和指标。
4.

该出版物显示，妇女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已得到改善。例如，教育方面的性别

差距已经缩小，特别是初级教育，而且在很多国家，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
超过男子。但是在另一些领域，进展则停滞不前。当今有一半妇女加入劳动大军，
而男子是四分之三，这种情况与 20 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妇
女的发言权远远不如男子，在世界每一个地区，妇女仍然受到各种形式的暴力侵
害。妇女还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生活安排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因此，与同龄
男子相比，如今的老年妇女更有可能生活孤独而贫穷。
5.

该出版物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世界统计日发行，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其

主要结论得到顶级新闻社，如路透社、法新社、国际新闻通讯社、埃菲通讯社、
新华社、半岛电视台、回声报(法国)、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报，以及
Marie Claire 等妇女杂志和其他地方媒体的报道。全世界共有 70 多家新闻机构就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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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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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版物发表了专题文章。媒体强调的主题包括过去 20 年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
进展、该出版物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一个全
球性挑战，以及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来衡量性别平等状况。
6.

此外，日本政府和墨西哥政府还乘 2015 年 10 月 20 日该出版物发布之际在

纽约举办了一次场外活动。以“衡量世界妇女的进步”小组讨论形式举办的这次
活动有 100 多人参加，审视和讨论性别问题和统计，包括日本妇女与保健，墨西
哥妇女受到的暴力侵害。

三. 制定方法准则和统计标准
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
7.

如委员会前几届会议所报告，2 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致力于加快现有努

力，生成保健、教育、就业、创业和资产所有权等领域具有可比性的性别指标。
在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该项目由统计司和联合国促进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执行。
8.

在第一个三年执行期，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a) 根据一套最基本的

性别指标，汇编了教育、就业和保健方面的数据和元数据并通过网上平台在线
传播；3 (b) 拟定了关于从性别角度衡量创业和资产所有权的准则草案；(c) 在五
个国家进行了试点调查，以测试准则和确定收集个人创业和资产所有权数据的方
法。
9.

关于方法制定工作，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拟定了关于收集个人资产所有

权以及性别与创业数据的准则草案。该准则草案涉及概念和衡量方法问题，在格
鲁吉亚、墨西哥、蒙古、菲律宾和乌干达五个试点国家得到测试，将利用这些国
家的经验教训，为 2016 年进行的更多试验和可望 2017 年提交统计委员会通过的
准则最后修订稿提供指导。
10. 2014 年，与乌干达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方案合作在乌干达进
行了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的第一次试点调查。4 2015 年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全面分
析，利用分析结果帮助拟定了 2015 年在格鲁吉亚、蒙古和菲律宾三国试用的调
查工具。这三个国家由亚洲开发银行出资进行了单独调查，收集关于个人资产所
有权和创业的详细资料，并测试采访 3 名成人家庭成员的可行性和附加值。性别
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为试点调查的抽样和问卷设计提供了技术援助，并在三个国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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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E/CN.3/2013/10、E/CN.3/2014/18 和 E/CN.3/2015/21。

3

见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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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每一国联合提供了调查员培训。2015 年 10 月收集了数据，现在正在进行分
析。墨西哥也进行了一次试点调查。资助这一试点调查的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
在墨西哥全国住户调查中附加了关于一套核心资产的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单元。
2015 年 6 月，该国家研究所和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联合提供了调查员培训。
9 月完成了数据收集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数据分析。
11. 该项目已延长两年至 2017 年底结束。在此期间，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
将继续开展如下工作：(a) 在其他国家试行项目方法，分析已收集数据；(b) 最后
确定方法；(c) 为有意从性别角度收集创业和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数据的国家提
供技术援助。

时间使用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类
12. 统计司继续致力于以下工作：根据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13 日在纽约举行的
关于修订“时间使用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类”专家组会议的结果，最终确定“时
间使用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类”
；2013 年 10 月 2 日至 1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
九次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关于劳动统计、就业和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新决
议；以及从各国统计局收到的评论意见。成果文件一经确定，将作为“时间使用
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类”提交统计委员会通过。

四. 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第九次会议
13. 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新出现问题咨询小组共同主席于 2015 年举行
了多次虚拟会议：(a) 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小组的贡献和立场；
(b) 评估执行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目和最终确定“时间使用统计所列活动国际
分类”取得的进展；(c) 商定今后的优先工作领域。咨询小组在 2015 年审查了统
计司为编写《2015 年世界妇女》收集的数据、协助编写了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
家组工作说明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选取办法说明，并协助统计司最终确定
“时间使用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类”
。
14. 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第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和 30 日在曼谷
举行，来自国际机构、区域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共 36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审查
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10 月 26 日至 28 日第二次会议提出的
目标 5(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孩的权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初步指标。
会议从技术角度进行这次审查，目的是强调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重新表述，或解
决其技术上的不一致问题。又根据商定的分级系统将拟议指标分成三级。会议还
注意到工作方案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成员为加强性别统计在国际、区域
和国家各级正在开展的各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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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会议商定了其 2016 年年度工作方案，其中包括：
(a) 统计司作为秘书处，负责将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提供的关于可持
续发展目标 5 各项指标的技术意见转交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b) 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秘书处和主席负责设立各工作组，以便：
㈠ 绘制/确定其余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性别有关的指标；㈡ 评估可持续发展
目标最终指标对一套最基本性别指标的影响；㈢ 为生成与性别有关的 3 级指
标制定建立标准和方法的职权范围。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成员将参与和
推动这一工作流程。
16. 会议还同意 2016 年在芬兰举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第十次会议暨第
六届性别统计问题全球论坛。

五. 在线传播一套最基本性别指标
17． 统计委员会在第 44/109 号决定中商定将一套最基本性别指标作为国家编制
和国际汇编性别统计数据的指南。统计司继续维护和更新专门在线传播指标的网
上平台(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efault.html)。2015 年对数据平台进行了升
级，通过提升浏览速度和互动功能，增强用户体验。截至 2015 年 12 月，涵盖教
育、就业、保健、妇女和女童人权、公共生活和决策等各领域的 1 级和 2 级 45
项数量指标和 10 项质量指标的最新资料通过该门户网站得到传播。该在线门户
网新增的 2 级指标是新出现问题咨询小组在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 2014 年
会议期间做出的一项决定。
18. 这套最基本性别指标依据的是各国生成的数据，这些数据由专门机构编制，
并与相应的元数据一起转交统计司。专门机构调整了某些系列的数据，以确保国
际可比性，对于其他系列，专门机构则根据国家数据编制自己的估计数。专门数
据门户网提供了详细的元数据和相关的数据，并解释了专门机构采用的数据来源
和方法。

六. 下一步行动
19. 2016 年，在全球性别统计方案下，统计司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的工
作将包括：继续在线传播一套最基本性别指标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第九
次会议商定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有关的活动和在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
项目下开展的活动。
20. 统计司还将与国家及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合作，继续致力于“时间使
用统计所列活动国际分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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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最后，统计司将与芬兰统计局、有关机构和发展伙伴合作，于 2016 年举行
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第十次会议暨第六届性别统计问题全球论坛。

七. 总结和结论
22. 请统计委员会注意统计司和性别统计问题机构间专家组 2015 年期间为执行
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提出的完善性别统计的要求而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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