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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2001 年 3月 6日至 9日 

临时议程 6(g) 

为按领域分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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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和协调部分商定结论及其决议中 

与统计委员会工作相关的要素 
 
 

秘书长的报告 
 
 

 兹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2000 年通过的商定结论 决议和决定中与统计委

员会工作相关的要素载列如下 并附列说明 指出统计委员会已经采取和拟议采

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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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3/2001/21  

 问题领域和要求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和统计司已采

取和拟议采取的行动 

高级别部分部长

级宣言 

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与国际合作 信息技

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15 联合国系统 尤其是经社理事会可

发挥关键作用 促进协同和协调所有方

面的努力 以扩大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促

进发展效果 方式如下  

 (a) 支持各国采取行动 力争掌握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潜力 做法

是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提供

援助 帮助它们充分并有益地加入以知

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网络 加强它们建

设基础设施和制作内容的能力  

A.  统计司目前正在

联合国发展帐户下执

行两个项目 一个在

加勒比共同体区域

另一个在东南亚国家

联盟区域 范围包括

使信息技术和硬件升

级 以便建立一个用

于交流数据的通信平

台 拟议为西亚经济

社会委员会区域执行

第三个项目 统计司

还有一名区域间计算

机和信息顾问 他在

计算机和信息及其统

计应用领域向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提

供短期咨询服务  

 17.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包括有关国

际组织 基金和方案及联合国系统各专

门组织紧急  

   (a)  推动采取各种方案 以加强合

作尤其是南南合作 推动信息和通信技

术促进发展项目 包括旨在强化发展中

国家间直接联系的构想和项目 

 

    (d)  推动采取措施 在发展中国家

增加计算机和其他上网设备的数目  

   (e)  探索各种便于获取信息和通信

技术培训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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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领域和要求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和统计司已采

取和拟议采取的行动 

第 2000/2 号商定

结论 

通过会议审查评估联合国系统内经济

社会及有关领域促进统筹协调地执行联

合国各次主要委员会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并采取后续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  

 

 5.  理事会在其职司委员会的支助下

将继续促进职司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将审议一份报告

其中指明其他职司委

员会与统计相关的工

作 并从多年期工作

方案中指明各职司委

员会与统计相关的计

划 旨在增进各职司

委员会之间的调协

见 E/CN.3/2001/ 

L.5  

 12.  理事会重申必须提供相关 准确

而及时的统计数据和指标 以便评价在

各级执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

议成果的情况 就此而言 应由所有各

国充分参与并经有关政府间机构核准

制定各项指标 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捐助

者必须密切合作 调动所需的资源 支

持发展中国家建设本国的统计能力  

这些问题将列在委员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

程项目 6 c 在联

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

会议后续行动的范围

内协调发展指标项下

见 E/CN.3/2001/ 

16  

 13.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进一步深

化其努力 避免重复提出编写国家报告

的要求 并彼此分享通过国家报告获得

的资料 从而限制了向各国政府索取的

资料  

 

 17.  理事会 它邀请该委员会及其附

属机关定期并及时地提请理事会注意同

会议后续行动有关的协调问题和共同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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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领域和要求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和统计司已采

取和拟议采取的行动 

 21.  理事会强调必须建设国家执行

会议成果的能力 并重申在各国政府

的要求下 应把国家能力建设定为联

合国系统所支助的方案和项目的明确

目标  

 

第2000/27号决议 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各级

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的基本

指标 

 

 4   敦促各国 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

秘书处 双边筹资机构 布雷顿森林机

构和区域筹资机构共同紧密合作执行这

些建议 并调动所需资源 协调其努力

支助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建立国家统计能力  

这些问题将列在委员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

程项目 6 c 在联

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

会议后续行动的范围

内协调发展指标项下

见 E/CN.3/2001/ 

16  

 5.  强调在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

会议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

秘书处使用的指标在其编制过程中应有

所有国家的充分参与并应得到有关政府

间机构的核可  

 

 6.  呼吁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职司和区

域委员会和专门机构 在成员国充分参

与及拥有的情况下 不断审查其报告中

使用的全部指标和讯息网络 以避免彼

此重复 并确保这些指标的透明性 连

贯性和可靠性  

 

 7.  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执行

局在联合国秘书处统计司的支助下紧

急审查共同国家评析指标框架 并就

此向理事会 2001 年实质性会议提出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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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拟议采取的行动 

 8.  请统计委员会发挥政府间枢纽的功

能 审查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

议各级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联

合国系统使用的指标 和拟订这些指标

的方法 包括共同国家评析的拟订方面

并作出建议以利经社理事会今后的审

议  

 

 9.  重申请统计委员会在统计司的协助

下 并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 其中

包括行政协调委员会以及酌情与其他有

关的国际组织密切合作 审查为协调联

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范围

内的基本指标和使之合理化而开展的工

作 以便于理事会今后的审议 同时充

分考虑到其他职司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

作出的决定 在这一过程中从目前已为

联合国会员国接受并广为使用的指标中

找出数量有限的共同指标 以便减轻会

员国提供数据的负担 同时铭记迄今为

止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工作  

 

 11.  促请秘书处 特别是统计司 在行

政协调委员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的支

持下 发挥其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枢纽的

作用 加速促进负责联合国各次会议和

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统计数字和负责编

制与使用有关政府间机构商定的指标的

国家和国际机构间的联网 同时也促进

联合国系统与成员国之间有关资料和数

据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