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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b) 

经济统计：沃尔堡服务统计小组 

 

  沃尔堡服务统计小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要求
** 

转递沃尔堡服务统计小

组的报告，请委员会审议沃尔堡小组的工作方案，并就所列拟议活动作出评论。

 
*
 E/CN.3/2004/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4 号》（E/2003/24），第一章，A 节，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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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堡服务统计小组的报告 
 
 

  目的 
 

 处理与编制服务统计数字有关的问题，包括服务产品的产出和投入、对服务

活动实际产品的估计、服务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及其对产品和工业分类（产

品总分类（CPC）及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的影响。 

最近五次会议的参加者 

国家机构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统计局（1999、2000、2002、2003） 

 奥地利：奥地利统计局（2000、2001、2002、2003） 

 比利时：比利时统计局（2000） 

 巴西：巴西地理和统计局（2002、2003） 

 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中国：中国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中国香港统计处（1999、

2000、2001、2002、2003），中国澳门统计处（2003） 

 捷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统计局（2001） 

 丹麦：丹麦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斐济岛：斐济岛统计局（1999、2000、2002） 

 芬兰：芬兰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999、2000、2001、2002、2003）；新闻发

展局（2001、2002） 

 德国：联邦统计局（1999、2001、2002、2003） 

 希腊：国家统计处（2000）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2002）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03） 

 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1999、2000、2001、2002） 

日本：日本统计局（2000、2001、2002、2003）；日本银行（1999、2000、

2002、2003） 

 马来西亚：统计事务部（1999、20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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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2000、2001、2002、2003） 

 荷兰：中央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新西兰：新西兰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挪威：挪威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葡萄牙：国家统计研究所（2002） 

 大韩民国：韩国统计局（2000）；韩国银行（1999、2001、2003） 

 新加坡：统计事务部（1999） 

 西班牙：国家统计研究所（1999、2000、2001、2002、2003） 

 瑞典：瑞典统计局（1999、2000、2001、2002、2003） 

 泰国：国家统计处（1999） 

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处（1999、2000、2001、2002、2003）；贸易和工业部

（2000、2001、2002） 

美利坚合众国：普查局（1999、2000、2002、2003）；劳工统计局（（1999、

2000、2002、2003）；美国商务部（2002） 

 越南：统计总局（2003） 

国际组织 

 联合国统计司（1999、2000、2001、200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200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1999、2000、2001、2002、2003） 

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统计处（欧统处）（1999、2000、2001、2002、2003）；

DG 企业（2000、2003） 

 欧洲中央银行（2000、2001、2002）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局（2003） 

会议 

 小组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会议。以往举行的会议如下: 

 1987 年 1 月，荷兰,沃尔堡。 

 1987 年 11 月，斯德哥尔摩。 

 3
 



 

E/CN.3/2004/11  

 1988 年，德国,威斯巴登。 

 1989 年，渥太华。 

 1990 年，巴黎。 

 1991 年，赫尔辛基。 

 1992 年，美利坚合众国,威廉斯堡。 

 1993 年，奥斯陆。 

 1994 年，悉尼。 

 1995 年，荷兰，沃尔堡。 

 1996 年，威尔士,新港。 

 1997 年，哥本哈根。 

 1998 年，罗马。 

 1999 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2000 年，马德里。 

 2001 年，瑞典，厄勒布鲁。 

 2002 年，法国，南特。 

 2003 年，东京。 

审议的主题 

 沃尔堡小组在 2001 年会议结束时界定了三年工作方案，对具有某种优先程

度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有限数量的核心问题，加上一些不一定在今后

三次会议上会都讨论的特定问题。 

 核心问题限于以下三项： 

 1. 生产者服务价格指数。 

 2. 服务活动和产品分类。 

 3. 扩大的信息社会统计。 

特定问题为服务产品的更替，短期指标和非赢利机构：只有第一个问题在 2003

年的会议上讨论。另外还有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服务统计领域将要制订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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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产者服务价格指数 
 

 会上提出了一份关于预先包装软件的主要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本行业

进行调查所用商业模式、管理环境和定价方法（模式每年更新），还包含了一些

时间序列。关于这一行业各不同国家调查活动的结果列作本文件的附录。 

 小型介绍会议是用来讨论某一行业各不同国家的调查活动、办法和问题。进

行小型介绍的有以下四个行业：计算机服务、航空班机、海上货运和信使服务。

关于计算机服务，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各不同计算机服务的调查，使用的方法各式

各样（主要是按技能分列售价和模式定价）。然而，可供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很

少。除了对各不同计算机服务指数制定良好的调整方法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以使所有国家知悉新发展的计算机服务的定价方法。因此计算机服务这一项目将

列在每一年的议程上。 

 关于航空班机、海上货运和信使服务的所有意见由一名发言人总结。会上集

中讨论选择监测定价（对应于固定服务而非市场价格）还是交易价格（即市场价

格，但不对应于任何固定服务）。有人表示很难进一步衡量权重。 

 讨论价格的会议一部分专注于质量调整问题。会上提出的一些文件审查了使

用不同质量调整方法的实例（如重叠方法，或费用的计量）。另一些文件着重指

出外来的数据有必要取得质量较高的调整信息。与会者还注意到一些文件说明国

家在质量调整方面的经验，包括国家可能使用的一般方法。 

 后，经合组织提出 新文件总结国际上所有生产者价格指数服务部门定价

活动：22 个国家据称进行了一些服务活动。与会者重新评估了此类盘存的用处。

无论如何不应做过多的方法说明，目标在于减化目前的问题单。联络人名单是很

重要的，宜定期更新。 

 2. 服务活动和产品分类 
 

 分类问题在 2003 年沃尔堡小组会议上特别重视。与会者有很多机会对 2007

年计划进行的经济活动工业分类和产品总分类订正工作的服务方面提出评论和

反馈意见。 

 经济活动工业分类的订正首先是在平行会议上进行讨论。有两份文件详细评

论了经济活动工业分类的结构提案，其中一份专注于三个特定服务领域：贸易、

运输和贮存、信息。会议终了时讨论了经济活动工业分类结构提案的每一服务部

门。某些意见得到多数成员的同意。一般意见是，结构提案较目前结构有许多改

进，如分列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以及新增信息部门。关于后者，多数意见赞成

这一部门列入信息技术专业服务。关于拟议的维修部门意见不一，多数人显然不

赞成保留一个风景和游览的类别。另外，某些类别显得到支持，但对于类别在结

构中的层次也有意见。 后，一般同意零售和批发之间的区分越来越难确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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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准则可能需要更加一致的适用。这一主题建议在沃尔堡小组未来的一次会议上

讨论。 

 一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产品总分类。会上提出五份文件，其中之一总结了对

联合国问题单答复中有关产品总分类的范围和结构的问题。多数意见认为产品总

分类应限于生产，而且应按来源行业划分。两份文件更详细地说明产品总分类中

的以下结构：环境、废物管理和补救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经济活动工业

分类拟议的信息部门中的产品。后一文件显然建议采用一种框架，除了专门的技

术和商业服务之外区分内容产品、内容输送产品和执照产品。提案总的说来得到

支持。这些领域显然被视作经济活动工业分类进一步产品发展的优先领域。法国

的一份关于运动和体育活动分类的文件在分类性质和分类所用标准的重要性和

效用方面引起激烈讨论。 

 总的说来沃尔堡小组 2003 年关于分类问题的会议对于经济活动工业分类和

产品总分类的订正程序提供了重要的反馈意见。 

 3. 信息社会统计 
 

 本届会议讨论了这一主题的各不同方面：新的调查项目、现有的新调查和需

要新的办法、新的架构和计量问题。 

 首先总结说明了贸发会议 2003 年 9 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计量电子商

务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工具问题”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集中讨论电子商务的计

量问题，但很快发现还必须顾及商业程序和组织的更根本变化。首先的着重点可

以是电子适用程度和商业使用指标。 后就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提案， 重要

的是就核心指标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另一项提议是建立一个在线论坛以便进一

步讨论，还有人提到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数据库。 

 经合组织专家组提出的一份进度报告介绍了经合组织和一些国家统计局所

进行的关于界定和计量电子商务的工作，特别是电子商业程序的计量。专家组对

于电子商务程序提出一个基于功能而非技术的定义，指出并说明了电子商业程序

的广泛商业功用。文件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问题，例如行业的差异、规模的

大小、公司之内和彼此之间的网络以及各个体系的结合。与会者同意不进行全经

济范围的调查，因为各行业的商业程序可能差别很大。会议还讨论了商业程序的

确定以及有必要在问题单中列入一个优先事项清单。 

 会上提出了两个当前的挪威数据收集结果。第一份文件说明 2002 参照年内

容部门建立统计数据的背景，加上该部门的定义和界限。其中强调这方面国际比

较统计数字的强烈要求。沃尔堡小组欢迎这个办法，但讨论了内容部门的选定界

线。由于缺少国际协议的定义，各统计机构在公布这类资料时必须极为谨慎，因

为其它国家对此也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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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份文件说明自 2002 年以来季度进行的因特网服务提供者调查。这种调

查特别可用于详细的因特网服务区域信息的来源。沃尔堡小组感到关切的是查明

服务提供者的一些问题以及现有登计册的质量。会上还讨论了服务提供者的哪一

类资料可以更好地回答当今列入企业或户口调查中的面向技术的项目。 

 还有一份文件讨论了监测无形产品的可能框架。无形产品能够以许多不同方

式汇报，所用方式的不同使人感到在无形产品的统计知识方面，目前还属于实验

阶段，参与者全都是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包容所有不同方法

的全球性概览，以便拟定一个适当的汇报系统。会议上特别提出了无形产品相对

于有形货品而言采用特定办法的问题。无形产品问题还需在今后的会议上继续讨

论。 

 后，“政府统计服务发展的新方向”概要介绍了日本信息社会统计的现状

和今后方向，包括 近信息和通信技术调查的结果。文件中特别提到 2007 年分

类修订工作的重要投入，并强调改进知识产权统计的重要性。 

 一份背景文件介绍了澳大利亚统计局如何界定基于知识的经济概念，并公布

了相应调查的结果。与会者可到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网址查阅详情。 

 4. 产品交易额 
 

 2003 年沃尔堡小组会议重新讨论了按个别产品分列的服务交易额问题：讨论

的结果认为应该统一盘存指出各国目前在汇报产品交易额方面进行的工作。欧统

处和瑞典统计局已根据发给 47 个国家的问题单编列了盘存清单。答复了问题单

的有 25 个国家。 

 会议首先介绍两个国家在各产品交易额调查方面的经验。日本的数据收集限

于选定的服务业（例如信息服务、通信业、批发和零售）。根据日本制订服务统

计的准则，主要目标在于协助行动政策的规划。目前调查中所用的产品分类业已

过时，需要审查。对于日本今后的优先领域将会作仔细的分析。 

 巴西 2001 年对于全国一些现代化（信息部门）以及传统性（运输活动）经

济部门雇员越过 20 人的公司进行了一次特殊产品调查。编制这些部门的产品清

单目的是以指定产品作为第一步，以便发展国际可比较的全国服务业产品分类。

这些清单还可根据各类产品的交易情况评价其重要性。巴西服务业产品分类工作

仍在进行之中；产品清单每年都有所改进，按照各公司和新技术的现状加以调整。 

 关于盘存的说明进一步证实了 2002 年沃尔堡小组会议的结果，就是价格、

交易额和分类这三个主题是相互有关的三角。价格制定者和分类专家必然是产品

交易统计数字的重要使用者。显然这两个领域都获益于产出数据方面的工作。反

过来也是一样。会议终了时有人说必须记得产品交易数据的收集是在分类和价格

工作之后：要得到产出数据必须先要有产品分类和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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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战略 
 

 一届会议专门讨论战略问题，目的是协助缺少经验的国家来编制服务统计。

全球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用户要求服务部门有更好的统计数据，令人关切的是制造

和服务部的统计范围不均衡。会议首先介绍三个国家（日本、美国和法国）国家

统计局所制订的今后服务统计计划。前两个国家主要说明更新的扩大调查系统。

第三个国家仅仅是提出今后五年的工作计划。说明的重点在于一些共同关切事

项：讨论显示其他国家也正在或将要建立中期工作方案，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会议

上介绍它们的经验。 

 经合组织对于服务统计国际发展工作的协调提出了战略观点，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求该组织领导这方面的项目管理。提案不仅要求查明积极

活动的国际工作组和目前进行的工作，还要分析可能的缺陷或工作的重复，以便

就今后工作安排提出建议。沃尔堡小组认识到经合组织了解国际一级进行的所有

工作，可以对促进协调发挥有益的作用。然而，沃尔堡小组必须要对服务统计保

持广泛的一般性观点，而不限于界定的主题。 

产品 

示范调查 

 过去计算机服务曾进行过示范调查：《计算机服务示范调查》（统计文件，M

系列，第 81 号），其中包括电信、视听服务、市场研究和广告服务、保险服务。

近编制的示范服务有就业服务（1997 年）、教育服务（1998 年）、服务需求（1999

年）、企业和家庭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情况（2001、2002）。示范调查表可在沃

尔堡小组的网页上查阅。 

生产者服务价格指标 

 2000 年马德里会议决定制作一个模型，用于表述与衡量生产者价格指数有关

的不同服务活动的国际惯例。以下领域的主要文件业已完成：会计服务（2001 年）、

电信服务（2001 年）、法律服务（2001 年）、房地产（2001 年）、广告服务（2002）

年、陆路货运（2002 年）、工程服务（2002 年）、预先包装的软件（2003 年）。这

些文件可在沃尔堡小组的网页上查阅。 

盘存 

 国家服务生产者价格一览表自 1997 年开始制订，每年更新。详细产品交易

调查方面的国家目前作法一览表于 2003 年开始编制（二者均可在沃尔堡小组网

址上查阅）。 

 沃尔堡小组自成立以来各次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的所有文件和完整清单均可

在尔堡小组网址上查阅。 

8 
 



 

 9
 

 E/CN.3/2004/11

计划的活动 

 下一次会议订于 2004 年秋季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会议安排仍然是几个会

议同时举行（约一天半），上两次会议证明这是很好的做法，可以有多余的时间

深入讨论，对于价格问题会议特别有用。同时举行的各次会议的结果将在全体会

议上提出讨论，以避免代表分开两处。会议主持人将安排在 2004 年前三个季度

举行会议。沃尔堡小组坚持联合提出文件，这是强调会议之间共同工作的方式。

小组注意同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避免工作重复；为此，小组将同经合组织协调

各不同专题的国际工作。 

 自 1998 年以来，沃尔堡小组决定以三年轮换的方式讨论核心问题。2004 年

会议是第二个三年方案的 后一年，三个核心问题仍然是：生产者价格指数、活

动和产品分类、信息社会统计。价格问题会议将继续照目前进程提出主要文件（关

于电信、信使服务、航空班机）和其他行业的探讨性工作提供参照方法。分类问

题仍然是项主要的工作：经济活动工业分类和产品总分类的修订。特别是关于产

品分类的讨论将大大获益于详细产品交易调查：因此提议这两个主题合并在一次

全体会议上讨论。作为 2003 年信息社会统计问题会议的总结，必须继续进行关

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投资的计量、对商业程序的影响以及无形产品的界定和计量

等问题的工作。基于知识的社会这一广泛概念，包括人力资金的计量和无职业增

长方面的问题也值得保留在议程上。 

 经合组织正在领导关于短期服务指标工作队的工作，其目的是加强国际可比

较性：预期产出是一份建议手册。手册的暂定本将在 2004 年沃尔堡小组会议上

提出讨论。 

 2004 年会议还将制订沃尔堡小组新的三年期工作方案。 好能拨出时间讨论

哪些是今后数年 具战略意义的问题。除了战略问题会议之外，如果统计工作者

提出计划，那么也要顾及服务部门统计信息使用者的期望。 

 促进沃尔堡小组所编制信息的传播，特别是通过网址，是扩大沃尔堡小组的

群众并向非参与国提供产出的好办法。2004 年上半年计划进行具体工作以便按主

题查阅各项文件：此项责任要由广泛问题的不同专门人员共同承担。进展情况将

提交沃尔堡小组下一次会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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