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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0 年 3 月 3 日至 6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p) 

供讨论和决定的项目：区域统计发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区域统计发展合作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9/210 号决定和以往惯例，秘书长谨转递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关于区域统计发展合作的报告。本报告重

点指出必须通过各国间协作以及各国与联合国系统的协作，克服统计发展面临的

不同挑战，并特别提到拉加经委会美洲统计会议和加勒比统计师常设委员会的作

用。 

 各专题工作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30 年议程统计协调小组、统计界与地

理空间信息界联合活动等协作机制取得的成果有助于加强区域各国的统计能力，

为在全球一级开展各项进程和制定标准提供了参考信息。这些机制不仅使汇集国

家统计局和国际组织的经验知识处理区域关切问题成为可能，而且有助于更好地

协调这些行为体之间的活动。 

 请统计委员会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开展的工作发表评论，并确定区域间

进行经验交流的可能机会。 

  

 * E/CN.3/2020/1。 

https://undocs.org/ch/E/CN.3/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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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区域统计发展合作的报告 

 一. 导言 

1. 2015 年 3 月，在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介绍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活动的报告：近期成就和今后挑战

(E/CN.3/2015/19)，其中概述了该区域为推动统计进步开展的一些工作，并讨论了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预计将给统计工作带来的挑战。 

2. 同年 11 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美洲统计会议核准了

一项战略计划，以确定下一个 10 年的价值观、使命、愿景、战略目标和具体目

标。这一时期涵盖了各国国家统计系统将面临的重大挑战，如后续落实《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 2020 年人口普查以及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环境

经济核算体系和环境统计发展框架。 

3. 此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不同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未来也面临许多重

大挑战。后续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状况证明这两种情况都存在。考虑到已提交

自愿国别评估或表示有兴趣提交报告的国家数量，到 2020 年，该区域可能会有

23 个国家提交 34 份报告。不过，平均而言，在《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具体目标全球指标框架所载各项指标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仅编制了其中

31%的指标，而且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从少于 15%到略高于 50%不等。1 

4. 最近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最佳做法手册》和国家立法执行情况的评价

也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统计系统充分运作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大多数国家统计立法

没有完全遵守《官方统计基本原则》，该区域已制定国家统计发展计划的国家不

到一半，而且大多数国家报告称，分配给国家统计局的预算资源减少。 

5. 近年来为克服这些挑战并支持统计发展，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施了不同举措。

本报告重点介绍其中一些举措通过国家间合作以及各国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在

政府统计机构、特别是在拉加经委会美洲统计会议和加勒比统计师常设委员会框

架下取得的主要成果。本报告重点指出，必须通过国家间协作并与联合国系统密

切协调合作，克服统计发展面临的不同挑战，还介绍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这方

面的经验，供其他区域参考。 

6. 本报告第二部分描述了美洲统计会议及其最近几次会议的基本特点。第三部

分重点介绍在秘书长领导的联合国改革进程中，在合作促进后续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及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第四部分概述了美洲统计

会议工作组的一些成果。第五部分介绍统计界和地理空间信息界整合的主要里程

碑。第六部分介绍在加勒比统计师常设委员会框架内开展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拉加经委会，《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区域进展和挑战四年

期报告》(LC/FDS.3/3/Rev.1)。 

https://undocs.org/ch/E/CN.3/2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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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美洲统计会议 

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美洲统计会议是协调该区域统计活动的政府

间机构，其宗旨是改善国家官方统计数据，加强这些数据的国际可比性。美洲统

计会议由 46 个拉加经委会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 33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13 个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还有 14 个准成员。 

8. 2015 年 11 月，美洲统计会议在基多举行了第 8 次会议，会上制定了 2015-

2025 年 10 年期战略计划，其中设定了 3 个战略目标：加强国家统计局的组织与

管理实践，增进国家统计系统的整合与协调；促进发展技术能力和方法能力，以

编制高质量的统计信息；推动美洲统计会议成员国与次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

的协调与合作。 

9. 美洲统计会议工作组是各国间开展协作的机制，对执行美洲统计会议的战略

计划起着促进作用。每个工作组通过制定两年期区域和国际合作活动方案，针对

特定统计问题或统计领域的发展情况，提出一套有待实现的宗旨和目标。每个工

作组的成员国指定一个协调国和一个技术秘书处负责工作组的运作。 

10. 2015 年至 2019 年，设立了 16 个专题工作组：行政记录、农业统计、人口普

查、残疾计量、环境统计、性别统计、住户调查、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指标、

体制建设、国际标准统计分类、劳动力市场指标、信息和通信技术计量、国民账

户、贫困统计、儿童和青少年统计、公共安全和司法统计。 

11. 此外，2016 年 6 月，美洲统计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 15 次会议，会上设

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协调各项指标的制定，并支持建设后续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国家能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30 年议程统计协调小组由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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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区域成员组成。 

12. 鉴于工作组作为国家间和国家与联合国系统间的协作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

美洲统计会议成员国近些年确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各工作组的相关性和有

效性。为此，执行委员会在 2019 年期间与成员国开展了协商进程，以确定统计

发展方面的区域优先事项，然后制定符合这些优先事项的工作方案。作为这一进

程的成果，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举行了美洲统计会议第 10 次会议，讨论并

核准了 11 项工作组提案，每项提案都有明确界定的产出，将在两年内交付并提

交 2021 年美洲统计会议第 11 次会议核准。2 

13. 美洲统计会议第10次会议还标志着其执行委员会开始体现新的地域代表性，

符合国家地理和语言分布情况。3 个次区域集团(南美洲；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

比西班牙语区；加勒比英语区)各有 2 名代表，而区域以外成员各有 1 名代表。与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 美 洲 统 计 会 议 第 10 次 会 议 第 11(X) 号 决 议 ， 可 查 阅 ：

https://cea.cepal.org/10/sites/cea10/files/cea.10-resolution.pdf。 

https://cea.cepal.org/10/sites/cea10/files/cea.10-resolu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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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一样，执行委员会为上一个两年期担任主席的国家保留一个席位。虽然执行

委员会成员数量仍为 7 个，但新的组成增加了加勒比英语区的代表数。 

14. 在美洲统计会议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范围内举行了几次高级别研讨会。

2016 年，关于后续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计框架研讨会旨在商讨最近采取的一

些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举措，如设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可持续发展

论坛，巩固区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统计协调机制，以及开发统计规划

工具。2017 年，主题为“迈向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的整合”研讨会讨论了整合两

种信息源的路线图，并分析了利用地理空间信息编制统计数据的若干经验。2018

年，关于将非传统数据源纳入国家统计系统的高级别研讨会讨论了使用此类数据

源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质量控制、数据获取、机构协调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挑战。

2019 年，关于经济统计的未来高级别研讨会指出，需要开展区域协作来满足经济

统计需求，进而支持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制定循证决策，促进改

善国家统计系统的组织和管理。该研讨会是为经济统计主席之友小组(于 2019 年

3 月统计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成立)提供信息的全球协商进程的组成部分。 

 三. 统计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30 年议程统计协调小组 

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近年来取得的一项特别成果是加强巩固了负责在区

域一级协调后续落实《2030 年议程》统计工作的协调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代表不

同次区域的不同国家，还包括代表联合国系统的一组联合国机构，拉加经委会是

小组的技术秘书处。 

16. 根据拉加经委会成员国在 2015 年 11 月美洲统计会议第 8 次会议上的要求，

2016 年 6 月成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30 年议程统计协调小组，负责确定治理

方案，制定区域执行计划，以逐步满足《2030 年议程》的信息需求。统计协调小

组由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 5 个区域成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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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区域成员组成，还有两

个国家为观察员国。拉加经委会统计司是统计协调小组的技术秘书处，此外，该

小组还包括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它们是联合国系统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区域统计协调机制的代表。如下文所述，这一框架有助于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

在该区域的统计活动，还有助于协调统一为加强执行《2030 年议程》的国家能力

所提供的战略支持，这在目前进行的联合国改革进程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17. 统计协调小组编制了关于后续落实《2030 年议程》的区域统计能力概览。它

对区域各国的统计系统进行了调查，以确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指标的编制

情况、未能编制指标的各种原因、负责收集和编制指标的国家机构、编制指标的

频率、分类等级以及用于收集信息的统计事件或工具等。2016 年开展调查后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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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两次更新。按可持续发展目标汇总的主要调查结果载于《关于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区域进展和挑战四年期报告》。3 

18. 统计协调小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监测《2030 年议程》的区域指标框架。

统计协调小组根据成员国在美洲统计会议第 9 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努力制定框

架，以使该框架考虑到区域的具体情况，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提供补充，帮助确定计量工作的优先次序，协调各项能力发展活动。区域框架各

项指标的选择遵循若干标准，包括指标的区域相关性、是否纳入到其他监测框架

以及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编制指标的可行性。虽然信息的可获得性是一个重要的考

虑因素，但优先清单包括了目前可能无法获得信息的指标。这一进程的成果是确

定了一套包含 150 项指标的优先清单(其中 122 项指标来自全球框架，还有 28 项

补充或替代指标)。4 预期这一区域框架将有助于报告该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的进展情况，并能更好地协调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以缩小统计能力的

差距。 

19. 根据编制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区域统计能力和这套优先指标，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工作队数据组和拉加经委会进行了一项摸底

调查，以了解联合国系统在该区域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技术援助和统计合作开展

的所有支助行动。如下所述，这项调查为规划近期能力建设活动和区域可持续发

展目标平台提供了相关投入。 

 B.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平台和机构间协调 

20. 协调拉加经委会与联合国系统之间的统计活动对于开发可持续发展目标区

域网络平台(可持续发展目标平台)尤为重要。拉加经委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

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工作队主席的身份)与联合国系

统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发展协调办公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办事处密切协

商，开发了这一平台，这是建立区域知识管理中心的第一步，而建立该中心是秘

书长提出的重组联合国区域资产以支持《2030 年议程》的建议之一(见 A/74/73-

E/2019/14)。 

21. 可持续发展目标平台旨在成为一站式信息中心，提供所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关的信息，包括联合国提供的服务、收集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以及联

合国为满足会员国需求而提供的具体分析和政策工具。为避免重复工作，该平台

不仅将与发展协调办公室牵头开发的联合国全球平台提供的数据密切对接，还将

与联合国所有实体提供的数据信息密切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平台将提供全球、

区域和国家落实《2030 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最新信息，包

括各国各自开展的体制进程和使用的监测机制等信息的链接。会员国、联合国国

家工作队和普通民众都可以使用这一平台，根据最新、可靠信息进行广泛传播和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拉加经委会，LC/FDS.3/3/Rev.1 号文件，图三.3。 

 4 见在美洲统计会议第 10 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30 年议程>统计协调小组

活动的报告》(拉加经委会 LC/CEA.10/6 号文件)。 

https://undocs.org/ch/A/74/73
https://undocs.org/ch/A/74/73


E/CN.3/2020/20  

 

19-21735 6/12 

 

日常规划，以满足具体的区域、次区域或跨界需求，并协调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外

地提供的各项支持。 

22. 拟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平台已提交美洲统计大会第 10 次会议，各国在

会上确认该平台是支持执行和后续落实《2030 年议程》、加强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的重要工具，各国还要求将该平台提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可持续发展论坛第

4 次会议，作为该区域对执行《2030 年议程》的贡献。 

 四. 美洲统计会议框架下选定的国际合作领域 

23. 美洲统计会议各工作组是成员国共同处理区域统计发展方面不同问题的组

织安排。其中一些成果有助于确定全球一级的进程、机制和标准。工作组的文件、

方法材料和会议报告等主要成果通过美洲统计会议的知识转让网络进行传播(见

https://rtc-cea.cepal.org)。 

 A. 行政记录 

24. 在行政记录领域开展了合作活动，鼓励在编制统计数据时使用行政记录。关

于加强为统计目的使用行政记录、促进后续落实《2030 年议程》的区域研讨会不

仅有助于交流从行政记录中获取优质统计数据的经验、方法和技术，还有助于分

析本区域在统计工作中使用行政记录的情况。该工作组还利用问卷调查结果来评

估行政记录的质量并评价统计记录系统的运作能力。 

 B. 农业统计 

25. 农业统计工作组在美洲开发银行区域公益物举措的支持下，通过一个开发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统计系统实施方法的项目开展了合作活动。在这方面，举办

了讲习班和课程，介绍了如何实施农业统计系统、利用卫星图像划定样本框架、

使用行政记录和数据源评价、使用电子设备收集农业信息等问题。 

 C. 人口普查 

26. 人口普查工作组的重点是评估和确定从 2010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中吸取的经

验教训，为 2020 年人口普查的筹备工作提出建议。工作组为改进人口估计和预

测的计算方法提供了支持，并鼓励区域各国交流知识和经验。 

27. 题为“人口和住房普查的概念：2020 年普查在包容性内容定义上面临的挑战”

的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2020 年发布的新报告将发展和补充这些建议。5 题为

“普查和调查在机构制图战略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分析”的文件总结了机构制

图自我评估调查的结果，以便在 2020 年开展新一轮普查工作。6 

__________________ 

 5 拉加经委会，“人口和住房普查的概念：2020 年普查在包容性内容定义上面临的挑战”

(LC/TS.2019/67，仅以西班牙文提供)。 

 6 拉加经委会，“情况分析：普查和调查在机构制图战略方面的最新发展”(2019 年 8 月，仅以

西班牙文提供)。 

https://rtc-cea.cep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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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残疾计量 

28. 残疾计量工作组一直致力于推动在 2020 年区域人口和住房普查中设计和纳

入残疾问题。残疾计量工作组与人口普查工作组编写了一份联合提案，并就此专

题举办了一次培训研讨会。此外，还根据本轮普查情况为各国统计局举办了多次

区域培训研讨会和讲习班，介绍“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以及如何在收集

和分析残疾数据时运用这一分类。还举办了一次关于计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儿童

残疾问题的区域讲习班。 

 E. 环境统计 

29. 环境统计工作组力求加强持续、系统编制统计数据和环境指标的能力，并加

强区域各国的机构间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举办了各项活动，其中之一是主题为

“发展和加强拉丁美洲国家的环境统计和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可持续发展倡议的共同道路”的区域研讨会和讲习班。同样，拉丁美洲能源

和环境指标区域讲习班作为提高区域各国统计系统在能源和环境统计领域能力

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绿色经济指标有关的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30. 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启动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环境统计网络，汇集

了区域内从事环境统计、指标和账户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该网络

在环境统计的不同主题领域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于 2019 年 12 月在马德里举

办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关于气候变

化指标的会外活动，这些活动都是该网络工作的重要亮点。 

 F. 性别统计 

31. 为制定一份顾及性别平等并适合区域实际情况的文书，以便协调时间使用调

查、使之标准化并编制关于这一专题的统计数据，美洲统计会议第八次会议通过

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时间使用活动分类》。《分类》提供了全面有序了解人们所

开展活动及所投入时间、证明男女在时间分配上存在差异、提供信息以便在社会

和经济领域制定平等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可能性。 

32. 工作组还在组织关于时间使用和无偿工作的信息专家会议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些会议已定期举办了 17 年，讨论和分享的经验均为十分重要的投入，

有助于推动进一步统一该区域时间使用的计量标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 19 个

国家开展了至少一次时间使用方面的计量，该区域在时间使用调查方面的经验为

在全球一级制定标准作出了重要贡献。 

 G. 住户调查 

33. 住户调查工作组的重点是查明在开展收入支出调查方面的最佳做法。工作组

举办了一次区域讲习班，以查明与收入支出调查编制过程和使用有关的共同挑战，

并编写了一份关于情况介绍和讨论的总结文件。此外，工作组正根据一次区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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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成果编写一份关于收入支出调查最佳做法的文件，那次协商收集了关于统计

设计、调查问卷编制、收回、处理和分析过程的信息。 

 H. 与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的指标 

34. 工作组编写了一份关于减少灾害风险指标的概念框架文件，目的是提高为监

测《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各国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举措的

执行情况而收集的信息和数据质量。工作组在这份文件中介绍了减少灾害风险和

统计管理方面的术语、相关全球协定、实地数据的可得性并提出了一套建议。此

外，工作组还举办了一次关于极端事件、灾害和减少灾害风险的统计和指标情况

研讨会，目的是查明在计量这些事件时有哪些统计方面的需求，并审查处理这些

需求时资料来源和统计序列的有效度。 

 I. 体制建设 

35. 美洲统计会议在 2011 年举行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

计最佳做法手册》是一项技术和监管文书，目的是促进国家统计活动的改善和各

国统计局的独立性。体制建设工作组在 2015 年之前开展了同行审查，以评估《手

册》的落实情况。最近，工作组利用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得到的答复，更新了对 22

个国家落实《手册》情况的评估。7 此外，工作组建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

最佳做法库，该库与《手册》内容一致，载有一系列有助于以创新方式促进改善

统计流程和信息质量的精选行动(见 https://sitios.dane.gov.co/visor-brbp)。 

36. 2018 年举行了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法律框架区域讲习班。继讲习班上开展讨

论之后，工作组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 2016 年出版的《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官方

统计通则》编写了改编本并翻译成西班牙文，目的是提供一个区域范本，供该区

域有意为国家统计系统的运作和官方统计数据的编制制定或重新制定法律基础

的国家使用。美洲统计会议在 2019 年 11 月举行的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通则》。 

 J. 国际标准统计分类 

37. 国际标准统计分类工作组编写了一份关于各国执行《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

准行业分类》、《产品总分类》、《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情

况报告。工作组还制作了培训视频，以支持这些分类标准的实施，并为《产品总

分类》第 2.1 版的西班牙文翻译工作作出了贡献。 

 K. 劳动力市场指标 

38. 按照美洲开发银行区域公益物举措，劳动力市场指标工作组实施了一个项目，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方法指南，对计量工作统计的新国际准则进行区域调整。这

个项目对各国在协调一致方面的差距进行了评估，并为实施认知测试提供了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 

 7 14 个国家的结果可查阅：https://rtc-cea.cepal.org/es/documento/estado-de-implementacion-de-los-

principios-del-codigo-de-buenas-practicas-estadisticas。 

https://sitios.dane.gov.co/visor-brbp
https://rtc-cea.cepal.org/es/documento/estado-de-implementacion-de-los-principios-del-codigo-de-buenas-practicas-estadisticas
https://rtc-cea.cepal.org/es/documento/estado-de-implementacion-de-los-principios-del-codigo-de-buenas-practicas-estadist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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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验证和编制住户调查问卷。因此，工作组得以发布经协调一致的住户调查问

卷和方法指南，以执行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中产生的最新国际标准。 

39. 工作组在整理区域对全球进程所作贡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修订

了《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类-93)及其对劳动力调查的影响。此外，工

作组结合涉及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与体面工作的计量之间的联系，分析了

用于编制这些指标的信息的有效度。 

 L.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计量 

40. 信息和通信技术计量工作组为在教育、政府、家庭和企业维度计量此类技术

交换经验和良好做法作出了贡献。工作组编写了一份区域诊断报告，内容涉及在

国家统计局创建信息和通信技术统一统计数据的流程。此外，在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主持下的信息社会发展区域研究中心编制 2019 年版“教育领域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获取与利用情况计量方法参考框架”时，工作组也作出了贡献。 

 M. 贫困统计 

41. 贫困统计工作组侧重于计量非货币贫困指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 下的相关

指标。工作组举办了一次区域研讨会，讨论在住户调查中改进并纳入贫困各个维

度的新指标是否可行。工作组编写了一份文件，分析拉丁美洲 17 个国家在住户

调查中常用的一套非货币指标的有效度、可比性和充分性。 

42. 在联合国发展账户第十批项目资源统计和数据方案的支持下，工作组举办了

一次区域研讨会，讨论如何应对缺失维度和指标方面的核算困难、收入计量方面

可能的创新以及拉加经委会收入贫困计量方法、使用小区域估计方法进行数据分

类以及贫困计量对制定公共政策的贡献。8 

 N. 儿童和青少年统计 

43. 儿童和青少年统计工作组举行了几次知识共享虚拟会议，主题包括儿童和青

少年统计信息的传播和可视化以及 5 岁以下儿童的抽样法。工作组编写了一份关

于使用普查监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儿童和青少年状况的文件，这份文件分析了普

查用于这一目的的潜力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工作组还协助将残疾统计华盛顿小组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制的儿童和青少年残疾计量问卷翻译为西班牙文。 

 O. 公共安全和司法统计 

44. 公共安全和司法领域的合作活动除其他外，侧重于推动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犯罪被害调查举措框架内制定的调查问卷和方法，并推动将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

信息纳入国家统计方案。举办了一次关于安全、暴力和司法指标专题的技术会议，

以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交流在编制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下 23 个指标其中 10 个

的良好做法，并查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时可供参考的官方资料来源。 

__________________ 

 8 见《收入贫困计量：最新方法与结果》(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8.II.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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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整合进展 

45. 区域发展的优先事项之一是统计界和地理空间信息界的整合。于 2016 年 5

月举行的拉加经委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关于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区域整合

的第 712 (XXXVI)号决议，为拉加经委会美洲统计会议和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

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开辟了空间。 

46. 举办了几次联席会议，积极推动了统计界和地理空间信息界之间的整合进程。

美洲统计会议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理事

会于 2016 年 6 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确定联合议程。美

洲统计会议执行委员会在 2017 年 4 月召开的第十六次会议上与联合国全球地理

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举行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国统计组织和地

理空间信息组织的主管部门。同年 11 月，美洲统计会议在第九次会议期间举行

了“实现统计和地理空间信息整合”研讨会，发言者中有来自联合国统计和地理

空间信息整合专家组的专家。2018 年 11 月，在区域委员会召开第五届会议的同

时举办了以“整合地理空间和统计信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从对话到行动”为主

题的区域讲习班。2019 年，美洲统计会议执行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理事会举行了

两次会议：一次在 10 月，在区域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期间举行；另一次在 11 月，

在美洲统计会议第十次会议议程项目 5 下举行。这些会议的成果是通过了《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美洲统计会议和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

域委员会地理空间和统计信息整合宣言》。9 

47. 为支持地理空间和统计信息整合进程，2017 年 7 月征聘了一名地理空间信

息管理区域专家，在拉加经委会统计司内创建了地理空间信息领域的职能。拉加

经委会为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落实“美洲统计和地理空

间框架”项目提供了支持，为此促进了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机构之间的对

话，并围绕涉及这个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信息标准化项目、面向国家统计局当局

和技术协调中心的一份文件组织了一次区域磋商。 

 六. 加勒比统计师常设委员会方面的统计活动 

 A. 现代化和转型进程的延续 

48. 自拉加经委会上次向统计委员会提交报告以来(E/CN.3/2015/19)，加勒比共同

体(加共体)国家在实现国家统计系统现代化和转型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加共体最

高领导层通过加共体政府首脑会议对统计数据所作的政治承诺，也推动了这些进

展。 

49. 由于需要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超过 230 项指标，加共体政府首脑会议在

2016 年第三十七次定期会议上核可了加勒比统计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为制定这些

指标而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在这次会议上，各国政府首脑还商定，为了在联合
__________________ 

 9 宣言文本见 https://cea.cepal.org/10/sites/cea10/files/cea.10-declaration-integration-geospatial-

information.pdf。 

https://undocs.org/ch/A/RES/712%20(XXXVI)
https://undocs.org/ch/E/CN.3/2015/19
https://cea.cepal.org/10/sites/cea10/files/cea.10-declaration-integration-geospatial-information.pdf
https://cea.cepal.org/10/sites/cea10/files/cea.10-declaration-integration-geospatial-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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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计系统这一国际层面开展统计工作，应将加共体视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一个不可分割的组别。 

50. 加共体政府首脑会议在 2017 年第三十八次定期会议上核可编写《加共体统

计发展区域战略》之后，在 2018 年 7 月第三十九次定期会议上核可了成员国在

加共体秘书处和 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的支持下并在一些利益攸关方的

捐助下编写的《区域战略》战略框架。 

51. 本区域还得益于 2016 年在巴巴多斯召开的加勒比官方统计转型议程会议，

会议的一项成果是提出了与加共体统计系统现代化相关的建议，这些建议纳入了

在加共体政府首脑会议第三十七次定期会议上通过的统计行动计划。 

52. 一些国家继续制定发展统计国家战略，包括对统计立法开展评估和审查并与

利益攸关方协商。这些国家包括伯利兹(2017 年，仍在继续)、格林纳达(正在制定)、

圭亚那(正在制定)、牙买加(2017 年)和巴哈马(正在制定，即将敲定)。制定发展统

计国家战略的工作得到了 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和(或)美洲开发银行的

支持。 

 B. 统计能力建设 

53. 在加勒比地区技术援助中心支持的一些领域继续开展统计能力建设，主要是

在国民账户领域。加共体秘书处通过欧洲发展基金第十笔资金发放的资金和由美

洲开发银行提供的资金，在一些领域提供了支持。美洲开发银行通过两个区域公

益物项目提供支持，第一个项目是继续开展 2010 年普查关于共同普查框架的工

作，以便编制以国际和区域原则和建议为基础的经协调统一的普查结果。第二个

项目则侧重于性别、环境和农业统计领域。后一个项目是对意大利政府在这三个

统计领域以及在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培训方面所提供支持的补充。加拿大通过

加勒比地区统计促进项目，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领域，即国民账户、住户调查基础

设施、企业调查基础设施以及传播和宣传。应加共体秘书处或各国的要求还开展

了一些其他活动，如领导力和管理培训、微数据匿名处理以及信息管理和传播方

面的普查支持与培训。欧盟提供的支持包括开展了一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试点活

动，并为国民账户、社会/性别和环境统计提供了支持。 

 C. 国际比较方案 

54. 加共体国家继续参加由拉加经委会牵头并与加共体秘书处协作开展的国际

比较方案 2017 周期。加共体国家通过秘书处的协调，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清单

开展了审查，并建议了一份被认为与该地区高度相关的其他项目简短清单，拉加

经委会接受了这些项目，纳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项目清单。2019 年 6 月，加

共体秘书处与拉加经委会合作，为各国主办了一次会议，让各国能够完成关于建

筑、租金和教育以及有其他要求的专门调查的价格工作。加共体国家还采用了国

际比较方案持续活动的新办法，一些国家已经着手开展 2020 周期的数据收集工

作。过去曾有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提供培训员培训课程等更具体的支持，以便在

加共体地区培养能够为参与国际比较方案未来进程提供更有力支持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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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020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筹备工作 

55. 本区域正在与计划在 2020、2021 和 2022 年进行查点的国家筹备开展 2020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向加勒比统计师常设委员会报告的区域普查协调委员会连续

举行了多次会议。2014 年还举行了 2010 年普查专题讨论会。2017 年，加共体国

家召开了 2020 年普查技术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共同普查问卷和方法以及

普查管理、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关键普查活动。主要成果是为 2020 年普查制作

了共同普查问卷以及元数据。2017 年会议后，编制了共同普查问卷第三版以及关

于关键概念和定义的指导说明。按照以往做法，制定了区域普查战略，以支持各

国开展普查，分享最佳做法，找到应对挑战的共同解决办法，并确保从普查中产

生高质量和可比较的数据。加共体秘书处与其他伙伴合作，于 2018 年和 2019 年

举办了两次区域普查协调委员会年度中期会议，在举行会议的同时举办了普查讲

习班。秘书处还编制了在线普查资源，方便建立联系和交换信息。 

 E. 为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处理提供支持 

56. 加共体秘书处与欧洲联盟合作，为关于使用新版 EUROTRACE 软件处理商

品贸易统计数据的区域讲习班提供了培训。 

 F. 继续收集和汇编统计核心领域和其他举措 

57.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在政治层面制定和批准的。还完成了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可用性的评估。对于核心领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统计

数据汇编工作仍在继续。一些项目的工作也在继续，包括题为“加强加勒比地区

公民安全循证决策(CariSECURE)”的犯罪与安全项目以及由意大利政府支持的性

别、环境和农业统计领域能力建设项目，还有一个由加勒比开发银行资助、为 2020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提供支持的项目即将启动。 

 七. 有待统计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58. 请统计委员会： 

 (a) 注意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通过各国之间并通过各国与联合国系统

之间合作的不同方式在统计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b) 对在各区域间交流经验的协同增效和机遇提出评论意见； 

 (c) 讨论为开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络平台(可持续发展目

标平台)而在区域联合国系统内部开展协调方面取得的进展对全球的意义； 

 (d) 表示注意到在美洲统计会议第十次会议 9上通过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经济委员会美洲统计会议和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美洲区域委员会地理

空间和统计信息整合宣言》，支持关于建立治理机制的呼吁，以促进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系统和国家制图机构为巩固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而开展的联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