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E/CN.3/2018/3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1 December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7-22876 X (C)    020118    080118 

*1722876*  
 

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8 年 3 月 6 日至 9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4 (l) 

供参考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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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7/228 号决定和以往做法提交，概述了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 2017 年开展的工作，并总结了该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

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议和 2017 年 9 月 27 和 28 日在马斯喀特举行的第三

十届会议的主要结论。统计委员会在讨论相关议程项目时不妨考虑协调委员会的

观点，并应请求注意到本报告。 

  

 
 

 
*
 E/CN.3/2018/1。 

https://undocs.org/ch/A/RES/17/228
https://undocs.org/ch/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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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是一个促进在区域组织、多国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统计方

案之间实现协调与合作的机构间组织。作为一个由致力于统计工作的成员组成的

论坛，它按照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在国际组织本身的治理安排和资源范围的

限度内，促进国际组织各项统计活动的良好做法。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致力于积极

推进开发一个编制和传播高质量统计数字的相互协调的全球统计系统，例如促进

区域和国家统计系统的发展和有效运作。 

2. 协调委员会在 2017 年举行了两届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在统计委员会第四

十八届会议之前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在纽约举行；第三十届会议由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统计中心于 2017 年 9 月 27 和 28 日在马斯喀特举行。主持这两届

会议的是协调委员会的两名共同主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统计师皮埃特

罗·格纳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统计师兼统计司长玛蒂娜·杜兰。格纳尼

先生的任期在第三十届会议后结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和趋势分

析处处长安吉拉·梅当选为新的共同主席。 

3. 在本报告中，秘书长概述了 2017 年开展的工作并总结了它在第二十九届和

第三十届会议上达成的主要结论。 

 二. 成员、领导和职权范围 

4. 协调委员会目前有 45 个成员，1
 其中 39 个成员在 2017 年参加了至少一届

会议。 

5. 有鉴于协调委员会自身的规模日益扩大，为确保能继续保持有效运作，协调

委员会修订了它的职权范围。2
 为支持共同主席安排闭会期间的工作，协调委员

会设立了一个由三名副主席组成的主席团。 

6. 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协调委员会将欧洲统计局、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海湾阿拉

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统计中心指定为副主席。 

 三. 工作方法 

7. 协调委员会除每年举行两届会议外，还在闭会期间通过任务小组网络积极开

展工作，落实常会期间作出的各项决定。各任务小组酌情选择自己的工作安排并

酌情召开会议。各任务小组就其工作进展和成果编写文件，并向协调委员会提交

报告，供其在常会期间作出决定。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作为委员会的

秘书处与主席团开展密切合作，为协调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沟通提供便利，并编写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members.htm。 

 2 关于修订的职权范围，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unsd/accsub/TOR%20final.pdf。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members.htm
https://unstats.un.org/unsd/accsub/TOR%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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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报告和提交给统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统计司还负责维护协调委员会在统计

司网站上的页面。3
 

8. 自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以来，协调委员会已就对自身具有重要意义的

议程项目拟定了联合声明。只有得到协调委员会成员强有力的支持，这些声明才

能起到授权共同主席代表协调委员会发言的作用。近年来，协调委员会在统计委

员会 2017年 3月的会议之前举行的今年第一届会议(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主要是致力于最终确定协调委员会的三项联合声明，这三项声明随后由共同主席

在统计委员会 2017 年的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发表。4
 协调委员会还计划在统计委

员会的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 

9. 协调委员会根据针对在成员之间协调和/或分享经验的优先专题开展的调查

的结果制定了一个多年期工作方案。协调委员会致力于把工作领域和讨论转化为

具体产出(出版物、文件和网站)，以增加其工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四. 协调委员会 2017 年的工作 

 A.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0. 协调委员会自 2012 年第四季度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第二十届会议以来，每

届会议都把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问题列入议程。 

11. 鉴于国际组织作为指标监管方在各工作领域发挥的关键支持作用及其各自

在监测《2030 年议程》执行上的任务授权，协调委员会继续定期接收关于为监测

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指标框架的简报。2016 年，协调委员会与联合国系统首席统

计师委员会合作设立了一个任务小组，该小组制定了一份文件，其中概述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监测的数据报告和数据共享指导原则(版本 1)。5
 共同主

席在 10 月 4 日将该文件转交至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另见

E/CN.3/2018/2，第 17 段)。通过这份文件，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表示，他们承诺在

报告各项目标上秉承最高统计标准，特别是在精确性、可比性和透明度方面，并

致力于与各国当局讨论一国在官方统计原则和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框架内可

能存在的任何问题。 

12. 协调委员会还继续了解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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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见下文第 13 至 14 段)。 

 B. 能力发展和培训 

13. 协调委员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举行了一次主题为“重振数据和统计方面的

能力发展”的特别会议，在会上展示了一些成员在此领域开展的创新工作。在此

__________________ 

 3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workpartner_ccsa.htm。 

 4 2017 年，就以下议程项目发表了联合声明：项目 3(a)，“《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

和指标”(2 项声明)、项目 3(e)，“全球统计系统中的质量保证”。 

 5 见 https://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Principles_stat_activities/Ltr-CoChairs-Principles.pdf。 

https://undocs.org/ch/E/CN.3/2018/2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workpartner_ccsa.htm
https://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Principles_stat_activities/Ltr-CoChairs-Princip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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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特别会议上，协调委员会同意继续致力于开发新的能力发展方法，并探索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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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其在这

一领域的工作的最佳方式，其中一种可能是通过议题伙伴。协调委员会还考虑在

将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上提出

一些举措(另见 E/CN.3/2018/4)。 

14. 协调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布了用于加强各国家和国际统计机构的培训和人

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材料和工具。该网站上列出的材料是基于为协调委员会举行的

各项培训活动而采取的初期举措。6
 协调委员会还继续参与统计培训事项，并支

持建立一个由各区域培训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见 E/CN.3/2018/3 和 E/CN.3/ 

2017/28)。 

 C. 国际住户调查协调 

15. 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协调委员会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牵头下在专题小

组讨论中讨论了这一专题，在讨论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司和世界银行做了

展示报告。讨论的主要结果通过秘书间住户调查工作组的共同成员报告给工作组 

(另见 E/CN.3/2018/7)。 

 D. 开放数据政策 

16. 协调委员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就开放数据政策进行了初步讨论。协调委员会

就世界银行提议的工作计划交换了意见。它决定成立一个由世界银行牵头的任务

小组，除其他外，它将就协调委员会成员在遵循现在的开放数据做法方面进行一

次调查。随后，任务小组将编写一份论述成员实现统一开放数据标准的可能性文

件，以提交协调委员会。它还将起草有关开放数据的统一标准，并制定信息交换

的有效机制。协调委员会愿意为统计委员会就这一专题建立的任何机制做出贡献

(见 E/CN.3/2018/4)。 

 E. 实时现报技巧 

17. 协调委员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写的一份文件

讨论了现有实时现报估计数的定义、重要性和局限性以及提高这些技巧的可能方

法。协调委员会将在 2018 年届会上根据成员开展的进一步工作再次审议这一专

题。 

 F. 协调委员会的出版物 

18. 协调委员会在网站上发布了各种产出，其中包括一份题为“案例研究：在国

际统计中使用非官方来源”(2016 年)
7
 的专题文件，它补充了协调委员会在 2013

__________________ 

 6 见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ccsa_training/ccsa_training_resources.htm。 

 7 可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2016docs-28th/E-publication.pdf。 

https://undocs.org/ch/E/CN.3/2018/4
https://undocs.org/ch/E/CN.3/2018/3
https://undocs.org/ch/E/CN.3/2017/28
https://undocs.org/ch/E/CN.3/2017/28
https://undocs.org/ch/E/CN.3/2018/7
https://undocs.org/ch/E/CN.3/2018/4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ccsa_training/ccsa_training_resource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2016docs-28th/E-publ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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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的题为“在国际统计中使用非官方来源的推荐做法”8 的文件。其他出版

物以及全球统计标准清单可在由统计司托管的协调委员会的网站上查阅。9
 

 G. 协调委员会国际会议的出席情况 

19. 一如以往，协调委员会在于 201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

开的第六十一届世界统计大会上组织了一次特别会议。这一以“国家和国际统计

的价值和成本”为主题的特别会议得到了积极反馈。所有会议文件以及为此次活

动准备的展示报告都可以在协调委员会的网站10
 上查阅。协调委员会过去还分别

在于 2013 年和 2015 年召开的国际统计学会(统计学会)世界统计大会上举行了特

别会议。 

 H. 2018 年届会 

20. 协调委员会商定在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在

纽约举行第三十一届会议。2018 年第四季度将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8 可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practices.pdf。 

 9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workpartner_ccsa.htm。 

 10 https://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ISI.htm。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practices.pdf
http://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workpartner_ccsa.htm
https://unstats.un.org/unsd/accsub-public/ISI.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