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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临时议程和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人口和社会统计  

 (a) 人类住区统计  

 (b) 补充旅游附属帐户的劳工统计  

 (c) 性别统计:时间运用调查的进展  

 (d) 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  

 (e) 社会统计  

4. 经济统计  

 (a) 国民帐户  

 (b) 股本统计专家小组  

 (c)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d) 国际比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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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渥太华价格指数小组  

 (f) 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工作组  

5. 自然资源和环境统计:伦敦环境核算小组 

6. 未按领域分类的活动  

 (a) 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  

 (b) 审查与联合国特定年和庆祝活动有关的现有统计方案  

 (c) 在联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后继行动的范围内协调发展指标  

 (d) 统计组织手册  

 (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
1 

 
(f) 方法方面的发展 国际组织统计方法工作的全球统一列报  

 (g)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和协调部分商定结论及其决议的后继行动  

 (h) 统计方案的协调和统一  

 (i) 方案问题和有关事项  

7.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日期  

8.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依照议事规则第 15 条和以往的惯例 统计委员会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选出

一名主席 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任期从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开幕起至第

三十四届会议开幕时止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临时议程上的项目和相应的文件是由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2000 年 2 月

29日至 3月 3日 纽约
1  
提出 并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28号决定核准

在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协商之后 已做出一些更动 委员会收到拟议的工作安排

委员会似宜通过届会的议程和工作安排  

 理事会在其第 2000/228 号决定中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 并请它对理事会

2000年实质性会议第 41 次会议简要记录 E/2000/SR.41 所载尼日利亚观察员



 

 3 
 

 E/CN.3/2001/1 

以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 提出的各项问题提供澄清说明 委员会将收到秘

书处所编写提供澄清的说明 委员会似宜向理事会提供所要求的澄清说明  

文件 

临时议程和说明 E/CN.3/2001/1  

秘书长关于届会拟议的工作安排的说明 E/CN.3/2001/L.1  

秘书长关于本届会议文件编制情况的说明 E/CN.3/2001/L.2  

秘书处关于澄清尼日利亚观察员 以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 在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2000 年实质性会议讨论期间对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报告所提出的一

些问题的说明 E/CN.3/2001/CRP.3  

 
 

 3. 人口和社会统计 
 

 

 (a) 人类住区统计 
 
 

 委员会将收到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编写的一份报告 说明统计委员会在全面

审查和评价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人居二 成果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

方面可能可以发挥的作用 作为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人类住区委员会已经指明

一些统计和指标 作为监测和评价 生态议程
2 
执行情况的基本基层结构 在

对人类住区情况和趋势完成全面可靠的评价方面 各国统计办事处的统计能力看

来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这方面 联合国人类住区 人居 中心连同联合国统计

司正在编制第六版 人类住区统计简编
3
作为对评价 生态议程 执行情况的

重大贡献  

 该报告还将载列与更加恰当地点算无家可归者有关的拟议的统计定义 现用

的统计被认为是范围相当狭窄 无法合宜地计量这种现象 关于第三份人类住区

全球报告的专家小组会议 1999年 4月 12日至 15日在内罗毕开会期间 有人提

出一份论文 介绍了一种更为全面的无家可归者概念 按照正在进行的研究所获

结果看 该报告或许也提出了关于有保障的占有权和城市善政的初步定义 这两

者都是人居发动的宣传运动的专题  

 委员似宜  

 (a) 商定和核可在监测和评价的重要领域可以促进 生态议程 的执行的行

动  

 (b) 确保在国家和城市两级全力支持人类住区统计的收集和进一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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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核可拟议的关于无家可归者 有保障的占有权和城市善政的新定义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编写的关于人类住区统计的报告

E/CN.3/2001/2  

 (b) 补充旅游附属帐户的劳工统计 

 

 委员会将收到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 统计局编写的一份报告 概要说

明劳工核算体系 LAS 和与旅游附属帐户相关的旅游业劳工核算体系 LAS-T

的主要概念和原则 为了补充世界旅游组织 旅游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和欧洲共同体统计处 欧统处 制订 1993 年国民帐户体系

1993SNA
5 
旅游附属帐户

4 
而进行的工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编制了 TSA

的 就业单元 TSA-EM
6 
TSA-EM的目标是 提出把 TSA同基本就业数据相联

接的概念和方法框架
7 
劳工组织关于 LAS 和 LAS-T 的报告 其目标是借重上文

提到的工作以及劳工组织和某些国家统计机构所进行的工作为基础 建立劳工核

算系统 LAS LAS-T将是 TSA的一种以劳工统计为基础的附加体系 旨在便利

编制与 TSA符合一致的统计 以便回答关于有多少和那一类工人参与 与旅游业

相关的活动 TRA 的问题 和在被认为是雇员的那些 TRA员工当中 雇员报酬

正在如何分配 因此 LAS-T 的观点要比 TSA-EM 范围较为狭窄和焦点更加集中

委员会不妨评论劳工组织的报告  

文件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建立旅游业劳工核算体系的报告 E/CN.3/2001/3  

 

 (c) 性别统计 时间运用调查的进展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统计司一个项目所获进展的报告 这个项目

是统计司会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制订

的 旨在改进用来处理计量有酬和无酬工作方面性别问题的方法和分类 该报告

将包括进行时间运用调查的方法手册的拟议大纲 它还将载列 2000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进行时间运用调查方法的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 包

括其对手册大纲的评论 作为附件 统计委员会不妨对手册大纲表示意见  

文件 

秘书长关于在计量有酬和无酬工作方面性别问题项目的进展报告

E/CN.3/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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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 
 

 委员会将收到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的报告 向委员会简要说明最近几次会议

和拟议的未来工作方案 委员会不妨审查锡耶纳小组的目标和工作方案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达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的报告 E/CN.3/2001/5  

 (e) 社会统计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总结说 任命一些方案审查员来审查国际统计工作

方面选定的方案将是有益的 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包含向委员会报告下列事项 关

于特定方案的现况 指明疏漏和重叠之处 进展 或缺乏进展 所针对重点的

可能变动和其他事项 构想是 要求特定国家以方案审查员的身份采取行动 委

员会成员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考虑 每一届会议或可检查一项或两项方案 委

员会主席团决定 先从一项方案开始 并选定社会统计为这项方案 又请荷兰统

计处担任方案审查员 委员会将收到荷兰统计处编写的一份报告 阐明它建议用

来审查社会统计方案的方法 委员会不妨审查这项建议和决定适当的方法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荷兰统计处编写的关于如何审查社会统计方案的报告

E/CN.3/2001/6  

 

 4  经济统计 
 
 

 (a) 国民帐户 
 
 

 委员会将收到国民帐户工作队 召集者 秘书处间国民帐户工作组 帐户工

作组 的报告 根据委员会的要求 帐户工作组已查明需要审查或再次审查的

三个领域 以便更准确地评价各国执行 1993 SNA 的程度 关于头两个领域 即

1993年 SNA概念的遵行情况 和 帐户的范围 帐户工作组在其报告中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 关于第三个领域 即 质量 提出了一些暂定指标 但在这个

领域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和讨论 报告还对正在通过电子讨论小组和特别会

议讨论 在更新 1993 年 SNA 时可能选入的一些课题 诸如如何处理移动式电话

许可证 提供了现况报告 如同以往的报告 帐户工作组也审查了  小组成

员支助执行 1993年 SNA的工作方案的统一编制 和  正在由城市小组编写 与

国民帐户有关的手册清单  

 委员会还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报告 列明在 1993年 SNA概念遵行情况 和

帐户的范围 两个领域 根据帐户工作组拟议的新的替代办法 对各国进行评

价所获的第一批结果 这份报告是在各区域委员会 特别是欧洲经济委员会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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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经委会 和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 的密切协商下编写的 这两个区域

委员会已对新的评价进行了试办性检验  

 委员会不妨  

 (a) 决定现用的里程碑评价是否应当由拟议的新的替代评价办法取代 或是

否应当把它视为补充办法  

 (b) 就如何鼓励多加参与电子讨论小组提出建议  

 (c) 对于各城市小组所编与国民帐户有关的手册 就已指明的许可要求表示

意见  

 (d) 评论帐户工作组的工作方案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国民帐户工作队的报告 E/CN.3/2001/7  

秘书长关于会员国 1993 年国民帐户体系执行情况的新评价的报告

E/CN.3/2001/8  

 

 (b) 股本统计专家小组 
 
 

 委员会将收到股本统计专家小组的报告 向委员会简要介绍最近的几次会议

和拟议的未来工作方案 委员会不妨审查专家组的目标和工作方案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股本统计专家小组的报告 E/CN.3/2001/9  

 
 

 (c)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委员会将收到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工作队的报告 委员会也将收到国际服务贸

易统计手册草稿
9  
供其审查和可能予以通过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工作队的报告 E/CN.3/2001/10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草稿 PROV/ST/ESA/STAT/SER.M86  

 
 

 (d) 国际比较方案 
 
 

 委员会将收到世界银行关于与国际比较方案有关的工作和计划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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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世界银行所编写关于与国际比较方案有关的工作和计划的报

告 E/CN.3/2001/20  

 (e) 渥太华价格指数小组 
 

 委员会将收到渥太华价格指数小组的报告 向委员会简要报告最近几次会议

和拟议的未来工作方案 委员会不妨审查渥太华小组的目标和工作方案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渥太华价格指数小组的报告 E/CN.3/2001/11  

 (f) 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工作组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工作组的报告 向委员会简要报告其关于消

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手册的工作和拟议的今后工作方案 委员会不妨审查

和评论工作组的工作和计划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工作组的报告 E/CN.3/2001/12  

 5  自然资源和环境统计 伦敦环境核算小组 
 

 委员会将收到伦敦环境核算小组的报告 扼要说明订正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

体系 SEEA-2000
10 
的进展 并提出计划的未来工作方案 委员会不妨审查

SEEA-2000的审查程序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伦敦环境核算小组的报告 E/CN.3/2001/13  

 6  未按领域分类的活动 
 

 (a) 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报告 综述为了回应委员会在此一领域采取行动

的要求而已经完成的活动
11
 本报告附件载有关于为了增补和修订所有经济活动

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IC
12
 和产品总分类 CPC

13
 而已采取行动的进度报

告 报告是根据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专家组技术小组已完成的审查和已采取的行

动编写的  

 委员会不妨对关于在 2002年以前完成 ISIC和 CPC的增补和在 2007年以前

完成其修订本规划工作的拟议工作方案的报告中所列的战略和时限表示意见 委

员会也不妨对下列事项表示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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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技术小组成员建议的行动  

 (b) 已把参与制订国际和跨国分类的重要角色都包罗在拟议在 2002和 2007

年以前完成的活动之中的方式  

 (c) 拟议工作方案的整体安排  

文件 

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的报告 E/CN.3/2001/14  

 (b) 审查与联合国特定年及庆祝活动有关的现有统计方案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关于下列四个特定年或将在 2002 年举行的特别活动的

报告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非洲发展新议程的审查  

  21世纪议程 的全面审查  

  国际老年人年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后续活动  

 将简要地分析这些事态可能涉及的统计问题 以及在提供有关统计方面的现

况 委员会不妨决定 是否将在今后各届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 和是否将在筹备

这些活动的范围内建议任何具体的行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与选定联合国特定年和庆祝活动有关的现有统计方案的报告

E/CN.3/2001/15  

 (c) 在联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范围内协调发展指标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关于在指标领域最近的发展 特别是关于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2000 年实质性会议的讨论成果和理事会第 2000/27 号决议的报告 理事会

在该决议第 8和第 9段明确提到统计委员会 并要求委员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理事会特别是要求委员会  

  汇编在会议后续活动范围内所用的所有指标和技术上逐一加以确认  

  确定数目有限的 共同指标  

 为了便利委员会完成任务 该报告载有拟议的指标 长 表 拟议的指标审

查标准 和有限指标 短 表拟议的标准 委员会不妨核准会议指标的长表以及

对它们进行技术审查和选定有限的一套指标的标准 委员会不妨核准拟议的 2001

年关于指标的工作方案 导致编写将在 2002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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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也将收到欧洲委员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

界银行编写的关于统计 指标和各国统计能力的重要性以及二十一世纪促进发展

的统计伙伴 巴黎 21 在支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统计能力方面所起作用的报告 委

员会不妨对巴黎 21 如何能同统计委员会协力工作 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

统筹协调执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并采取后续行动的第

1999/55和第 2000/27号决议 表示意见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统计司和统计委员会支助各项指标的协调与合理化的活动和

计划的报告 E/CN.3/2001/16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欧洲委员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

界银行编写的关于二十一世纪促进发展的统计伙伴 巴黎 21 的报告

E/CN.3/2001/24  

 (d) 统计组织手册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关于 统计组织手册
14
 修订本现况和联合国统计司如

何利用 手册 的计划的报告 委员会不妨审查如何利用 手册 的计划  

文件 

秘书长关于 统计组织手册 的报告 E/CN.3/2001/17  

 (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其主席任命一个小型统计专家小组 以便同开发计

划署一起编写一份报告 说明 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
15
 所载统计资料的准确性

该专家小组 统计委员会主席之友 业已任命 委员会已收到该小组的报告 委

员会也将收到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事处编写的有关这个事项的报告 委员

会不妨核可主席之友的报告 并评论开发计划署与 人类发展报告 统计方面有

关的行动和计划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统计委员会主席之友编写的 题为 对 1999年人类发展报

告 提出的统计批评的评价 的报告 E/CN.3/2001/18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事处对统计委员会主席之

友关于 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 统计方面的报告的意见 E/CN.3/2001/19  

 (f) 方法方面的发展 国际组织统计方法工作的全球统一列报 
 

 委员会将听取联合国统计司司长关于方法发展网址现况的口头报告 该网址

是统计司在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密切合作下建立的 它将特别是强调说明为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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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同欧洲统计员会议统一列报该区域统计工作的活动协调一致而作出的努力

兹请委员会对已取得的进展表示其意见和对如何改进网址的展示提出任何建议  

 (g)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和协调部分的商定结论及其决议的后续活动 
 

 本项目是委员会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要求列入议程的 其第 1999/55号决

议 目的是鼓励在委员会的工作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之间建立更密切的

关系 和促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工作的协调一致 委员会将收到秘

书长的说明 列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决议摘录和委员会已采

取或计划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应当决定或许必要的任何行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和协调部分商定结论及其各项决议中与统

计委员会工作相关的要素的报告 E/CN.3/2001/21  

 (h) 统计方案的协调和统一 
 

 行政协调委员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于 2000年 9月 20日至 22日在华盛顿

特区举行其第三十四届会议 委员会收到小组委员会该届会议的报告 委员会在

有关议程项目下进行讨论时 不妨考虑到行政协调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该届会

议所表示的意见  

 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所是在 1999 年年底

设立的 目前它正在国际上和各国内同统计用户和编制者咨商 以便编写供教科

文组织大会讨论的六年工作计划 目的是在 2002 年年初开始工作 委员会收到

教科文组织的说明 其中列出其计划 委员会不妨对这些计划表示意见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行政协调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 2000年 9月 20日至 22日

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E/CN.3/2001/22  

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统计研究所关于其 2002-2007年六年期工作计划的

说明 E/CN.3/2001/23  

 (i) 方案问题和有关事项 
 

 委员会将收到联合国统计司 2002-2003 两年期拟议工作方案 统计司将在

2001年举办的专家小组会议和讲习班清单和对2000-2001两年期核订工作方案拟

议的调整 供其审议和评论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载有联合国统计司 2002-2003 两年期拟议工作方案

E/CN.3/2001/C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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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载有联合国统计司将在 2001 年举行的专家小组会议和讲习

班清单 和对 2000-2001两年期核定工作方案拟议的调整 E/CN.3/2001/CRP.2  

 7.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日期 
 

 依照议事规则第 9条 委员会将收到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其中

指明将在每一个项目下提交的文件和编写这些文件的法律根据 委员会也将收到

关于第三十三届会议日期的建议  

 此外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要求 见理事会第 1999/51 号决议 委员

会将收到多年期工作方案草案 这份草案是经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的

2000-2003年工作方案的修订本 参看 E/CN.3/1999/L.3/Add.1 其中体现了委

员会成员的评论并列出 2004 年的初步建议 再者 为了促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各职司委员会工作更加协调一致 委员会将收到一份说明 其中扼要说明各职司

委员会与统计委员会工作相关的活动 并指明各职司委员会已制订的多年期工作

方案中与统计委员会工作相关的组成部分  

文件 

秘书处关于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日期的说明 E/CN.3/2001/L.3  

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载有统计委员会 2002-2004 年多年期工作方案草案

E/CN.3/2001/L.4  

秘书长关于各职司委员会与统计委员会工作相关的活动的说 明

E/CN.3/2001/L.5  

 8.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委员会似宜通过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将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文件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草稿 

 

注 

1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2000年 补编第 4号 E/2000/24 第一章 A节  

2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人居 的报告 1996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 伊斯坦布尔 联合国出

版物 出售品编号 C.97.IV.6 第一章 决议 1 附件二  

3
 统计文件 N辑 第 5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95.XVII.11  

4
 旅游业附属帐户 方法参考 统计文件 F辑 第 80号 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统计处 即将出版  

5
 布鲁塞尔/卢森堡 纽约 巴黎和华盛顿特区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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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3/2001/1  

6
 计量旅游业在经合组织国家发挥的作用 经合组织旅游业附属帐户和就业手册 巴黎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0年  

7
 见同上 第七章 第 1段  

8
 见 E/CN.3/1999/23 第 13(e)段 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99 年 补编第 4 号

E/1999/24 第 130(c)段  

9
 统计文件 M辑 第 86号 联合国出版物 即将出版  

10
 统计文件 F辑 第 61 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93 XVII.12  

11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2000年 补编第 4号 E/2000/24 第 30段  

12
 订正 3 统计文件 M辑 第 4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90.XVII.11  

13
 第 1.0版 统计文件 M辑 第 77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98 XVII.5  

14
 统计文件 F辑 第 28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79.XVII.17  

15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2000年 补编第 4号 E/2000/24 第 42段 人类发展

报告 每年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替开发计划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