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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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日期 
 
 

  统计委员会 2001-2004多年期工作方案草案 
 

 

  秘书长的说明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51 号决议内的要求 兹将统计委员会拟议的

多年期工作方案载列如下 它是经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的 2000-2003年工

作方案 E/CN.3/2000/L.3/Add.1 的修订本,反映了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提出的

意见 以及联合国统计司对其工作方案的审查和 2004年的初步提案  

 
 

  E/CN.3/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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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议的统计委员会多年期工作方案 a
 

议程项目 行政协调

会编码
b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 人口和社会统计 031      

 (a) 人口和住房调查 031 2.i

&031.3.i 

     

 (b) 人类住区统计 031.3      

 (c) 补充旅游业附属帐户的劳工 

   统计 

031.4      

 (d) 巴黎劳工和报酬小组 城市 

   小组  

031.4      

 (e) 堪培拉家庭收入统计小组 

   城市小组  

031.7      

 (f) 性别统计 时间运用调查的 

   进展 

031.10      

 (g) 其他人口和社会统计 包括 

   移徙 

      

    里约贫穷统计小组 城 

    市小组  

031.11      

    锡耶纳社会统计小组 城 

    市小组  

031.11      

    药物和药物取用统计 031.11      

 h  社会统计 方案审查        

2.经济统计 032      

 (a) 国民帐户 031.1      

__________________ 

 
a
 同 E/CN.3/2000/L.3/Add.1 号文件对比 变动之处以黑体字表明 2004年的一栏是新的一栏

为各议程项目指定具体的行政协调会编码 尚需进一步讨论  

 
b
 每个议程项目后的编码同行政协调会分类方案 统计部分的编码相互参照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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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行政协调

会编码
b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b) 股本统计专家小组 城市 

   小组  

032.1      

 (c) 无形资产问题专家小组 

   城市小组
c
 

032.1      

 (d) 农业统计 032.2      

 (e) 工业统计 
d
 032.4      

     工业统计 方案审查        

 (f) 商业调查框架圆桌会议 城 

   市小组  

032.4      

 (g) 能源统计 
d
  032.5      

 (h) 国际贸易统计 032.7.i      

 (i)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032.7.ii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方 

    案审查  

032.10      

 (j) 旅游统计 032.10      

 (k) 财务统计 032.12      

 (l) 国际比较方案 032.15      

 (m) 渥太华价格统计小组 城市 

   小组  

032.15      

 (n) 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小组  032.17      

 (o) 德里非正规部门统计小组 

   城市小组  

032.17      

 (p) 沃尔堡服务统计小组 城市 

   小组  

032.17      

__________________ 

 
c
 拟议的文件已予删除 因为这不再被视为一个城市小组 统计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一 2000年

届会作出的决定  

 
d
 拟议的文件已予删除 因为在规划期间预料这项议题不再需要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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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行政协调

会编码
b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3. 自然资源和环境统计 033      

 (a) 环境统计和环境核算 
e
 033.1, 

033.2 

     

 (b) 伦敦环境核算小组
e
 033.1, 

033.2 

     

4. 未按领域分类的活动 034      

 (a) 统计方案的协调和统一 034.1      

 (b) 方案问题 联合国统计司  

   两年期工作方案 四年 

   中期计划
 f
 

034.1      

 (c) 统计组织手册 034.1      

 (d) 国家统计处的管理问题 
g
 034.1      

 (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 

   报告 

034.1      

 (f) 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 034.2      

 (g) 特别数据发布标准/一般 

   数据发布标准和数据质量 

034.2      

 (h) 方法方面的发展 统一 

   列报 

034.2      

 (i) 信息技术 电子商务 和 

   统计
h
 

034.2      

 (j) 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统计 034.3      

__________________ 

 
e
 对伦敦环境核算小组的报告和联合国统计司的报告的订正  

 
f
 包括 统计分析 和 未列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联合国统计司工作的其他组成部分 两个项目

以前这两个项目都分别开列在 E/CN.3/2000/L.3/Add.1 号文件内  

 
g
 包括题为 统计组织的问题 的项目 此前单独开列在 E/CN.3/2000/L.3/Add.1 号文件内  

 
h
 以前是为 2001 年拟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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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行政协调

会编码
b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k) 审查与联合国特定年和庆祝 

   活动有关的现有统计方案 
i
 

034.4      

 (l) 指标 034.4      

 (m)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的 

   后续行动 

034.4      

  项目总数  26 22 19 22 18 

 

__________________ 

 
i
 纳入题为 对未汇报数据的估计 和 技术合作 两个项目 此前这两个项目都分别开列在

E/CN.3/2000/L.3/Add.1 号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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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行政协调会分类方案 统计部分 
 

 行政协调会分类方案的统计部分具有多重目的 旨在便利 a 协调行政协

调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各国际机构成员的数据收集和发布工作 b 编制各国

际机构统一的统计工作方案 c 合并分析各机构在不同统计领域部署的资源

和 d 协调各机构的统计活动 特别是国际统计培训和技术合作  

 在分类的最高一级 把一般统计区分为四大类 这是行政协调会分类方案所

用的基本组成部分 未获行政协调会核准不得修改 较低级别的分类得视需要由

行政协调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加以修订  

 行政协调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在其 1999年 9月 14日至 16日在马德里举

行的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了下列分类  

 在较低级别分类的每一项目后圆括号内的数字相当于欧洲统计员会议在统

一编列欧洲经济委员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统计处的统计方案时

所用的分类组成部分  

030 一般统计 

031 人口和社会统计 

 1. 人口统计 4.11  

 2. 人口统计 

  一. 人口普查 4.5  

  二. 关于特别关注的人口群组的统计 4.14  

 3. 住房统计 

  一. 住房调查 4.5  

  二. 住房统计 4.12  

 4. 劳工统计 4.10  

 5. 教育和培训统计 4.8  

 6. 文化统计 包括媒体传播 4.9  

 7. 家庭收入和支出及其分配情况统计 4.13  

 8. 社会保障统计 4.xx  

 9. 卫生统计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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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性别统计 4.2  

 11. 其他社会 人口和有关统计 4.xx  

032 经济统计 

 1. 国民帐户 3.1  

 2. 农业统计 3.10  

 3. 林业和渔业统计 3.10  

 4. 工业统计 3.11  

 5. 能源统计 3.12  

 6. 分配贸易统计 3.5  

 7. 国际贸易统计 

  一. 货物贸易 3.3  

  二. 服务贸易 3.6  

 8. 运输统计 3.4  

 9. 通讯统计 3.4  

 10. 旅游统计 3.7  

 11. 未在他处列入的服务统计 3.8  

 12. 货币 金融和保险统计 3.2  

 13. 财务统计 3.2  

 14. 国际收支统计 3.2  

 15. 价格统计 3.9  

 16. 科学 技术和专利统计 3.13  

 17. 其他经济统计 3.xx  

033 自然资源和环境统计 

 1. 自然资源和环境统计 5.1 和 5.3  

 2. 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 5.2  

 3. 气象统计 5.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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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未按领域分类的活动 

 1. 统计处的组织和营运 1  

 2. 技术基础结构和其他相互交织的问题 2  

 3. 传播和对秘书处活动的支助 6  

 4. 未按领域分类的其他活动 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