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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7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暂定工作方案和时间表 
 

 

  秘书处的说明 
 

 

1. 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拟议工作方案和时间表依照大会、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和统计委员会的相关决定拟定，以便在分配给委员会的时间和服务范围内审

议议程项目。 

2. 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次会议将于 201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召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可各举行两次正式会议。上午会议开会时间为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星期二会议将从上午 10 时 30 分开始)，下午会议为下午 3

时至 6 时。 

  

  

 
 

 * E/CN.3/2017/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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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定工作方案和时间表 
 

 

2017年 3月 7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 30 分至 11 时 会议开幕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供讨论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E/CN.3/2017/1) 

 秘书处关于本届会议暂定工作方案和时间表的说

明(E/CN.3/2017/L.1) 

 项目 3. 供讨论和决定的项目 

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 议程项目 3(a).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

和指标 

 供讨论 

 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报告(E/ 

CN.3/2017/2)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计伙伴关系、协调

和能力建设高级别小组的报告(E/CN.3/2017/3) 

 供参考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审查工作的

报告(E/CN.3/2017/4) 

 *  *  * 

下午 3 时至 4 时 项目 3(b). 官方统计转型议程 

 供讨论 

 秘书长关于官方统计转型议程的报告 (E/CN.3/ 

2017/5) 

下午 4 时至 5 时 项目 3(c). 区域统计发展 

 供讨论 

 欧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欧洲统计发展的报告(E/CN.3/ 

2017/6) 

下午 5 时至 6 时 项目 3(d). 官方统计使用大数据 

 供讨论 

 官方统计使用大数据问题全球工作组的报告 (E/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L.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
http://undocs.org/ch/E/CN.3/2017/3
http://undocs.org/ch/E/CN.3/2017/4
http://undocs.org/ch/E/CN.3/2017/5
http://undocs.org/ch/E/CN.3/2017/5
http://undocs.org/ch/E/CN.3/2017/6
http://undocs.org/ch/E/CN.3/2017/6
http://undocs.org/ch/E/CN.3/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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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3/2017/7) 

2017年 3月 8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 11 时 项目 3(e). 全球统计系统的质量保证 

 供讨论 

 秘书长关于全球统计系统质量保证的报告(E/CN.3/ 

2017/8) 

上午 11 时至中午 12 时 项目 3(f). 官方统计基本原则 

 供讨论 

 秘书长关于官方统计基本原则的报告 (E/CN.3/ 

2017/9) 

中午 12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3(g). 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的整合 

 供讨论 

 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整合专家组的报告(E/CN.3/ 

2017/10) 

 *  *  * 

下午 3 时至 4 时 项目 3(h). 社会统计 

 供讨论 

 秘书长关于社会统计的报告(E/CN.3/2017/11) 

下午 4 时至 5 时 项目 3(i). 药物和药物使用统计 

 供讨论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与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改善毒品统计路线图的报告(E/ 

CN.3/2017/12) 

下午 5 时至 6 时 项目 3(j). 国民账户 

 供讨论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的报告(E/CN.3/2017/13) 

2017年 3月 9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 11 时 项目 3(k). 环境经济核算 

 供讨论 

 环境经济核算专家委员会的报告(E/CN.3/2017/14) 

上午 11 时至中午 12 时 项目 3(l). 国际比较方案 

 供讨论 

http://undocs.org/ch/E/CN.3/2017/7
http://undocs.org/ch/E/CN.3/2017/8
http://undocs.org/ch/E/CN.3/2017/8
http://undocs.org/ch/E/CN.3/2017/9
http://undocs.org/ch/E/CN.3/2017/9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0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0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2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2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3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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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关于国际比较方案的报告(E/CN.3/2017/ 

15) 

中午 12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3(m). 商业登记 

 供讨论 

 威斯巴登商业登记小组的报告(E/CN.3/2017/16) 

 *  *  * 

下午 3 时至 4 时 项目 3(n). 旅游统计 

 供讨论 

 世界旅游组织关于旅游统计的报告(E/CN.3/2017/ 

17) 

下午 4 时至 5 时 项目 3(o). 自然资源型经济体统计 

 供讨论 

 乌兰巴托自然资源型经济体统计小组的报告 (E/ 

CN.3/2017/18) 

下午 5 时至 6 时 项目 4. 供参考的项目 

 说明：下列项目提交委员会供参考。已分配有限时

间就这些项目发言。 

 项目 4(a). 人口统计 

 供参考 

 秘书长关于人口统计的报告(E/CN.3/2017/19) 

 项目 4(b). 住户调查 

 供参考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间住户调查工作组的报告 (E/ 

CN.3/2017/20) 

 项目 4(c). 卫生统计 

 供参考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统计的报告(E/CN.3/2017/ 

21) 

 项目 4(d). 教育统计 

 供参考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计研究所关于教育

统计的报告(E/CN.3/2017/22)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5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5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6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7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7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8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8
http://undocs.org/ch/E/CN.3/2017/19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0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0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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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e). 价格统计 

 供参考 

 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工作组的报告(E/CN.3/2017/23) 

 项目 4(f). 短期经济统计 

 供参考 

 秘书长关于短期经济统计的报告(E/CN.3/2017/24) 

 项目 4(g). 金融统计 

 供参考 

 机构间金融统计工作队的报告(E/CN.3/2017/25) 

 项目 4(h).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统计 

 供参考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统计专家组的报告 (E/ 

CN.3/2017/26) 

 项目 4(i). 农业和农村统计 

 供参考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

近期动态的报告(E/CN.3/2017/27) 

 项目 4(j). 统计方案协调 

 供参考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报告(E/CN.3/2017/28) 

 联合国系统首席统计师委员会的报告 (E/CN.3/ 

2017/29) 

 项目 4(k). 统计能力建设 

 供参考 

 秘书长关于统计能力建设的报告(E/CN.3/2017/30) 

 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和世界银行关于统

计能力建设的报告(E/CN.3/2017/31) 

 项目 4(l). 交换分享数据和元数据的共同开放标准 

 供参考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发起方关于交换分享数据

和元数据的共同开放标准的报告(E/CN.3/2017/32) 

 项目 4(m). 落实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政策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3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4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5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6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6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7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8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9
http://undocs.org/ch/E/CN.3/2017/29
http://undocs.org/ch/E/CN.3/2017/30
http://undocs.org/ch/E/CN.3/2017/31
http://undocs.org/ch/E/CN.3/2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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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供参考 

 秘书长就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统计委员

会工作的政策决定作出的说明(E/CN.3/2017/33) 

2017年 3月 10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0 分 项目 5. 方案问题(统计司) 

 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司长关于当前活

动、计划和优先事项的口头报告 

上午 10 时 30 分至 11 时 项目 6. 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日期 

 供讨论 

 秘书处载有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草案的说明(E/CN.3/2017/L.2) 

 秘书处关于统计委员会 2017-2021多年工作方案草

案的说明(E/CN.3/2017/34) 

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7. 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供讨论 

 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草稿 

 附有决定草案的非正式文件 

 会议闭幕 

 

 

 

 

http://undocs.org/ch/E/CN.3/2017/33
http://undocs.org/ch/E/CN.3/2017/L.2
http://undocs.org/ch/E/CN.3/201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