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E/CN.3/2008/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2 December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7-64010 (C)    020108    040108 
*0764010* 

 

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6 日至 29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i) 

供讨论和决定的项目：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决定提交的。
**
 该报告详述为

何需要重新修订统计委员会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建议，概述联合国统计司在

组织修订进程的策略、说明已采取的行动，并概述委员会 2008 年至 2011 年的行

动计划。委员会讨论的重点载于本报告第 28 段中。 

 

 

__________________ 

 
*
 E/CN.3/2008/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7 年，补编第 4号》(E/2007/24)，第一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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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注意到
1
 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工作队的报告（E/ 

CN.3/2006/25），其中工作队告知委员会,联合国统计司将全面审查各国在编撰和

报告国际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方面的做法,以便评估其遵守统计委员会现行建议的

情况,评估对现行建议进行必要修订的范围，并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提交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 2006 年，对各国在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编撰和传播方面做法进行了调查。各

国的回答证实许多国家履行了几项重要的建议。同时，也表明有些建议需要更新，

并可能需要提出更多建议。 

3. 本报告第二章节详述为何需要根据贸易统计相关的各种动态，以及各国对关

于它们在编撰和传播这些统计数据方面做法的问卷所作的回答，进一步修订各项

建议。第三章节概述联合国统计司组织该修订进程的策略，并说明 2005 年至 2007

年朝该方向开展的各项活动。第四章节载有委员会讨论的重点。  

 

 二． 需要进一步修订委员会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建议 
 
 

 A． 拟定修订的主要原因摘要 
 
 

4． 现行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建议是由统计委员会 1997 年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

的，并作为《国际商品贸易统计：概念和定义》出版。
2
 为协助各国执行这些建

议，统计司于 2004 年编写和印发了题为《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编撰者手册》的出

版物。
3
 统计司和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工作队的其他机构成员

4
 均推广这两份出版

物，并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贸易统计师举办的一系列培训讲习班中使用。 

5． 这些努力已促进协调各国采用的统计方法，并加强各国编撰国际上可比较的

贸易统计的能力。这使得国际汇报状况明显改善，以及使得用户更易于获得贸易

统计的资料（见题为《国际商品贸易统计资料的提供情况：1996 年至 2006 年联

__________________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 4号》(E/2006/24)，第一章，C节，第 37/114

号决定。 

 
2
 《方法研究》；第 52 号；第 2 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8.XVII.16）。 

 
3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XVII.17。 

 
4
 工作队是一个机构间组织，由下列机构的代表组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和宏观经济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西亚经社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洲共同体统计局和世界海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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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ESA-STAT-AC-137-8）。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显

然需要对这些建议进行下一轮的审查和更新。 

6. 需要对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各项建议进行第三次修订（《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第三版），主要原因是： 

 (a) 国际商品贸易开展的方式有许多变化，如生产和销售进程越发全球化，

公司内部贸易的扩大，以及附带商品和服务组成部分的交易； 

 (b) 法律环境的变化，如世界海关组织理事会通过《经修订的京都公约》（《关

于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的国际公约》(经修订)），以及加强保障或进一步简

化海关手续的法律或行政新措施； 

 (c) 相关统计框架的变化，尤其是 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
5
 和《国际收支

手册》； 

 (d) 用户需要的改变，包括对更详细和更及时市场准入谈判数据的要求扩

大、贸易政策的目的、工商界的市场研究以及经济分析（例如，将工业与贸易数

据联系在一起）； 

 (e) 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些现有的概念，并改善总体的可读性。 

7. 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工作队支持统计司关于开始修订进程的倡议，讨论了需要

修订一个新版本的问题，并同意积极参与该进程。 

 

 B. 修订和更新的主要领域 
 
 

8. 为使得修订进程获得必要投入，2006 年对编撰和传播贸易统计的国家做法进

行调查。联合国统计司编制了一份详细的问卷，得到工作队其他成员的审查，并

于 2006 年 6 月由统计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

织共同向各国分发。问卷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各国履行《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第二

版所载的建议和《编撰者手册》概述的编撰准则的情况。 

9. 2007 年年底，联合国统计司的网站将能公布关于该调查结果的详细报告。下

文介绍现行建议某些领域可能需要根据各国对问卷的回答进行修订和更新情况。 

10. 调查涵盖范围的一般性定义。该调查除其它外表明，绝大多数国家按照建议

将它们的贸易统计数据基于货物流动是否增加或减少各国的资源储备原则。改变

所有权的标准只适用于某些类别的货物，大部分是在无法获得货物过境运输的海

关记录情况下。对问卷的回答表明，各国在这方面采取不同做法。鉴于改变所有

__________________ 

 
5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XV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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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于国际收支统计和国民账户至关重要，应当更系统地审查可能适用改变所有

权标准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应更新相关的建议。 

11. 供加工的货物。建议将供加工的货物列入贸易统计，83.5％的国家履行这项

建议。大部分国家也证实，它们能够单独确认这一分类货物——申报进口和出口

加工程序的货物。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各国单独记录其他类型供加工的货物的

能力，尤其是考虑到今后需要将一切所有权没有改变的加工货物排除在国际收支

货物部分之外。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更多关于单独确定其他类别供加工的货物的

建议。 

12. 由于母公司与其他直接投资企业（附属公司/分公司）之间的交易而运输过境

的货物。所有发达国家均遵循将这类货物包括在它们的贸易统计中的建议。对发

展中国家来说，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 18％的发展中国家报告说，它们没有履

行这项建议。因此，可能需要稍微更新相关的建议，以便改善该状况。该问题需

要引起特别重视，因为世界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而且对于这种过境运输价值的准

确性所存在的担忧。 

13. 贸易体系。调查表明，许多国家难以采用所建议的一般贸易体系，尤其是那

些已经在边境废除海关管制的国家。认识到根据一般贸易体系编制的统计，不仅

对于跟踪货物的国际流通，而且也对于制定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至关重要，因此，

必须审查关于贸易体系的建议。例如，经过更新的建议可能需要提到采用非海关

的资料来源，以便确保更好地记录未经海关入境的货物。另外，需要澄清界定一

般贸易体系的统计领域的界线（例如，通过列举必须由采用该体系的国家包括在

内的领土要素，并通过表明哪些领土要素可能不包括在内等办法）。 

14. 估值。各国对估值问题的回答证实，对进口货物采用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价

格（到岸价格）型估值，对出口货物采用船上交货价格（离岸价格）型估值的建

议得到了很好执行（93.4％的回复者对进口货物采用到岸价格型估值，96.7％对

出口货物采用离岸价格型价值）。令人鼓舞的是，40.5％的国家正在执行编制国

际货运和保险数据的建议，而十年前只有 29.7％的国家编制这类数据。此外，一

些国家确认，它们编制并出版离岸价格型价值的进口货物数据。 

15. 能够编制离岸价格型价值进口货物数据的国家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各

种类型的经济分析以及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与国际收支统计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之间的调节都需要这类数据。有鉴于此，可能需要提出补充建议，以便更易于获

得编制离岸价格型价值进口货物数据（至少是总类的）所需的数据。 

16. 伙伴国。《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第二版中有关伙伴国归属问题的建议得到很

好执行，有 90.9％的国家编制进口货物的原产国，91.7％编制出口货物已知的最

后目的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原产国时，有 81.5％的发达国家执行《京

都公约》的规定，而只有 59.5％的发展中国家执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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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京都公约》修订版外，经修订的建议是否应更详细阐述伙伴国归属问题。

还应审查对出口货物采用已知最后目的国的建议，以评估是否能增强其可操作

性。 

17. 46.3％的国家采用起运国作为进口货物的一个补充伙伴归属，但只有 19.8％

的国家将其作为出口货物的补充伙伴归属。由于这类伙伴数据对于各种经济分析

和贸易统计调节研究非常重要，可能要强化现行有关采用起运国的建议。 

18. 数据来源和数据编制策略。对国别做法的调查证实，对大多数国家，报关单

仍然是主要数据来源，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97.9％的发展中国家对此做了确

认。但是，在过去十年，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其他数据来源补充报关单。比

如，59.3％的发达国家采用与税务有关的行政记录，51.9％采用企业调查。而对

其他国家，相应的比例分别只是 21.3％和 19.1％。 

19. 对于更主动采用非海关数据来源的发展趋势应做仔细审查，以了解是否需要

提出适当的国际建议，确保最佳可能的数据可比性和推行良好做法。有鉴于此，

提出有关机构间合作的补充建议可能也是适当的。 

20. 数据质量和元数据。数据质量及元数据的编制和发布在《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第二版中没有充分涉及。联合国统计司认为，在建议的修订版中需要更关注这一

方面。必须对元数据的质量、内容和结构的指标等专题进行讨论，以确定可能需

要哪种指导，同时要考虑统计委员会所批准的其它统计领域有关这些专题的建

议。 

21. 传播政策。《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第二版单列一章（第七章），就传播问题的

几个方面提供建议，大多数国家都执行了这些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数据

的及时性很符合经济统计准则的要求（比如，在回答问卷的国家中，有 77％能在

43 天之内提供月度贸易数据，81.7％能在 7 个月之内提供年度数据）。在已经积

累的良好做法基础上，增订建议可以更为具体，并且与其他统计领域的类似建议

更协调一致。应特别重视起草一些关于元数据的传播和国际报告的补充建议。 

 

 三. 统计司组织修订过程的战略 
 
 

22. 2007 年，统计司制定了有关更新统计委员会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建议的多

年期战略。这一战略包括： 

 (a) 通过对国家的现行做法进行全面审查，对贸易统计的一般情况进行初步

评估； 

 (b) 设立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专家组，协助进行更新工作（有关专家组的工作

范围，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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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拟定订正建议的暂订草稿，并提交给统计委员会 2010 年 3 月举行的第

四十一届会议审议通过； 

 (d) 到 2011 年，拟定有关编纂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最新手册； 

 (e) 进一步开发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确保能存储、处理和传播按照

经修订的建议（2011 年）编制的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f) 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活动，包括举办培训讲习班，以建立按

照经修订的建议编制和传播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能力。 

23. 这一战略中的有些内容已经执行。如上所述，已做了一次国家做法调查。为

了确保各国积极参与修订过程，并获得它们对《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第三版未来

草案的认可，联合国统计司成立了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专家组。专家组第一次会议

定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6 日在纽约召开。制作和（或）使用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的若干国际组织，也应邀参与专家组的工作，并提供它们的意见和建议。专家组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需要修订或提出新建议的领域，列出供全球协商的

问题清单，并对未来建议的范围和内容提供指导。 

24. 基于专家组的结论，并考虑工作组的意见和建议，统计司将准备一问题清单，

并于 2008 年 5 月至 6 月进行第一轮全球协商。2008 年 7 月至 10 月间，统计司将

编写一份报告，总结协商结果，并于 2008 年 11 月组织一次专家组虚拟会议，评

估如何将这些结果纳入建议第三修订版的第一版暂定草案。全球协商的总结报告

和专家组虚拟会议的报告将提供给工作组征询意见。 

25. 2009 年 3 月底前，统计司将编写完成建议第三修订版的第一版暂定草案，并

随即于 2009 年 4 月至 5 月组织一次全球协商。统计司将编写一份报告，总结协

商结果，并将其提供给专家组和工作组。然后，统计司将利用收到的意见和建议，

编写第二版暂定草案（2009 年 8 月），并将其提供给专家组第二次会议审查和认

可。专家组第二次会议暂定于 2009 年 9 月至 10 月召开。吸纳了专家组和工作组

的意见后，统计司将把建议第三修订版的最终草案提交统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009 年 12 月）。 

26. 如果得到委员会通过，建议第三修订版的英文原版将在统计司的网站上公

布，并相应通知各国。随后，第三修订版将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出版。 

27. 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统计司将开展技术援助活动，帮助各国执行建议第

三修订版。这一方案将包括编写培训材料和草拟最近版的《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编撰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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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供讨论的要点 
 
 

28. 统计委员会不妨： 

 (a) 认可联合国统计司修订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现行建议的动议，并要

求将经订正的建议草案提交给 2010 年召开的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 

 (b) 建议统计司，经订正的建议草案应在综合性的经济统计方法下，提供一

个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最新概念框架，并为数据编制和传播提供必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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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专家组工作范围 
 
 

1. 联合国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专家组成立的目的是： 

 (a) 确保各国积极参与修订有关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建议； 

 (b) 审查和认可经订正的建议草案； 

 (c) 统计委员会通过经订正的建议后，就建议的执行提供指导。 

2. 联合国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专家组将由联合国统计司召集。 

3. 联合国统计司作为联合国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专家组的召集人，将定期向统计

委员会提交关于修订过程和经订正的建议的执行情况的进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