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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4 日至 7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m) 

供讨论和决定的项目：世界统计日 

  世界统计日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3/235 号决定编写的。它载列了在全

球协商进程基础上提出的一项提议，就是在“统计促进更好的决策——统计促进

更好的发展”的拟议主题下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举办世界统计日。请统计委员

会核可在上面建议的主题下以 2015 年 10 月 20 日作为世界统计日加以庆祝。进

一步的讨论要点载于本报告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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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情况 

1. 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第 41/109 号决定核可将 2010 年 10月 20日定为

第一个世界统计日；核可“庆祝官方统计的众多成就”这一主题以及服务、诚信

和专业精神等核心价值。在庆祝第一个世界统计日之后，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 42/101 号决定对世界统计日庆祝活动在全球取得成功并在宣传官方统计的重

要性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示满意和赞赏。由于 2010 年第一次庆祝世界统计日

的成功，委员会 2012 年 3 月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即每五

年庆祝一次世界统计日，下次庆祝于 2015 年进行。 

 二. 于 2015 年庆祝世界统计日的提议 

2. 在为 2015 年世界统计日进行筹备时，统计司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发出一封

信，请会员国就庆祝日期提出意见，并就统计日的主题提出建议。统计司收到了

41 项回复，其中载有有关庆祝日期的多项建议以及有关总主题的多项提议。 

 A. 庆祝日期 

3. 经过就 2015 年世界统计日进行的全球咨商，共收到 52 项回复，其中半数以

上建议保留 2010 年的同一日期，即 10 月 20 日。提出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做可

以保持连贯一致，之后可每五年将 10 月 20 日宣布为世界统计日。此外，在收到

的回复中，若干其他日期，即 2015 年 2 月 15 日、5 月 15 日和 10 月 15 日均被多

国提及，原因是它们可像 2010 年 10 月 20 日那样构成一个有趣的数字序列。作

出回复的国家也提到了若干其他日期，但它们无一获多国提及。 

 B. 提议的主题 

4. 在咨商进程期间，关于统计日主题，统计司收到许多有趣的意见。这些主

题可被归为四大类。提议数量最多的 2015 年世界统计日的主题是“官方统计

促进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发展”，在 52 项回复中，有 14 项回复提议采用这一

主题。鉴于 2015 年是报告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年份，许多国家认为，以

某种方式将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将有助益，将使公众认识到统计可如何被用

来制定和影响政府的政策。在收到的回复中，下列三项建议各得到四五个回复

的提及：“信任官方统计”、“信息社会统计的挑战”和“统计扫盲”。此外，下

列五个意见各得到两次提及：“统计与移徙”、“统计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利

用统计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成就”以及“社会统计：

利用人口统计结果来获得统计信息”。最后，“大数据/数据革命”、“青年统计”、

“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地的统计能力建设”和“拥有统计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世

界”各在一项回复中被提及。还应当指出的是，有 11 个国家在回复中没有提

出具体建议。 

http://undocs.org/ch/A/RES/41/109
http://undocs.org/ch/A/RES/4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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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尽管仅应选择一个总的主题供世界各地庆祝世界统计日之用，但必须说明的

是，庆祝活动将继续分散进行。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能设计自身的庆祝活动，订

立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材料，并设法将这些想法与世界统计日的主要主题以及统计

司拟订和提供的材料联系起来。 

 三. 庆祝方法 

6. 根据委员会以前的请求并按上文所述，世界统计日在 2015 年的庆祝与 2010

年的庆祝一样，采取分散进行的办法，由统计司编制材料并分发给各国。统计司

将设立一个庆祝网站，并在该网站上载海报、手册和传单等材料，并在可能的情

况下就宣传、研讨会和讲习班的组织以及对特别活动的参与提供协助。 

 四. 大会批准 2015 年世界统计日的进程 

7. 委员会在 2011 年着重指出，大会在将 2010 年 10 月 20 日定为第一个世界统

计日的第 64/267 号决议中作出的规定，是提请最高一级的政策决定制定者注意

官方统计问题的至关重要的依据。为此，委员会建议，再次寻求大会为今后的世

界统计日作出规定。具体而言，为了留出足够的时间开展筹备活动，建议至迟于

2014 年寻求大会为 2015 年世界统计日以及所提议的今后每五年一次的世界统计

日作出规定。 

8. 在这方面，秘书处通知统计司，设立特别日或特别年的决议草案只能由会员

国、而不是附属机构或其他联合国机构提出。因此，就程序而言，委员会不能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大会提出一项关于设立第二个世界统计日的决议草案。因此

建议委员会主席在主席团以及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支持下在大会发起这样一项

决议草案。已将一项可能的决议草案列为本报告附件。 

 五. 供讨论的要点 

9. 委员会不妨： 

 (a) 将 2015 年 10 月 20 日定为第二个世界统计日； 

 (b) 就拟议的主题“统计促进更好的决策——统计促进更好的发展”提出评

论； 

 (c) 请统计司在庆祝世界统计日以及宣传所组织的各种活动方面，向各国提

供适当的指导和协调； 

 (d) 就本报告所载决议草案提出评论。 

http://undocs.org/ch/A/RES/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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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会 

 回顾其 2010 年 6 月 3 日第 64/267 号决议， 

 又回顾秘书长提交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的决定，其中

委员会核可将 2015 年 10 月 20 日定为世界统计日的提议， 

 认识到官方统计历史悠久，联合国在 1947 年创建统计委员会后发挥了促进

作用；统计委员会的任务是推动各国建立统计和改进统计的可比性，协调各专门

机构的统计工作，建立秘书处的中央统计部门，就统计资料的收集、分析和分发

等一般性问题向联合国各机关提供咨询，促进全面改进统计和统计方法， 

 承认各国拥有可持续的统计能力以及时提供可靠统计数据和指标来衡量本

国的进展，这极为重要，因为做出知情决策和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监测千年

发展目标以及今后任何全球发展议程离不开这些数据和指标，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题为“加强统计能力”的2006年7月24日第2006/6

号决议中呼吁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国际机构、捐助国和捐助组织支持各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加强国家统计能力的工作， 

 又回顾大会核可《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并着重指出这是编列和宣传官方统

计的基本价值的最近的一个里程碑， 

 注意到许多会员国和一些区域已通过各种国家和区域举措庆祝官方统计，例

如指定庆祝月、周、日或组织庆祝活动，欣见它们支持并愿意协调联合国主办的

这类活动， 

 1. 决定在“统计促进更好的决策——统计促进更好的发展”这个大主题下，

将 2015 年 10 月 20 日定为世界统计日；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民间社

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如研究机构、媒体以及官方统计数据的所有制作者和使用

者，以适当方式庆祝世界统计日； 

 3. 请秘书长为联合国 2015 年庆祝世界统计日采取必要措施，并提请所有

会员国和联合国各组织注意本决议； 

 4. 又请秘书长向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和世

界统计日的情况。 

 

http://undocs.org/ch/A/RES/64/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