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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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对尼日利亚观察员 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 在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2000年实质性会议讨论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报告期间所提出问题的阐明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0 年实质性会议上审议了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

会议的报告 在讨论期间 尼日利亚观察员 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 就统计委员

会报告中涉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统计资料准确性的部分提出问题

如简要记录 E/2000/SR.41 所述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并请委员会就所

提出问题加以阐明 本报告载有对所提问题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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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0年 7月 26日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年实质性会议第 41次会议上

尼日利亚代表 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 请求阐明下列问题 见 E/2000/SR.41  

 (a) 统计委员会已就关于 人类发展报告 的两篇文章作出决定 而这两篇

文章仅以英文本分发给出席 2000年 2月 29日会议的少数代表团 因此 许多代

表团和首府在就这两篇文章进行讨论和采取行动之前还未看到这两篇文章  

 (b) 未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 将 人类发展报告 事先列入委员会的议

程  

 (c) 委员会根据一名作者 大多数成员都不认识此人 的指控就决定采取行

动 并且核实该作者的调查结果就决定任命一个专家组就 人类发展报告 中的

统计资料的准确性编写一份报告  

 (d) 尼日利亚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的届会并两次请求委员会推迟

就上述文章采取的行动  

 (e) 委员会根据 Castles先生在其文章中的指控作出决定 未经澳大利亚核

可 该决定导致未依照理事会议事规则规定就采取行动  

 (f) 载于该报告第 42 段的委员会通过的案文未反映委员会的议事情况 并

且 

 (g) 代表还问及 将如何筹措专家组的经费以及是遵循那些议事规则行事

的  

 

  对所提问题和委员会所采取行动的阐明 
 
 

2  2月 29日 在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第 498次会议上 澳大利亚代表建议把

题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 的项目增列为该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新项目 项目 14 按照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8条的规定 委员会随后通过了

经口头订正的临时议程 E/5975/Rev.1 . 

3  同次会议上 澳大利亚代表
1
向委员会提及 Ian Castles 撰写的两份背景文

件
2 3
这两份文件目前只有英文本 放在会议室后面的桌上 委员会过去曾多次

仅以英文本提供关于其议程各种议题的背景文件 这是委员会的惯例  

4  3月 2日 星期四上午 委员会在其第 502次会议上讨论题为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 的项目 14 加拿大观察员发了言并宣读一项建议草案案文

后经口译为所有其他正式语文并将案文以英文本分发给委员会 已在将采取行动

之前 24 小时将该案文提交委员会 若干成员和观察员支持加拿大观察员提出的

建议草案 适用关于委员会非成员参加会议的议事规则第 69条的规定 而另一

些成员和观察员表示保留意见并提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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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秘书就提案的程序向职司委员会发了言(第 52 条)并建议委员会 如要继续

推动这项建议草案 则应同有关代表团以非正式协商方式讨论案文并设法达成协

议 然后 若时间许可 将议定案文译成所有正式语文 第 32条 并于次日提

交委员会通过  

6  随后 加拿大观察员召开一次包括开发计划署代表在内的有关代表团会议

一致同意建议委员会通过最后案文 不过 由于时间不够 秘书处无法将该案文

译成所有正式语文 不过 要指出的是 在过去 如果时间上不允许翻译案文

委员会的惯例是 审议和通过案文英文本 在委员会上 没有任何成员对这一惯

例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7  3月 3日 星期五 在届会最后一次第 503次会议上 加拿大观察员宣读最

后案文 随后经口译成所有其他正式语文并在会议室分发英文本 委员会以协商

一致方式同意将该案文列入其第三十一届会议报告草稿 第 2000/228 号决定案

文全文 见附件  

8  在讨论期间 有人对委员会未先核实一位作者 Ian Castles 委员会多数

成员都不知道此人 编写的两份文件内的调查结果 就决定对其发表的意见采取

行动一事 提出质问  

9  若干代表团和观察员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 文件中所提问题已在过去若干会

议中提过 最早可追溯到 1990年 例如  

 (a) 行政协调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曾于 1990 年讨论过这些问题 当时有

一名开发计划署代表在场 行政协调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于 1999 年 9 月进一步

讨论并将讨论情况载入其报告 该报告已作为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文件

预先分发 见 E/CN.3/2000/19  

 (b) 亚太经社会统计专家工作组在其 1999年 11月会议上 对于 人类发展

报告 中所载人类发展指数持保留意见  

 (c) 两名代表提及近年来他们本身的经验 提请开发计划署注意 人类发展

报告 中有关他们本国的统计数据  

 (d) 最后 其中一份 背景文件 已发表于 1998年 12月 人的发展评论  

10  此外 在讨论该问题期间 若干代表团和观察员组织认为 这些问题很严重

而且引起关注好几年了 因此敦促委员会在本届会议采取行动 不要推迟到下一

年了 尽管有人对现在采取这些行动提出严重保留意见 开发计划署也表示愿意

就所提问题同委员会合作和很想解决这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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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还有人对第 2000/228号决定提及的统计专家组的经费筹措表示关注 不过

应指出 根据委员会多年来的惯例 成立各种 专家组 和 主席之友 对本

组织并不涉及经费问题 这些团体不需要提供任何会议服务 这些小组的成员彼

此以电话 电子邮件或传真进行非正式的沟通 他们自费举行会议并向委员会或

主席团汇报情况 同样的惯例也适用于这一特别小的统计专家组  

 注 

 
1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讨论期间 澳大利亚观察员确认该问题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提出 而不是由

个人提出的 并指出 当该国政府提出 Castles的报告时 曾对其中表达的看法表示关注 见

S/2000/SR.41 第 53和 58段  

 
2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I.Castles编写的一份关于 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 的文件  

 
3
 I.Castles 编写的一份题为 对各国的计量 关于 1998 年人类发展报告的评论 该文件发表

于 人口与发展评论 第 24卷第 4号 199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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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有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 的案文
a
 

 
 

 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无法直接核对澳大利亚的 Ian Castles提出的设调

查结果 在此情况下注意到他就 人类发展报告 提出的报告 委员会对确保 人

类发展报告 以正确的统计证据为基础表示非常关心 因此 委员会请其主席任

命一个小型统计专家小组 以便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道编写一份报告 说明 人

类发展报告 中统计资料的准确性 并集中讨论 Castle 先生所撰写的会议室文

件中提出出的问题 该小组最迟应在 2000 年 6 月之前向主席团提出报告 委员

会授权主席团采取任何据其认为是必要的后续措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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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