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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19年 3月 5日至 8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供讨论和决定的项目：《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8/227 号决定和以往惯例，秘书长谨转递可持

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关于为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目

标和具体目标全球指标框架而开展的工作的报告。专家组在报告中介绍了 2018

年按照统计委员会第 49/101号决定所开展的活动，其中包括：(a) 对层级划分的

更新和拟订第三级指标的方法；(b) 执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流和全球数据

报告的准则和最佳做法的标准；(c) 一些第三级指标的用于进行立即监测的可能

代用指标；(d) 在数据分类工作流方面的活动，以及分别关于相互联系、统计数

据和元数据交换以及地理空间信息方面的三个工作组的活动；(e) 对指标的年度

改进和 2020 年全面审查计划。统计委员会还将收到关于下列方面的背景文件：

专家组和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联合编写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流和全球数

据报告的最佳做法；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数据分类；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框架中的相互联系。 

 统计委员会应邀就专家组取得的进展和今后工作的方向提出意见。待统计委

员会讨论的要点载于本报告第 33段。 

 

  

 * E/CN.3/2019/1。 

https://undocs.org/ch/2018/227
https://undocs.org/ch/A/RES/49/101
https://undocs.org/ch/E/CN.3/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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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按照大会第 70/1 号决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任务是

制定和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指标框架。专家组制定了一个全球

指标框架，2017 年 7 月 6 日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在关于统计委员会涉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的第 71/313号决议中通过了该框架。 

2. 本报告介绍了专家组在 2018年 3月至 2018年 12月期间根据统计委员会批准

的工作方案和按照统计委员会第 49/101号决定为实施全球指标框架开展的工作。 

 二. 全球指标框架的实施情况 

3. 在 2018年，专家组举行了两次面对面会议，各有 150至 200名来自成员国、

观察国、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在两次会

议之间，专家组继续以电子方式和通过电话会议交流。 

4. 第七次会议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办，于 2018年 4月 9日至 12日在维

也纳举行。第八次会议由瑞典统计局和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主办，于 2018年 11

月 5日至 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在这两次会议上，专家组讨论了拟订第三级

指标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审查和更新了层级划分；审查了为几个选定指标

所作的年度改进；讨论了执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的准

则的拟议标准，并分享了最佳做法；讨论了各项指标所需的数据分类；讨论了

第三级指标的可能代用指标；讨论了 2020年全面审查的指导原则；审查了三个

工作组的工作；并分享了关于在国家、区域、全球和专题层面执行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报告的经验。此外，在这一年中举行了几次 WebEx会议，以推进关于层

级改叙的工作。 

 A. 对层级划分的更新和拟订第三级指标的方法 

5. 根据更新指标层级划分的这一机制，专家组在其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上以及

在全年举行的几次虚拟会议上审查了这些指标的层级划分。专家组的重点是在拟

订方法方面取得了充分进展的第三级指标，以及基于全球和区域两级数据提供情

况的所有第一级和第二级指标。 

6. 在拟订许多第三级指标的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专家组审议了许

多关于对第三级指标进行重新分级的请求。在专家组会议之前，请各机构至少在

会议召开前一个月为第三级指标的层级改叙提供辅助文件。在专家组第七次会议

上，审查了 6项第三级指标，并将其重新划为第二级指标。在专家组第八次会议

上，又审查了 14 项第三级指标或次指标，以便重新分级，并将其重新划为第二

级指标。专家组还在 2018年 9 月的两次虚拟会议上审查和改叙了另外 5项第三

级指标。专家组就无法重新分级的指标向监管机构提供反馈意见，同时指出审议

重新分级请求之前需要进行的具体方法制定工作。 

7. 鉴于重新划分其余第三级指标的层级的紧迫性，专家组将在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2月的虚拟会议上审查更多的层级改叙请求，并将在 2019年的两次面对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A/RES/71/313
https://undocs.org/ch/A/RES/4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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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会议和全年的虚拟会议上继续审查改叙请求。在向统计委员会介绍本报告时，

将口头提供关于第三级指标重新分级的最新情况。监管机构必须至少在这些会议

召开前一个月提交层级改叙请求所需的所有文件，以便专家组成员有足够的时间

审查所有文件。 

8. 根据经核准的专家组工作方案，对第一级和第二级指标的数据提供情况进行

了审查。对全球指标数据库中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所有第一级和第二级指标的

数据提供情况进行了审查，以评估与这些指标相关的每个区域的国家和人口覆盖

面。评估的结论是，2项第一级指标没有足够的数据覆盖率，因此应划为第二级，

8项第二级指标符合改为第一级的标准。 

9. 专家组按照其工作方案(见 E/CN.3/2017/2，第 35(a)段)，继续审查第三级指

标的工作计划，并请所有监管机构提交经修订的工作计划，列出完成方法工作和

开始数据收集活动的详细时间表。收到了几乎所有第三级指标的最新工作计划，

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sdgs/tierIII-indicators/。在一年中，专家组彻底审查了

第三级指标的工作计划，将当前制定方法工作的任何问题作了标示，特别是那些

涉及最后期限为 2020 年的目标的问题。几个指标仍然没有监管机构，因此仍没

有工作计划。专家组表示，如果一个指标仍没有监管机构，可能在 2020 年全面

审查期间改进或删除该指标。 

10. 根据这些审查之后进行的层级划分更新，截至 2018年 12月 6日，在 232项

指标中，101项是第一级指标，81项是第二级指标，44项是第三级指标，6项指

标是多层级指标(即指标的不同组成部分划分为不同层级)。专家组表示感到关切

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2和 13的指标中，50%以上是第三级指标(在 2018年

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结束之前，目标

13 的第三级指标的制定工作被搁置)。其余第三级指标的方法进展相当顺利，预

计到 2019 年 3 月底，余下的第三级指标中有一半以上将完成方法工作，剩下仅

约 20项第三级指标。在这 20项第三级指标中，几乎有一半是孤立指标或方法制

定工作停滞的指标。专家组致力于确定其中一些指标的代用指标，并将在 2019年

期间对这些指标进行详细审查，并可能提出替代和(或)改进后的指标，以作为2020

年全面审查的一部分。秘书处将在进行重新分级审查后不久继续更新层级划分资

料，最新资料见 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tier-classification/。 

 B. 执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的准则和最佳做法的

标准 

11. 根据统计委员会第 49/101(g)号决定，专家组的任务是与监管机构一道努力，

推动所有各方开展富有成果的对话，结合在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提出

的关切进一步完善这些准则，以最佳做法为基础拟订执行这些准则的标准，设

法减少所设想的程序可能会在时间和资源上给国家及国际统计系统带来的负担，

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商定的情况，专家组

的 7名成员和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 4名成员致力于编写关于执行可持续发展

目标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的准则的标准的一份文件，目的是执行专家组编写的

https://undocs.org/ch/E/CN.3/2017/2
https://unstats.un.org/sdgs/tierIII-indicators/
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tier-classification/
https://undocs.org/ch/A/RES/4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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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1 专家组和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牵头开展了编写该文件的进程。

专家组和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审查了该文件，并提交给了专家组第八次会议。该

文件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12. 专家组还正在编写一份关于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的最佳做法的报告。初稿

将于 2月中旬定稿，并将作为背景文件提交统计委员会。这将是一份活文件，并

随着新的最佳做法的确定而更新。该文件中介绍的最佳做法取自向专家组提供的

几项关键投入，其中包括：(a) 2017 年专家组就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数据流

和数据报告进行的一系列个案研究，涉及 7 个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指标；(b) 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统计问题欧洲统计员会议指导小组的主持下编写的数据流试点研

究；(c) 博茨瓦纳、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五个非洲

国家进行的关于数据流最佳做法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已在专家组

第八次会议上分享，其中的主要成果将纳入这份背景文件。 

13. 此外，秘书处继续更新数据收集日历、监管机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协调人

名单和国家统计局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联系人名单。前两者可查阅错误!超链接

引用无效。。后者由秘书处直接与监管机构分享，以确保在监管机构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各项指标收集、处理和传播数据时，通过电子邮件随时向国家统计局通报

情况。 

 C. 作为立即用于监测具体目标的代用指标的现有指标 

14. 统计委员会在其第 49/101(d)号决定中，请机构间专家组考虑是否有可能在逐

步敲定第三级指标的同时，将现有初步指标作为代用指标，立即用于监测具体目

标。专家组首先确定了最需要代用指标的优先具体目标和大目标。这些包括以

2020年为最后期限的具体目标、所有执行手段的具体目标以及目标 12-14，这是

鉴于目前存在的用于监测这些目标的第三级指标的数量。专家组随后审查了有关

具体目标的指标建议，并确定了一份初步的代用指标清单。初步清单已分发给专

家组成员，随后与监管机构分享，以衡量对代用指标的兴趣，并确定是否有任何

拟议的代用指标有商定的方法和现有数据。 

15. 经过这些磋商和第八次会议的讨论，专家组制定了一份初步的全球代用指标

清单，以监测目前属于第三级的指标，这些指标可在专家组网站上查阅：

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 

 三. 数据分类问题工作流 

16. 统计委员会在其第 49/101(e)号决定中请机构间专家组清晰确定该框架各项

指标所需数据细分的规模和类别，同时顾及资源需求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关键原则。在整个 2018年期间，专家组继续在《2030年议程》

最低分类要求的基础上确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数据分类的规模和类

__________________ 

 1 可查阅：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49th-session/documents/BG-Item-3a-IAEG-SDGs-Data 

FlowsGuidelines-E.pdf。 

https://undocs.org/ch/A/RES/49/101
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
https://undocs.org/ch/A/RES/49/101
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49th-session/documents/BG-Item-3a-IAEG-SDGs-Data%20FlowsGuidelines-E.pdf
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49th-session/documents/BG-Item-3a-IAEG-SDGs-Data%20FlowsGuidel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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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同时考虑到现有数据。专家组还努力汇编了现有的数据分类标准和工具，可

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 

17. 2018年 11月 9日，与专家组成员、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为期

一天的工作会议，讨论了与数据分类有关的问题，以及编写一份提交给统计委员

会第五十届会议的背景文件事宜。会上商定，专家组将就涉及其各自人口(例如残

疾人、移民、难民和老年人)的政策优先事项与各专门小组进行协商，并在相关情

况下就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的分类规模和类别问题与监管机构进行接触。会

议还商定，专家组将拟订一项初步提案，然后在 2019 年 2 月将该文件作为背景

文件提交给统计委员会之前，在公开磋商中提出来。 

 四. 专家组的各工作组 

18. 专家组于 2016 年 3 月成立了三个工作组，重点是以下专题：统计数据和元

数据交换、地理空间信息和相互联系。根据其各自的职权范围，每个工作组由专

家组成员及其他受邀代表组成。2 下文简述了每个工作组在 2018 年开展的工作

及今后会议和工作的说明。 

 A.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问题工作组 

19.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工作组由 12 个国家成员和 10 个国际机构成员组成，

由哥伦比亚担任主席。该工作组于 2018年 2月发布了第一个试点数据结构定义，

并于 2018年 3 月至 9 月在各国与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交换

试点。为方便试点数据交换，联合国统计司还建立了一个原型数据交换网站-可持

续发展目标数据实验室。 

20. 除每月电话会议外，该工作组还于 2018年 10月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审

查了试点数据交换情况，并注意到了吸取的经验教训。在 2019 年上半年，该工

作组计划最后确定和发布第一个官方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结构定义；制定数据

结构定义的维护时间表；设立生产数据交换；并发布元数据结构定义草案。在 2019

年下半年，该工作组计划制定关于使用和定制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结构定义的

准则，供国家使用和参与数据交换；建设国家能力；试点元数据交换；并向工作

组以外的国家和监管机构开展外联活动。 

 B. 地理空间信息问题工作组 

21. 地理空间信息工作组目前由 17个国家成员和 6个国际机构成员组成(见工作

组网站：http://ggim.un.org/UNGGIM-wg6/)。该工作组由墨西哥和瑞典共同主持，

于 2018年 12月 5日至 8日在内罗毕举行了第五次会议。该工作组还向全球地理

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地理空间信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22. 工作组有两个任务流程，都有 2018-2019年的拟议时间表。第一个任务流的

重点是根据地理位置进行统计数据分类和地理编码单位一级数据汇总。该工作组

__________________ 

 2 关于每个工作组的职权范围、成员和其他重要信息，可查阅 http://unstats.un.org/sdgs/iaeg-sdgs/。 

http://ggim.un.org/UNGGIM-wg6/
http://unstats.un.org/sdgs/iae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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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汇编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类和地理编码单位一级数据汇总方面的最佳做法，

并就按地理位置进行数据分类的概念和方法编写技术指南。第二个任务流侧重于

用于制定指标的“随时可用”的星地球观测数据的提供和利用情况。该专家组将

汇编国家一级的最佳做法和案例研究，并编写关于将卫星地球观测数据纳入指标

编制的概念和方法的技术指南。 

23. 在第八次会议上，专家组表示感到关切的是，专家组与该工作组的工作联系

不够，必须加强与统计界的互动。工作组欢迎并接受将吸纳少数专家组成员(与工

作组成员相同的代表)的建议。 

 C. 相互联系问题工作组 

24. 相互联系问题工作组目前由 11 个国家成员和 8 名来自学术界、国际组织和

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该工作组由加拿大和中国担任共同主席，

其大部分会议通过WebEx和电子邮件形式举行。 

25. 该工作组编写了一份背景文件，将于 2019 年 2 月初提交统计委员会第五十

届会议。该背景文件吸纳了该工作组早期开展的相互联系工作、全球和内部协商

的结果、各国和各组织的最佳做法以及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初步综合分

析，以支持政策。在 2019 年期间，该工作组计划编写第二份报告，以审查环境

经济核算体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审查政策与立法之间的相

互联系，并深入审查综合分析，以支持有效的决策。 

 五. 年度改进和 2020 年全面审查计划 

26. 根据大会第 71/313 号决议和专家组商定的可能每年进行的小幅改进的计划

和标准，专家组审查了成员提出的可能需要改进的指标清单。3 在第八次会议上，

专家组审查了六项改进(见附件二)。 

27. 在第八次会议上，专家组还商定了开展 2020 年全面审查的一般指导原则、

标准和时间表。2020 年全面审查是一个改进指标框架的机会，以帮助全球监测

《2030 年议程》，并向各国提供必要的指导，其中许多国家在执行国家框架和报

告平台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专家组商定了进行 2020 年审查的若干指导原

则，以便确定进行审查的参数。这些原则包括：审查需要考虑到已经在国家和国

际两级作出的投资，不应损害正在进行的努力；修订后的框架不应给国家统计工

作带来额外负担；应当有改进的空间，同时确保改变的范围有限，框架的规模保

持不变；专家组共同工作的重点应仍然是在各国执行该框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28. 除了这些更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外，专家组商定，2020年全面审查将审议全球

指标框架，并将包括替换、删除、完善或调整一些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增列指

标，增列指标仅限以下情况：(a) 目前的指标没有很好地符合目标或很好地跟踪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E/CN.3/2017/2，第 21段。 

https://undocs.org/ch/A/RES/71/313
https://undocs.org/ch/E/CN.3/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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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b) 需要新增指标来涵盖具体目标或目标的关键方面；和(或)(c) 第三级指

标的方法制定工作停滞不前或没有产生预期结果。 

29. 执行审查的具体标准如下： 

 (a)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可考虑增列指标：具体目标的一个关键方面没有受

到现行指标的监测，或需要解决现有指标未予监测的一个关键问题或正在出现的

新问题，或整个一个目标没有多少第一级或第二级指标可供采取后续行动之用； 

 (b) 在第三级指标的方法工作停滞或未产生预期成果时，如果被删除的指标

是监测相应具体目标的唯一指标，则将提议替换指标； 

 (c) 当目前的指标没有很好地符合具体目标或很好地跟踪具体目标时将考

虑调整或替换； 

 (d) 拟议指标必须有商定的方法和现有数据(不考虑第三级指标提案)，并适

合进行全球监测； 

 (e) 审查的目的将是保持目前框架内的相同数量的指标，以免大大改变大多

数国家已经在实施的原有框架，从而不增加国家统计系统的报告负担。 

30. 全面审查的拟议时间表如下：(a) 在 2019年 3月底以前，专家组将在秘书处

的协助下，根据以往的分析和评估，编写一个审查框架，其中包含可能删除、替

换、调整和增列；(b) 在 2019年 3月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专家组将对第三级指

标进行最后进展审查，以确定这些指标是在清单上予以保留还是删除；(c) 在 2019

年 5月至 7月期间，将就可能删除、调整、替换和增列的初步清单举行公开磋商，

专家组将在 2019年 9月底之前审查磋商结果；(d) 在 2019年 11月底之前，专家

组将编写 2020年审查的最后提案，并提交统计委员会，供其在 2020年 3月举行

的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审议。 

 六. 专家组的工作方案 

31. 建议专家组在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3月期间开展以下活动： 

 (a) 根据专家组商定的日历，在面对面会议上和公开的 WeBex 会议上，继

续审查第三级指标的工作计划，并在符合要求时将指标重新分级； 

 (b) 全面审查对指标的替换、删除、完善或调整，以及在少数选定的情况下

增列指标事宜，并编写建议供统计委员会 2020年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 

 (c) 继续关于数据分类的工作流，以便为数据分类工作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方

针，并与其他工作组(即数据交换、地理空间信息)联络； 

 (d) 继续关于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地理空间信息和相互联系的三个工作

组的工作，并审查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以确保它们符合专家组的工作； 

 (e) 继续确定各国与监管机构之间数据流的最佳做法，以便在专家组网站上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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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举行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 2019年第一季度举行，第二次在 2019年

第四季度举行，日期待定；视需要继续通过电子方式和举行电话会议进行交流。 

32. 还将根据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于 2019 年 5 月对专家组成员进行轮换。4 轮

换将由各自的区域机制牵头进行。 

 七. 讨论要点 

33. 请统计委员会： 

 (a) 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根据统计委员会的各项

决定开展的工作； 

 (b) 发表意见，并通过附件一所载的执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流和全

球数据报告准则的标准； 

 (c) 发表意见，并通过附件二中所列全球指标框架中的 6 项年度改进； 

 (d) 就 2020 年全面审查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发表意见； 

 (e) 就关于数据分类和相互联系的背景文件发表意见； 

 (f) 发表意见，并通过 2019 年专家组拟议工作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4 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IAEG-SDGs%20Terms%20of%20Reference_2017.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IAEG-SDGs%20Terms%20of%20Reference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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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执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的准则的标准 

 受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委托，本文件侧重于全球报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情况的统计数据流，同时认识到非统计指标也是监测这些进展所必须的。全球框

架中的非统计指标不属于作为数据提供者和验证者的国家统计局的权限范围之

内，尽管国家统计局仍可作为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非统计指标的报告的国

家行政协调员。因此，为了明确界定以下准则的范围，有必要制定一份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非统计指标清单。 

背景 

 大会于 2017年 7月 6日在其关于统计委员会涉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工作的第 71/313号决议中表示： 

 (a) 通过由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拟定的《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全球指标框架，以作为一项具有自愿

性质并由国家主导的文书，会员国拟定的区域和国家指标将作为这套指标的补充； 

 (b) 强调指出各国家统计系统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和数据构成全球指标框

架的必要基础，建议国家统计系统探讨如何把新数据的来源纳入各自的统计系统，

以酌情满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新数据的需求，又强调指出国家统计局

发挥国家统计系统协调机构的作用； 

 (c) 请秘书长继续促进各国家统计系统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扩充数据报告渠道，确保为用于落实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具体目标的指标所编制的数据和统计数字做到协调一致； 

 (d) 强调指出全球统计系统的一切活动必须全面遵守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6号决议。 

 在 2018年 3月举行的第四十九届会议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见 E/2018/24)

欢迎机构间专家组努力改进数据流和全球报告，并欢迎提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的准则草案，作为更好地协调和统一国家及国际数据

体系并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数据库中展示的数据、元数据和数据

集保持充分透明的第一个步骤；请机构间专家组与监管机构一道努力，推动所

有各方开展富有成果的对话，结合在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提出的关切进一

步完善这些准则，以最佳做法为基础拟订执行这些准则的标准，设法减少所设

想的程序可能会在时间和资源上给国家及国际统计系统带来的负担，并解决悬

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本文件旨在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编写的关于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数据流和全球数据报告准则的执行制定标准。然而，应当清楚的是，

这是一份活的文件，随着新的最佳做法的出现，还将作出进一步的补充。 

https://undocs.org/ch/A/RES/71/313
https://undocs.org/ch/E/RES/2006/6
https://undocs.org/ch/E/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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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总体目标：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计指标应符合官方统计

基本原则 

 全球统计系统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充分遵守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2006/6号决议，就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而言，还必须遵守国际统计活

动指导原则。特别是，会员国以及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应： 

 (a) 仅使用符合专业和科学标准的概念、定义、分类、来源、方法和程序； 

 (b) 充分记录并提供数据来源以及估计方法或调整方法，以确保方法的透明

度以及估计数的可复制性和可信赖性； 

 二. 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的承诺 

 作为监管机构，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对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全

球报告的质量和准确性负有责任。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报告的质量、透明度

和可信度，并遵守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和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监管机构应： 

 1. 在国家统计系统编制和发布符合商定指标定义和商定国际统计标准的

数据或国家估计数的所有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国际系列的汇编都

以国家官方数据来源为基础。 

 2. 与国家统计系统协商，完全基于专业、科学和统计方面的有力考虑和国

际商定的统计标准，确定最适当的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会就这些协商通知国家

统计局。 

 3. 在合理的时限内，为国家统计当局提供机会，在公布之前审查可持续发

展目标各项指标具体国家的数据和估计数。 

 4. 确保对数据来源和方法加以彻底记录，并对公众，特别是对国家数据提

供者完全透明，以便利数据的验证和可复制性。 

 5. 充分解释国家和国际数据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6. 及时向国家统计系统提供完整和详细的元数据和方法指导，并说明对这

些所作的修改。 

 7. 如果接到请求，则通过其国家统计局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改进关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国家报告和对商定的国际标准的应用。 

 8. 确保与会员国就为全球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报告的国家数据进行持

续对话，特别是在国家数据来源和具体国家估计数存在分歧时。对话应侧重于最

大限度地提高科学严谨性、国际可比性、一致性和执行官方统计基本原则。 

 9. 尽可能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现有报告机制或国家报告平台，

尽量减少国家统计系统的数据报告负担，促进使用适当的数据传输标准和工具，

例如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以及网络应用程序接口。 

https://undocs.org/ch/E/RES/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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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协调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收集工作，并在它们之间建立有效和

高效率的数据共享安排，以避免重复工作。 

 11. 为了加强国家统计局在国家统计系统内的协调作用，并确保具体国家数

据的质量，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将在其提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数据请求

时抄送国家统计局，并向国家统计局提供所有国家数据提供者的名单和数据收集

日历。 

 12. 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只有在被指定为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向各国

提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的数据请求。如一个以上的此类机构果被指定

为监管机构的话，则应通过共同方式收集数据，如联合问卷。 

 13. 监管机构收集的数据应及时和免费公开公布，并与统计司和其他可能出

于诸如专题报告等其他原因对数据感兴趣的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分享。 

 14. 在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维持的数据库中公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

指标估计数应适当记录和标明来源，并提供明确和全面的元数据。 

 15. 通过支持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以及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系统公开

获取和公开分享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有关的数据，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 

 16. 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统计局和数据系统的能力。 

 三. 会员国的承诺 

 会员国对落实和评估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的进展情况负有首要责任。国家统计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报告的主要数据

和统计来源，它们向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报告的数据和统计数字的质量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全球报告的总体质量有着重大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可

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全球报告的准确性、透明度和信任度，会员国应： 

 17. 根据国际商定的定义和标准，编制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基本

数据。 

 18. 尽可能通过现有报告机制或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报告平台，根

据质量标准，及时向监管机构提供全球报告所需的数据和元数据。 

 19. 当数据不符合国际标准时，提交必要的方法信息，使国际和超国家统计

机构能够调整统计数据，以确保国际一致性和可比性。 

 20. 审查监管机构提供的信息，并在发现任何问题时通知各机构。 

 21. 确保与监管机构就为全球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报告的国家数据进行

持续对话，特别是在国家数据来源和具体国家估计数存在分歧时。对话应侧重于

最大限度地提高科学严谨性、国际可比性、一致性和执行官方统计基本原则。 

 22. 继续支持加强本国的数据收集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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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国家统计局的作用 

 作为数据编制者和国家统计系统协调员，国家统计局对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展情况的全球报告的质量和准确性负责。在一国内部，国家统计局通常还

被授权为其他国家数据编制实体编制的统计数据提供质量保证，尽管一些国家统

计数字可能仍受专门机构的监督。国家统计系统向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报告数

据的安排在各机构和国家之间差别很大。国家统计局是许多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

构的国家数据提供者。根据每个此类机构的治理结构，会员国可能指定其他主管

部门，通常是职能部委，作为国家数据的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计系统

的内部协调至关重要。 

 在尊重国际和超国家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系统其他行为体之间

存在不同数据报告安排的同时，会员国和监管机构应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国家统计

局在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协调作用： 

 23. 让国家统计局系统地了解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有关的数据收集

和验证进程，即使监管机构的主要联系人是在其他机构。 

 24. 加强国家统计局在国家统计系统内协调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

的能力，并采用连贯一致的质量框架。 

 25. 支持国家统计局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国家总协调员。 

 26. 支持各国统计局传播和宣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收集的数据和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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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球指标框架的年度改进 

目标和具体目标(摘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指标改进 

  目标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0.7.1 由雇员承担的招聘费用占其在

目的地国年收入的比例 

10.7.1 由雇员承担的招聘费用占其在

目的地国月收入的比例 

10.7.2 已实施管理完善移民政策的国

家的数量 

10.7.2 实行有利于有序、安全、正常和

负责任的移徙和人口流动的移民政策的

国家数目 

目标 12. 确保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12.3.1 全球粮食损耗指数 12.3.1 (a) 粮食损耗指数和(b) 食物浪

费指数 

目标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4.6.1 各国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

制的捕捞活动在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上

所取得的进展 

14.6.1 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

捕捞活动在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上所取

得的进展 

14.b.1 各国在通过和执行承认小规模渔

业并保护其市场准入权利的法律/监管/

政策/制度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的程度 

14.b.1 在通过和执行承认小规模渔业

并保护其市场准入权利的法律/监管/政

策/制度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的程度 

目标 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

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6.7.1 公共机构(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

公务制度和司法机构 )中的职位(按性

别、年龄、残疾者和人口群体分列)相对

全国分配数的比例 

16.7.1 国家和地方机构中的职位按性

别、年龄、残疾者和人口群体分列相对

全国分配数的比例，包括(a) 立法机构；

(b) 公务制度；(c) 司法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