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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3 日至 6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f) 

供讨论和作出决定的项目：国民账户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4/219 号决定，秘书长谨转递秘书处间国民账户

工作组的报告。请委员会对报告第六节所列的讨论要点发表意见。 

 

 
 

 
*
 E/CN.3/2015/1。 

http://undocs.org/ch/E/CN.3/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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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的报告 

 一. 导言 

1. 统计委员会在 2014年 3月 4日至 7日举行的第四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第 45/104

号决定(见 E/2014/24，第一章 B)： 

 (a) 对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的报告表示欢迎，并对工作组去年所做的工

作表示赞赏； 

 (b) 核可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的工作方案，赞赏

优先处理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1
 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敦促工作组加快解决这些

问题，并请工作组适时向统计委员会报告工作成果； 

 (c) 赞赏国际组织、区域委员会、其他区域组织和各国开展活动，为推动实

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和辅助统计提供技术援助； 

 (d) 赞赏完成有利于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和辅助统计的一系列说明、

手册和指导方针的工作取得进展，敦促工作组在规定的时限内加速制订手册和准

则，要求以所有联合国正式语文提供这些材料； 

 (e) 请工作组、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考虑到统计数据和

元数据交换的数据传输机制，协调收集、验证和传播从各国收集的数据，以避免

不必要的重复，同时； 

 (f) 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与咨询专家组、选定的国家和工作组

协商编写的报告表示欢迎，该报告说明了如何在国家一级加强 2008 年国民账户

体系实施工作的协调、宣传和资源； 

 (g) 认识到要在国家一级加强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实施工作的协调、宣传

和资源，需要采取统计委员会为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和辅助统计全球倡议

而通过的综合统计办法，并加强和支持正在进行的区域统计能力建设方案； 

 (h) 确认综合统计能力建设方案的范围及其对这一方案的协调和全球治理

机制的影响超出了工作组的任务范围； 

 (i) 表示很有必要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便采用综合统计方

案，支持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在这方面要求制订综合商业统计方案和关

于方案管理的相关准则； 

 (j) 确认，各国应主导为加强统计数据编制过程、体制安排和与用户的沟通

战略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以根据本国循证决策的优先重点推动制订经济统计和国

民账户的必要范围和细节；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8.XVII. 29。 

http://undocs.org/ch/E/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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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与各区域委员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密切协作，考虑到现有的

统计能力建设方案，支持成立一个“主席之友”小组，以确定建立统一的综合统计

方案的方式，重点是解决各国在编制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宏观经济账户方面的问题。 

2. 本报告第二节综述关于实施国民账户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的工作进展，特别是

以下方面：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会议成果、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辅助

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出版物定稿的最新情况。第三节综述秘书处间国民账

户工作组成员和区域委员会关于国民账户和辅助统计的活动。第四节介绍实施国

民账户体系的最新情况。第五节介绍通过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协调数据收集和

数据交换活动的进展情况。供讨论的要点载于第六节。 

 二. 关于实施国民账户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指导意见 

 A. 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会议的报告 

3. 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 2014 年 9 月 8 日至 10 日举行了第九次会议，审查和讨

论各工作队和工作组完成的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审议对下列此类问题的指导

意见：养恤金核算；全球生产安排；土地和其他非金融资产的估值；机构分部门

以及总部、控股公司和特殊目的实体的划定；国际组织流量和存量的记录。 

4. 咨询专家组还讨论了为更好地考虑到正在出现的经济趋势和活动的新的统

计和数据要求，以包括：在彼此关联的全球经济中衡量全球价值链的要求；使用

大数据以增强国民账户的可取得性和及时性；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配；赤字和

债务指标的使用；实际国民账户问题，例如，与国民账户有关的回顾分析以及统计

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倡议。咨询专家组会议的报告可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 

nationalaccount/AEG/2014/M9-2.asp。 

 B. 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 

5.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最后确定以来，有关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的工作重点

是与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切实执行、澄清和解释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咨

询专家组已经就相关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例如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有关

方面问题、按照上限和交易计划发放的排放许可证的处理、中央银行的产出、土

地的处理、控股公司和总部的划定、研究和开发的测量、全球生产。咨询专家组

还确定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养恤金的核算、家庭退休资

源的划定和非工厂物品生产者的处理。 

6. 在 2014 年，提请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注意的一些问题超出 2008 年国民

账户体系建议范围。这些问题包括：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金融工具和单位

范围；保险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的资本收入是否应列入保险产出和增加值的计算；

供给和使用表和机构部门账户中统计单位的处理。 

http://unstats.un.org/unsd/%20nationalaccount/
http://unstats.un.org/unsd/%20national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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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咨询专家组认识到制订处理超出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范围的问题的指导意

见可能是一项长期工作，建议秘书处间工作组更新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附件 4

所载的长期研究议程，以列入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除了更新研究

议程，秘书处间工作组将积极与用户、研究人员和学术界代表协商，以确保用户

认为重要的新问题也得到审议。2015 年 4 月 16 日和 17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协会将在巴黎举行题为“国民账户体系何去何

从？”的特别会议，这被视为一个机会，借以接触一系列广泛的用户。 

8. 本报告附件一所载的国民账户体系研究问题分为三类：已解决的问题、当前

的问题和新问题。当前的问题指咨询专家组正在审议的问题；新问题指在 2014

年提出的问题。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可在统计司主办的关于秘书处间工作组的

网站上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research.asp。 

 C. 说明和手册 

9. 按照统计委员会核准的工作方案，秘书处间工作组继续努力制订国民账户和

辅助统计汇编指南，以加强编制国民账户的统计能力。(已完成、编写中和计划编

写的)出版物清单载于附件二。 

 三.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各区域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方案 

10. 秘书处间工作组和各区域委员会继续根据 2008 年国民账户及辅助统计全球

执行方案，支持实施国民账户体系和其他国际商定的经济统计标准。工作组在活

动协调方面也略微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在过去一年中加大了工作力度，进一步发

挥各组织的相对优势，避免活动重叠，以扩大影响。 

11. 秘书处间工作组和各区域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处理关于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

程的问题，推动上文所报告的指导材料的拟订工作。这有助于技术援助和培训，

推动发展国民账户数据传输。技术援助在国家一级进行或通过区域讲习班进行。

国民账户方面的培训通过秘书处间工作组和区域委员会举办的讲习班以及联合

国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开发的电子学习设施进行。 

12. 此外，秘书处间工作组将审议国民账户体系议程和工作组今后的工作方案如

何与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框架内改进数据工作的必要性相匹配的问题。这个

问题在秘书长关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A/69/700)和数据革命促

进可持续发展问题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结论(见独立专家咨询小组题为“世界需要

数据：利用数据革命促进可持续发展动”的报告)中已得到考虑。 

13. 预计汇编国民账户的基本统计的发展将受益于提交统计委员会第四十六届

会议的官方统计改革议程问题全球会议建议(E/CN.3/2015/5)的各项举措。 

14. 秘书处间工作组和各区域委员会成员最近的活动载于本报告附件三。 

http://undocs.org/ch/A/69/700
http://undocs.org/ch/E/CN.3/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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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国民账户数据的报告 

15. 根据统计委员会的要求(见 E/264，第八章，第 42 段)，统计司定期评估会员

国报告的官方年度国民账户数据的情况和范围及其遵守国民账户体系建议的概

念的情况。本节载有根据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4.XVII.4)建议所作的此类评估，评估的依据是最近 5 个报告期(即 2009 年至

2013 年)对联合国国民账户调查表的回复。 

16. 大多数会员国(95%)报告了国民账户数据，但约 10%的国家没有每年上报，

5%的国家在过去五年中完全没有报告。对国民账户数据及时性的评价显示，只有

约 55%的会员国能以 t-1 的时滞提交数据。若以最高 t-2 的提交数据时滞考虑，及

时性提高至 81%。 

17. 国民账户体系实施情况的分析表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所有东欧、高加索

和中亚经济体以及 80%的发展中国家都根据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

账户体系规定的方法报告国民账户数据。另外，实施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有了很大

的提高，分别为 69%和 81%。 

18. 统计司对照标准的“最低要求数据集”2
 和“里程碑”3

 方法，对报告的国

民账户数据范围进行评价。评价表明，只有 43%的会员国提供最低要求数据集表

格。这一低水平的国民账户数据范围主要是由于缺乏报告世界其余国家的账户，

突出表明必须将国际收支统计纳入国民账户。 

19. 在遵守概念方面，大约 85%的会员国已实施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

国民账户体系。提交国民账户调查表的截止日期是每年 8 月。这时只有十个会员

国已根据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报告国民账户数据。然而，2014 年 8 月以来，若

干会员国采用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方法，尤其是欧洲联盟成员国。考虑到这一

事态发展，在编写本报告时 55个会员国已实施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已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会员国名单载于本报告附件四。 

20. 应当指出的是，一些会员国可能只采纳了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部分建议，

主要是由于资源的限制。例如，有些会员国选择以渐进的方式实施 2008 年国民

账户体系，集中解决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和最低要求数据集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新的估计数、中央银行的产出、军事开支和地下经济更

全面的估计数。 

__________________ 

 2 秘书处间国民帐户工作组在提交给统计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最低要求数据集作了界定 (见

E/CN.3/2001/8 和 E/CN.3/2011/6)。 

 3 秘书处间国民帐户工作组在提交给统计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明了里程碑方法(见 E/CN.3/1997/12

和 E/CN.3/2011/6)。 

http://undocs.org/ch/E/264
http://undocs.org/ch/E/CN.3/2001/8
http://undocs.org/ch/E/CN.3/1997/12
http://undocs.org/ch/E/CN.3/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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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过去几年中，特别是在过去一年中，一些会员国颁布了经修订的国民账户

数据，反映明显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这些修订的主要原因是采用了较新的

基准年和对经济活动更详尽的衡量。在出现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显著上调的大多数

情况中，以前使用的基准年是十多年前的。虽然这些更新国民账户的努力值得赞

扬，但目前仍有约 80 个会员国使用 2005 年之前的基准年，约 30 个会员国使用

2000 年之前的基准年。 

22. 各方认识到，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

件(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所述，国内总产值汇编是基本的统计报告要求，

也是针对更广泛的进展计量办法工作方案制订统计对策的一项基本要素。因此，

考虑到基准年过时、约 15%的会员国根据 1968 年国民账户体系(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69.XVII.3)汇编国民账户数据、最低要求数据集的遵守率相对较低

等因素，为具有政策意义和合适用途的国民账户数据汇编制定基本源数据需要重

大努力，在国家一级特别如此。 

 五. 协调数据收集和数据交换活动 

23. 统计委员会要求统一收集、验证和传播从各国获取的数据，以避免不必要重

复。根据这一要求，开发和实施国民账户和相关统计(国际收支、外国直接投资和

政府财政统计)领域的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系统的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国民账

户、国际收支和外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的数据结构定义已于 2014

年 4 月在全球登记册上发布，一个合并的“自主权小组”于 2014 年 1 月成立，

致力于维护上述统计领域的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结构。一旦实施，统计数据和

元数据交换技术将大大便利数据传输，明显减少会员国向国际组织提交数据的回

复负担。 

24. 国民账户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在欧洲联盟顺利实施，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

自 2014年 9月以来根据 2010年欧洲账户体系使用 SDMX-ML(统计数据和元数据

交换-标记语言)格式提交数据。同一套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数据结构定义也用

于经济和金融统计机构间小组主持下的国际数据合作工作队的工作方案。国际数

据合作工作队的目标是使国际组织之间能及时交换数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

作队正监督两个试点项目：(a) 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b) 机构部门账户。国内生

产总值和人口试点项目已处于最后阶段，预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启用。机构部

门账户试点项目将在第一个试点项目完成后启动。 

25.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还用于数据传播，以期减轻各国的报告负担。遵守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国家使用 SDMX-ML(统计数据

和元数据交换-标记语言)格式公布所有属于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数据类别。这大

大便利通过机对机的方式获取各国公布的数据，促进采用最新的方法标准和统一

的内容，并将减少对采用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国家的数据要求。非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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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组织还实施了非洲开放数据平台。开放数据平台提供了云解决方案，可以

轻松地将 Excel 文件转换为 SDMX(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格式，因而便于获取

非洲各国公布的数据。非洲开发银行正在向各国提供该平台，而基金组织协助各

国建立使用 SDMX(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格式的统一数据传播结构。目的是通

过让用户使用标准的机对机 SDMX(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格式提供的开放数据

平台提供数据，减少非洲国家的报告负担。 

 六. 供讨论的要点 

26. 请统计委员会： 

 (a) 对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发表意见； 

 (b) 提出关于制定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概念和建议的汇编导则问题的审议

结果； 

 (c) 对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各区域委员会工作方案的活动发表意见； 

 (d) 对国民账户汇编范围、及时性和详尽计量以及向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

的过渡发表意见； 

 (e) 对国民账户及相关统计的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进展情况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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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民账户体系研究问题清单 

1. 问题清单载列已解决的问题、当前的问题和新问题。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

载于统计司网站，可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research.asp。 

 A. 已解决的问题 

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 

2. 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在第八次会议上就如何进一步澄清和解释 2008 年国民账

户体系关于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一些建议的讨论中，商定了与这类服务有关

的一些计量问题。咨询专家组尤其商定：(a) 流动性转换服务仍应是间接计量的金融

中介服务的组成部分，应使用单一参考利率确定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b) 在估

算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进出口时应以至少两组货币(本币和外币)计算间接计

量的金融中介服务；(c) 居住在不同经济体的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提供者适用的

具体货币的参考利率不必相同(尽管在正常情况下预计参考利率应比较接近)。在这方

面，如果没有国家估计数，鼓励国家统计机构使用伙伴国家的信息或其他相关信息；

(d) 参考利率的计算应根据国情确定(最好使用咨询专家组确定的任何办法)；(e) 在

参考利率动荡时期和流动性市场开始失灵时，确定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估计数

应非常谨慎。在这方面，鼓励各国在这类事件发生时审查以这一期间的基本参考利

率计算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适用性；(f) 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物量计算应

采用咨询专家组第八次会议结论(见 SNA/M1.13/01.5)第 2(g)段提出的方法。题为《国

民核算手册：国民账户体系中的金融业产值、流量和存量》的出版物中有解释的例

子，可查阅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FinancialHB-wCover.pdf。 

按照上限和交易计划发放的排放许可证 

3. 按照上限和交易计划发放的排放许可证的记录在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正文里

中没有予以充分说明，因此列入该出版物附件 4。2009 年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

设立的工作队审议了这一问题。由于秘书处间工作组后来的结论被认为是对国民账

户体系的解释，根据国民账户体系更新程序，也就这一问题与咨询专家组和统计委

员会进行了协商。关于国民账户中按照上限和交易计划发放的排放许可证支付处理

的协商结果载于“国民账户体系新闻和说明”第 32/33 期：http://unstats.un.org/unsd/ 

nationalaccount/sna/nn32-33-En.pdf。 

中央银行的产出 

4.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和 2010 年欧洲账户体系对衡量中央银行产出的建议略

有不同。不同之处主要涉及是否应将中央银行服务视为市场产出以及确定哪个部

门消费了相关服务。对这一问题的澄清载于“国民账户体系新闻和说明”第 36

期：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sna/nn36-en.pdf。 

http://unstat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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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处理 

5. 咨询专家组审议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记录和计量问题，以确保连贯一致地适

用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建议。2012 年成立了一个工作队，以解决政府拥有的土

地估值以及记录土地价值变动时物量和价格的区别等问题。这一指导意见将在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统局即将出版的《土地估算汇编指南》中发布。 

控股公司和总部的划定 

6.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比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更加明确地界定了金融服务，对

金融公司部门采取了更加详细的分类。但对金融部门更加详细的分部门的划定以及

对总部、控股公司和特殊目的实体的分类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对实施 2008 年国民账

户体系很有必要。咨询专家组第八次会议审议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立的工作队的

工作。关于控股公司和总部划定的实用指南载于“国民账户体系新闻和说明”第 37

期(2014 年 12 月)，可查阅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sna/nn37-en.pdf。 

研究和开发 

7.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对研究和开发新的记录方法带来了影响到国民账户可比

性的实际执行问题。对实施研究和开发作为资本形成概念的详细指导意见载于经合

组织的《知识产权产品衍生资本衡量手册》(2010 年，巴黎)(可查阅 http://www.OECD. 

org/std/na/44312350.pdf)和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4 年版的 2010 年欧洲账

户体系研究和开发衡量手册(欧洲联盟出版办公室，2014 年，卢森堡)(可查阅

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37049/KS-GQ-14-004-EN.PDF/eed4dfe

2-9b89-4c30-8c49-f6152912cla7)。 

全球生产 

8.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经合组织/欧统局全球化对国民账户的影响问

题工作组制定了全球化对国民账户汇编影响问题指南，题为“全球化对国民账户

的影响”(2011 年，纽约和日内瓦)(可查阅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 

stats/publications/Guide_on_Impact_of_globalization_on_national_accounts__web_.pdf)。 

9. 指南着重指出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一些概念问题和计量问题。根据这一需

要，欧洲统计员会议设立了欧洲经委会全球生产工作队，以解决 2008 年国民账

户体系和《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产生的涉及全球生产的概念问

题，以及就执行问题提供实用指导。这一指南预计将在欧洲经委会即将出版的《全

球生产衡量指南》中发布。 

其他已解决的问题 

10. 咨询专家组对其他一些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这些问题反映在咨询专家组各

次会议的结论中，并在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网站上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这些问

题包括：稳定费用、军事武器系统的寿命、非人寿保险计量中灾难的界定、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对运费和保险费的处理。 

http://www.oecd/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20stats/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20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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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当前的问题 

11. 这包括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和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目前审议的问题。 

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 

12. 在审议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问题工作队的报告时，对于在计算间接计量的

金融中介服务时应该排除还是包括信用违约风险的问题，咨询专家组无法就两种情

况中任何一种的概念原理达成共识并建议在这一领域继续开展研究，包括进一步建

立概念依据，以确定在计算这类服务时应该包括还是排除信用违约风险。如果排除

信用违约风险，专家组继续研究有关方法和数据的发展问题，以作为未来可能作出

排除的依据。还为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问题的长期研究议程确定了以下议题：

(a) 进一步发展“资金成本”办法，以确定参考利率，同时进一步研究可能的替代办

法(历史参考利率)；(b) 顾及金融工具和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单位规模；(c) 审

议关于实施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的建议与收入的定义两者之间的联系。 

养恤金的核算 

13. 咨询专家组承认，需要进一步澄清应领养恤金的划定和计量，并阐明何时应

按照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建议，在核心账户中记录设定受益养恤金计划的交

易、其他流量和头寸。为解释对养恤金经理和设定受益养恤基金之间的义务产生

的估算财产收入的明确记录，咨询专家组正在讨论估算财产收入的分类。 

家庭退休资源表 

14. 老龄人口退休收入的供资、不断加重的债务问题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性是咨

询专家组正在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咨询专家组正在审查制订一份家庭退休资

源表，旨在提供关于各种用于退休的家庭资源广泛详细的资料，其中包括资产的

范围和跨界交易。关于社会援助福利的划定和可能列入自有住房等资产的问题需

要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无工厂物品生产者 

15. 在编写《全球生产计量指南》(上文第 9 段所述)过程中，提出了无工厂物品

生产者的划定和分类以及正确记录这些生产者和承包商之间的交易的问题。咨询

专家组、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和国际统计分类专家组后来讨论了这些问

题，以确保与专家进行广泛协商。有人建议从各国收集更多关于无工厂物品生产

者的交易的证据和实际经验，以进一步制定关于其分类和处理的指导意见。 

 C. 新问题 

16. 这包括在过去一年里提请账户组注意并被列入长期研究议程的问题。 

国际金融机构产出的处理 

17.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是公营金融公司(根

据含义也是机构单位)，对各国而言，它们通常是居住在“国际经济领土”上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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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像其他金融公司一样，它们利用投入生产金融中介产出，这一产出有直接

计量(收费)的部分和间接计量的部分。它们由其成员国政府根据合作安排(如基金

组织的《协定条款》)共同拥有。其产出的定性和编制以及其成员国对这一产出的

利用需要在国民账户体系现行准则中加以阐述。咨询专家组第 9 次会议审议了这

个问题，考虑到资金成本方法和产出的非市场部分按成本估值(可能包括全部资本

成本)，承认对这个问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保险公司自有资金的资本收入 

18. 在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中，保险公司产出和增加值的计算不涵盖这些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取得的资本收入，只涵盖收取的保险费投资所得的投资收入。全球

保险协会联合会最近建议在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研究议程中列入将保险公司自

有资金投资取得的资本收入列入保险公司增加值的计算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依

据是，保险公司的所有资产都服务于提高保险公司承受风险能力——因此是被保

险人的利益——这一最终目的，不论它们是通过保险公司的自有资金或收取的保

险费获得的。因此，所有资本收入都是保险保护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可能有必

要评估全球保险协会联合会的建议所涉问题，以及重新考虑保险公司自有资金的

投资收入(或收入的某些部分)在衡量服务产出中的作用将如何影响国民账户交易

和其他流量的记录。 

自然资源的估值 

19. 自然资源价值的计算构成了为确保国际可比性必须解决的计量问题。特别

是，咨询专家组审议了根据当前商品价格或在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时根据商品在未

来的预期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估值的方法。咨询专家组第九次会议的结论是，与

乌兰巴托小组等致力于解决类似问题的团体合作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将是有益的。 

供给和使用表以及机构部门账户中统计单位的处理 

20. 生产尤其是生产者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方式迅速变化的性质使国民账户体

系在工业统计数据汇编尤其是在供给和使用表中使用产业活动单位的倾向得

到高度关注。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动机反映了以下观点：属于同一行业分类组别

的产业活动单位的生产功能具有类似的特点，因此可视为大致“同质的”。但

是，国际上生产日益分散化，加上新型生产者不断出现，削弱了关于同质性的

基本假设。 

21. 咨询专家组同意设立一个统计单位问题工作队，负责总结 2008 年国民账户

体系关于统计单位(包括机构单位)的建议，并思考今后是否需要对关于统计单位

的建议加以调整。预计工作队将对经济体中哪些指标应进行衡量提出明确的看

法，以确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定义，同时考虑到目前各国的做法、区域账

户以及生产率计量。在这方面，专家组建议与商业登记专家、调查专家、分类专

家等各界的专家广泛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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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恤金的核算 

22. 与养恤基金和投资基金相关的投资收入(持有损益)的性质需要结合更广泛的

收入概念问题进一步调查。 

对生产没有贡献的资产的资本服务 

23.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引入了资本服务的计量，并将资本服务计量纳入了国民

账户框架。资本服务用于生产率统计，表示资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然而，这一概

念所有权基础的改变产生了资本服务计量的问题，因为资产的生产在一系列的会计

期间进行。在建筑物、结构或其他重要资产可能对生产没有贡献的情况下，国民账

户体系建议随着资产生产的进行对固定资本形成总值逐步加以记录。问题在于由对

生产有贡献的资产、存货和对生产没有贡献的资产提供的资本服务性质是否相同。

此外，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关于建筑物和结构所有权逐步改变的处理的建议需要

澄清与建筑物和结构有同样的特征的其他资产的处理是否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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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民账户指南和手册清单 

1. 下文是指南、手册及指导说明汇编的最新进展，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着

手这项工作，是要加强根据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和辅助统计实施方案汇编国民

账户的统计能力。清单载列三个类别，即已完成出版物、正在编写的出版物和计

划出版物。 

已完成出版物 

 (a) 《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基金组织)可查阅：http://www.imf. 

org/external/data.htm#guide 

 (b) 《2014 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基金组织，2014 年 3 月，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可查阅：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gfsm/； 

 (c) 《国际收支手册汇编指南：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辅助文

件》(基金组织，2014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4 年更新本(基金组织)。可

查阅：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bop6comp.htm； 

 (d) 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4 年版《2010 年欧洲账户体系研究与开发计

量手册》(欧洲联盟出版办公室，2014 年，卢森堡)可查阅：http://ec.europa.eu/ 

eurostat/web/products-manuals-and-guidelines/-/KS-GQ-14-004 

 (e) 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3 年版《季度国民账户手册》(欧洲联盟出版

办公室，2013 年，卢森堡)可查阅：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manuals- 

and-guidelines/-/KS-GQ-13-004； 

 (f) 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4 年版《国民账户体系入门：基本要素的建

立》，2014 年版(欧洲联盟出版办公室，2014 年，卢森堡)可查阅：http://ec.europa.eu/ 

eurostat/en/web/products-manuals-and-guidelines/-/KS-GQ-14-008； 

 (g) 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4 年版《1995 年欧洲账户体系和 2010 年

欧洲账户体系变化手册》(欧洲联盟出版办公室，2014 年，卢森堡)可查阅：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manuals-and-guidelines/-/KS-GQ-14-002； 

 (h) 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4 年版《政府赤字与债务问题手册——实施

2010 年欧洲账户体系》(欧洲联盟出版办公室，2014 年，卢森堡)可查阅：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manuals-and-guidelines/-/KS-GQ-14-010； 

 (i) 欧统局手册和指南系列 2014 年版《出口国外加工产品手册》(欧洲联盟

出版办公室，2014 年，卢森堡)可查阅：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 

manuals-and-guidelines/-/KS-GQ-14-003； 

http://www.imf/
http://ec.europa.eu/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manuals-%20and-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manuals-%20and-
http://ec.europa.eu/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20manuals-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20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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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欧统局-经合组织制定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方法指南》2014 年版。

可查阅：http://www.oecd.org/std/prices-ppp/Eurostat-OECD%20SPPI%20Guide%20 

Provisional%20Draft.pdf。 

正在编写的出版物 

 (a) 《快速估算手册》(欧统局/联合国) 

 (b) 《周期综合指标手册》(欧统局/联合国) 

 (c) 《倾向调查手册》(联合国) 

 (d) 《短期统计数据模板和元数据手册》(联合国) 

 (e) 供给与使用表和投入产出表汇编手册(联合国) 

 (f) 《关于国民账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手册》(更新本，联合国) 

 (g) 《全球生产计量指南》(欧洲经济委员会) 

 (h) 《统计企业登记指南》(欧洲经济委员会) 

 (i) 《价格与数量计量手册》，修订版(欧统局) 

 (j) 《货币和金融统计手册与汇编指南》(基金组织) 

 (k) 《季度国民账户手册》(更新本，基金组织) 

 (l) 土地估算汇编指南(欧统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m) 《服务贸易统计汇编指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 

计划出版物 

 (a) 《外债统计：汇编者和使用者指南》(基金组织) 

 (b) 《基于综合调查系统的家务部门国民核算手册》(联合国) 

 (c) 《国民核算回推方法手册》(联合国) 

http://www.oecd.org/std/prices-ppp/Eurostat-OECD%20SPPI%20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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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成员组织和区域委员会 2014 年期

间开展的经济统计和国民账户活动概要 

组织 会议、培训研讨会、讲习班、课程和其他活动 

  欧统局 技术新闻发布会：国内生产总值在变化(2014 年 1 月和 10 月) 

 国民账户会议：社会账户-为经济和货币政策决策服务的国民账户(2014 年 6 月) 

 季度部门账户工作队(2014年 6月和 12月) 

 2014 年养恤金讲习班(2014 年 11 月) 

 非居民报告的对外贸易问题专家会议(2014 年 11 月) 

 关于下列主题的培训课程： 

 - 2010 年欧洲账户体系(2014 年 6 月) 

 - 政府账户(2014 年 6 月和 12 月) 

 - 出口国外加工产品(2014 年 12 月) 

基金组织 国民账户和价格技术援助团(2015 年 4 月终了的财政年度)：310 个援助团派往 90 个

国家 

 长期专家顾问——12名(10名设在区域技术援助中心，其中非洲 6名，太平洋区域 2

名，加勒比和中美洲各 1名，孟加拉国、东欧和南欧各 1名)。 

约 100名短期专家 

 课程：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1 次(巴西)；季度国民账户——2 次(科威特和维也纳)；

宏观经济统计联系——1 次(新加坡) 

 培训讲习班——40 个(非洲 16 个，亚太 10 个，欧洲 2 个，中东 5 个，西半球 7 个) 

 第二次基金组织统计论坛：决策统计(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 

经合组织 经合组织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统计问题工作组(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巴黎) 

 经合组织房价问题讲习班(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巴黎) 

 经合组织国民账户体系框架内收入、消费和储蓄分布信息问题专家组会议(2014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巴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问题讲习班(2014 年 7

月，北京) 

 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计量问题国际会议，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和墨西哥国

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与经合组织、欧统局和世界贸易组织合作举办(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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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会议、培训研讨会、讲习班、课程和其他活动 

   经合组织扩展的供给和使用表问题专家组(2014 年 10 月，墨西哥) 

 经合组织金融统计工作组和国民账户工作组(2014年 11月 3日至 7日，巴黎) 

 中国国家统计局-经合组织国民账户讲习班(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5 日，广州)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统计司 

拟订加共体区域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2012 年环经账户体系及辅助统计方案。

2014 年 2 月 3 日至 7 日，卡斯特里(见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 

workshops/2014/St_Lucia/lod.asp) 

 短期经济指标讲习班。2014 年 10 月 8 日，中国杭州(见 http://unstats.un.org/unsd/ 

nationalaccount/workshops/2014/Hangzhou/lod.asp)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民账户路线图和工作方案讲习班，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阿曼马斯喀特 

 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计量问题国际会议，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和墨西哥国

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与经合组织、欧统局和世界贸易组织合作举办(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 

 统计司与各区域委员会合作举办区域国民账户专家组会议：2014 年 2 月非洲经济委

员会、2014 年 5 月欧洲经济委员会、2014 年 8 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统局/统计司关于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以及

东南欧国家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问题特别会议，2014 年 5 月 6 日，日内瓦(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3337#/) 

 协调执行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标准高级别会议，与基金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合作举办，2014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俄罗斯联邦海参崴 

 统计司正在拟订关于经济和环境统计以及人口和社会统计的统计编制过程和管理结

构的培训材料，处理数据收集战略、数据处理、各部门账户、国民账户和国际统计数

据汇总、传播和沟通等问题，以及使综合业务统计的这一统计资料编制过程符合使用

标准统计信息模式的总体业务结构。与培训材料配套的有关于实施和监督统计编制进

程中这些创新的高级管理人员方案管理课程。预计第一个课程将在 2015 年举办 

世界银行 为各国和区域机构提高统计能力提供技术援助和财务支持。尽管为国家完善统计系统

而提供的支持机制范围广泛，但这些服务可被用来解决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需求，以

提高国民账户估计数的质量(估算技巧和基本统计数据得到完善)并实施 2008年国民

账户体系。辅助选定的国家最后确定国民账户订正数和提出新的估计数。 

 通过国际比较方案(比较方案)框架，编写国民账户的文件和工具，并在非洲(50 个国

家)、亚洲及太平洋(23 个国家)、独立国家联合体(9 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9

个国家)和西亚(12 个国家)举办的区域讲习班上支持汇编和核实详细支出数据的能力

建设培训班(http://icp.worldbank.org/)。包括改进国民账户估计数(通过改进估算技术和

改善基本统计数据)和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20workshops/2014/St_Lucia/lod.asp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20workshops/2014/St_Lucia/lod.asp
http://unstats.un.org/unsd/%20nationalaccount/workshops/2014/Hangzhou/lod.asp
http://unstats.un.org/unsd/%20nationalaccount/workshops/2014/Hangzhou/lod.asp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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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会议、培训研讨会、讲习班、课程和其他活动 

  非洲经委会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实施培训讲习班，2014 年 1 月，努瓦克肖特(见 http://www.uneca.org/ 

scna-2008)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实施非洲国民账户工作组会议，2014 年 2 月 3 日至 6 日，亚的

斯亚贝巴(见 http://www.uneca.org/agna2014) 

 非洲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项目大陆指导委员会主席之友会议，2014 年 4 月 2 日

至 4 日，亚的斯亚贝巴(见 http://ecastats.uneca.org/acsweb/FocusAreas/CSC2.aspx) 

 供给和使用表专家组会议，2014 年 6 月 2 日至 6 日，路易港(见 http://www.uneca.org/ 

egmosut) 

 行政数据用于国民账户问题专家组会议，2014 年 6 月 23 日至 27 日，基加利，(见

http://www.uneca.org/egm-adna) 

 非洲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项目大陆指导委员会会议，2014 年 12 月 8 日和 9 日，

突尼斯市(见 http://www.uneca.org/meeting-continental-steering-committee-african-project- 

implementation-2008-sna) 

欧洲经委会 欧洲经委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统局/统计司关于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以及东南

欧国家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问题特别会议，2014 年 5 月 6 日，日内瓦(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3337#/) 

 欧洲经委会/欧统局/经合组织国民账户专家组，2014 年 5 月 7 日至 9 日，日内瓦(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3337#/)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欧贸联/欧洲经委会官方统计现代化问题讲习班，2014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俄罗斯联邦下诺夫哥罗德(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4925#/)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方案项目统计工作组第九次会议，2014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巴

库(与欧贸联、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委员会联合举办)。

会议讨论了中亚国家实施环经账户体系面临的挑战(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 

id=33790#/) 

 白俄罗斯、蒙古和土库曼斯坦国家统计系统全面评估(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统局

或亚太经社会联合进行)(见 http://www.unece.org/statcoop/ga.html) 

 国家统计系统发展全球评估问题研讨会，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乌兰巴托(与欧统

局、亚太经社会、欧贸联和蒙古国家统计局联合举办)(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 

id=36714#/) 

 联合国发展账户第九阶段：启动会议，2014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阿拉木图。会

议将启动“加强欧洲经委会最脆弱国家促进统计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能力”项目。项

目以全面评估的结果为依据，并将侧重于制定综合和协调一致的经济统计 (见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7066#/) 

http://www.uneca.org/
http://www.uneca.org/agna2014
http://ecastats.uneca.org/acsweb/FocusAreas/CSC2.aspx
http://www.uneca.org/%20egmosut
http://www.uneca.org/%20egmosut
http://www.uneca.org/egm-adna
http://www.uneca.org/meeting-continental-steering-committee-african-project-%20implementation-2008-sna
http://www.uneca.org/meeting-continental-steering-committee-african-project-%20implementation-2008-sna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3337#/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3337#/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4925#/
http://www.unece.org/index.php?%20id=33790#/
http://www.unece.org/index.php?%20id=33790#/
http://www.unece.org/statcoop/ga.html
http://www.unece.org/index.php?%20id=36714#/
http://www.unece.org/index.php?%20id=36714#/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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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会议、培训研讨会、讲习班、课程和其他活动 

  拉加经委会 向该区域下列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国民账户方面的技术援助：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哥斯

达黎加、库拉索、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

秘鲁和乌拉圭 

 向该区域下列国家提供了价格和其他经济统计方面的技术援助：阿根廷、古巴、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民账户年度研讨会，2014 年 8 月 4 日至 6 日，圣地亚哥 

 国民账户培训课程，2014 年 5 月 5 日至 16 日，蒙得维的亚，与乌拉圭中央银行和基

金组织合作举办 

 国民账户培训课程，2014 年 9 月 1 日至 12 日，基多，与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合作举办 

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 

向蒙古提供关于工业生产指数的技术援助(2013 年 11 月至 12 月)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汇编的影响问题次区域培训讲习班，与联

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和基金组织合作举办，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

阿斯塔纳(英文见 http://www.unescap.org/events/sub-regional-training-workshop-changes- 

2008-sna-affecting-gdp-compilation 俄文见 http://www.unescap.org/events/sub-regional- 

training-workshop-changes-2008-sna-affecting-gdp-compilation-ru) 

 

 协调执行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标准高级别会议，与基金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合作举办，2014年 9月 3日至 4日，

俄罗斯联邦海参崴(英文见 http://www.unescap.org/events/high-level-meeting-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standards-macroeconomic 俄文见 http://www.unESCAP.org/ 

events/high-level-meeting-coordinated-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standards-macroeconomic-ru) 

 亚太经社会与欧洲经委会和欧贸联联合开展的蒙古国家统计系统改进型全面评估

(2013 年 10 月至 8 月 2014)，其中包括对蒙古宏观经济和商业统计编制、处理和传播

的评估(最后报告英文版，可查阅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 

technical_coop/GA_Mongolia_EN.pdf) 

 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社会联合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能力建设举措：将统计数据和

元数据交换付诸实施——在马来西亚统计部的讨论，2014 年 3 月 13 日至 14 日，马

来西亚布特拉加亚(见 http://www.unescap.org/events/putting-sdmx-practice-discussion- 

department-statistics-malaysia) 

 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社会联合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能力建设举措：与泰国国家统

计局、泰国银行以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理事会的会议，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

曼谷(见 http://www.unescap.org/events/joint-adbESCAP-sdmx-capacity-building- initiative- 

meeting-national-statistical-office-thailand) 

 亚太经社会正在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在“经济统计区域方案”下制定的亚洲开发银

行“改进大中小型企业信息的商业统计登记册”项目内的改进商业登记册。2014 年 6

http://www.unescap.org/events/sub-regional-training-workshop-changes-
http://www.unescap.org/events/sub-regional-%20training-workshop-changes-2008-sna-affecting-gdp-compilation-ru
http://www.unescap.org/events/sub-regional-%20training-workshop-changes-2008-sna-affecting-gdp-compilation-ru
http://www.unescap.org/events/high-level-meeting-coordinated-
http://www.unescap.org/%20events/high-level-meeting-coordinated-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standards-macroeconomic-ru
http://www.unescap.org/%20events/high-level-meeting-coordinated-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standards-macroeconomic-ru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technical_coop/GA_Mongolia_EN.pdf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technical_coop/GA_Mongolia_EN.pdf
http://www.unescap.org/events/putting-sdmx-practice-discussion-%20department-statistics-malaysia
http://www.unescap.org/events/putting-sdmx-practice-discussion-%20department-statistics-malaysia
http://www.unescap.org/events/joint-adbESCAP-sdmx-capac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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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在科伦坡举办了初期讲习班，不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参加。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阿拉伯国家实施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区域讲习班——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

安曼(见 http://www.escwa.un.org/information/meetingdetails.asp?referenceNum=3489E) 

 发布 2011 年工作周期成果的国际比较方案会议，2014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 

 区域一体化价格统计问题专家组会议， 2014 年 2 月 20 日，伊斯坦布尔

(http://www.escwa.un.org/icp2011/activities/23feb14main.asp) 

 2014年为约旦、埃及、阿联酋和苏丹提供国民账户技术援助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统计研究所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导论第五次电子学习课程，2014 年 5 月 12 日至 7 月 11 日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第三次中级电子学习课程，2014 年 5 月 12 日至 7 月 11 日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导论第六次电子学习课程，2014 年 9 月 8 日至 11 月 7 日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第四次中级电子学习课程，2014 年 9 月 8 日至 11 月 7 日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高编制千年发展目标指标相

关的官方统计能力第二批集体培训课程中关于基本经济统计和国民账户体系的模块，

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12 月 19 日，日本千叶 

 

http://www.escwa.un.org/information/meetingdetails.asp?referenceNum=3489E
http://www.escwa.un.org/


E/CN.3/2015/11  

 

14-67355 (C) 20/22 

 

附件四 

  国民账户数据的报告 

1. 根据统计委员会的要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定期评估会员国提

供的官方年度国民账户数据的情况和范围，以及这些数据在概念上是否符合国民

账户体系的建议。 

2. 本附件载有根据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建议所作的此类评估。评估基于最近 5

个报告期间(即 2009 年至 2013 年)对联合国国民账户调查表的回复。这些数据有

的直接提供给统计司，有的通过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经合组织)或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提供。 

3. 从最近 5 个报告期(2009 年至 2013 年)内任何年份的回复情况来看，有 95%的

会员国(183 个国家)向统计司报告了国民账户数据。对发展中国家在区域一级报告

情况的分析显示，97%的亚洲国家及所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都报告了国民账户

数据。非洲和大洋洲国家报告国民账户数据的稍少一些，分别为 91%和 92%。 

4. 2013 年报告期内报告国民账户数据的会员国数目比 2012 年报告期略有减

少。2013 年周期中有 165 个国家(国家总数的 85%)报告数据。评估数据及时性所

依据的是能够提供与报告期间同年数据的国家数目，即 2013 年报告期间所提交

的 2013 年数据。107 个国家(即 55%)在 2013 年报告期间提交了 2013 年数据，而

在 2012 年报告期间，有 111 个国家提交了 2012 年数据，2011 年报告期间有 99

个国家提交了 2011 年数据。 

5. 对国民账户数据的分析显示，截至 2013 年报告期，193 个会员国中有 165

个(85%)实施了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几乎所有发达国

家以及所有东欧、高加索和中亚经济体都根据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规定的方法

报告了国民账户数据。此外，137 个发展中国家中有 110 个(80%)按照 1993 年国

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向统计司报告了国民账户数据。具体而言，

39 个(72%)非洲国家、29 个(8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32 个(84%)亚洲国家和

10 个(83%)大洋洲国家实施了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最

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执行率显著提高，分别有 69%和 81%的国家和

地区已实施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 

6. 报告给统计司的国民账户数据范围对照 2001 年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通过的标准“最低要求数据集”a
 以及 1997 年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里

程碑”b
 计量办法(见 E/1997/24，第 46 段)进行评估。评估显示，有 112 个国家(占

 
 

 a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在提交给统计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最低要求数据集作了界定 (见

E/CN.3/2001/8 和 E/CN.3/2011/6)。 

 b 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组在提交给统计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明了里程碑方法(见 E/CN.3/1997/12

和 E/CN.3/2011/6)。 

http://undocs.org/ch/E/1997/24
http://undocs.org/ch/E/CN.3/2001/8
http://undocs.org/ch/E/CN.3/2011/6
http://undocs.org/ch/E/CN.3/1997/12
http://undocs.org/ch/E/CN.3/1997/12
http://undocs.org/ch/E/CN.3/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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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提供了 6 个或更多最低要求数据集表格，83 个国家(43%)提供了 7 个最低要

求数据集表格。根据国民账户数据范围的里程碑计量办法，大多数发达国家、独

立国家联合体国家以及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第二里程碑”

编制国民账户，而在非洲只有略多于一半的国家这样做。 

7. 85%的会员国实施了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有 16

个会员国报告它们在 2012 年或 2013 年报告周期转向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这些数字包括已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但不一定曾实

施过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国家。在本周期，八个会员国根据 2008 年国民账户

体系上报国民账户汇编，使按照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报告的会员国数目增加到

10 个国家。仍有许多发展中国家(15%的国家)尚未按照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或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编制国民账户。 

8. 提交国民账户调查表的截止日期是每年 8 月。这时只有十个会员国已根据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报告国民账户数据。然而，2014 年 8 月以来，若干会员国

采用了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方法，尤其是欧洲联盟成员国。考虑到这一事态发

展，在编写本报告时 55 个会员国已实施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已实施 2008 年

国民账户体系的会员国名单载于下表。 

9. 应当指出的是，一些会员国可能只采纳了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部分变化，

主要是由于资源的限制。例如，有些会员国选择以渐进的方式实施 2008 年国民

账户体系，集中解决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和最低要求数据集的问题，包括间接计量

的金融中介服务新的估计数、中央银行的产出、军事开支和地下经济更全面的估

计数。 

  已实施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 捷克共和国 

奥地利 丹麦 

比利时 多米尼加共和国 

保加利亚 厄瓜多尔 

巴西 爱沙尼亚 

加拿大 芬兰 

智利 法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德国 

哥伦比亚 希腊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塞浦路斯 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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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大韩民国 

以色列 罗马尼亚 

意大利 塞尔维亚 

肯尼亚 新加坡 

拉脱维亚 斯洛伐克 

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卢森堡 南非 

马耳他 西班牙 

墨西哥 瑞典 

荷兰 瑞士 

新西兰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尼加拉瓜 东帝汶 

尼日利亚 乌克兰 

挪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秘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波兰 美利坚合众国 

葡萄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