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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按照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要求提交给该委员会的。
a  
报告

说明了联合国统计司将要开展的活动，以响应更系统发展社会统计、改善残疾计

量方法和编写贫困统计最佳做法简编等明确要求。建议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载于第

16段。 

_______________ 
a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 4号》（E/2002/24）第一章，A节。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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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1.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查了社会统计领域开展的活动，并建议了采取

行动。
1
 除其他外，委员会： 

 (a) 确认需要更系统地发展社会统计； 

 (b) 注意到需要标准的残疾计量工具和可比指标； 

 (c) 鼓励编写贫困计量简编。 

2. 本报告介绍统计司与负责解决以上问题的城市小组合作开展的活动。 

 

 二. 社会统计专家组会议 
 

3. 作为系统发展社会统计的第一步，计划与锡耶纳小组联合召开一次专家组会

议，审查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的社会统计系统，审查： 

 (a) 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的社会统计方案的组织情况； 

 (b) 以上各级出现的协调问题； 

 (c) 当前社会统计方案的弱点； 

 (d) 社会、经济和其他统计之间的联系。 

4. 专家组会议还将列明新出现的社会关注领域，并推荐以系统与连贯的方式搜

集、编纂有关统计数据的方法。 

5. 预计专家组会议将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发展社会

统计的以下各方面： 

 (a) 各种社会统计制度； 

 (b) 协调不同的社会统计方案； 

 (c) 统计能力建设； 

 (d) 数据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合作； 

 (e) 如何协调定义、概念和方法，以推动使用多个数据来源，改善社会统计

的可比性。 

6. 作为对专家组会议工作的部分投入，联合国统计司正在准备详细审查《人口

年鉴》以下社会统计领域的数据搜集与传播程序：家庭构成状况、家庭与生活安

排、家庭成员经济特征（从人口普查获得）、按年龄和性别划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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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残疾计量 
 

7.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在欢迎组成华盛顿残疾统计小组时，注意到发

展标准残疾计量工具和指标的必要性与确认和调整不同组织搜集的数据的重要

性。
1
 在这方面，联合国统计司支持华盛顿残疾统计小组的工作。华盛顿残疾统

计小组正在制定一套或几套小型通用残疾计量标准（问题），用于人口普查和抽

样调查，以便获得全世界残疾情况基本信息。 

8. 统计司目前参与的工作是制定两个矩阵表（一个概念矩阵表，一个经验数据

矩阵表），按照问题的特征类型，如《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中的健康领

域，严重程度、病因和时间长短等，对残疾计量标准（问题）的目的进行交叉分

类。制定两个矩阵表的意图是协助发现在残疾计量中存在的差距，指导未来制定

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残疾计量标准的工作。 

9. 统计司将继续与华盛顿残疾统计小组合作，制定通过人口普查和调查统计残

疾情况的方法系统。 

 四. 贫困统计 
 

10. 关于贫困统计，统计司计划与里约贫穷统计小组紧密合作，在 2004/2005年

编写一本最佳做法简编，目标是描述目前的贫困计量方法，分享实践经验，尤其

强调测量《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所必需的贫困统计和指标。 

 五. 其他活动 
 

 A. 在国际上搜集残疾统计数据 
 

11. 残疾数据由联合国残疾统计数据库维护。该数据库首先于 1980年代末开发，

1990年代末更新。2001 年所作最新更新仅提供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残疾发生率。 

12. 统计司从国家统计局搜集数据时，按常规不搜集残疾数据，但在 1993 年编

写《人口年鉴》老龄化专号时搜集了有关残疾的数据。
2
 如果在《人口年鉴》搜

集和传播数据时增加残疾数据收集，将会带来如下好处： 

 (a) 残疾数据搜集将纳入常规； 

 (b) 把残疾统计数据纳入大型《人口年鉴》数据库，使之与其他专题的统计

数据相联系，从而改善其利用； 

 (c) 通过定期发布残疾数据，改善残疾数据流通。 

 B. 住房统计 
 

13. 虽然各国通过人口和住房普查，搜集和发布有关住房存量和住房特征的数

据，但这些数据在《人类住区统计简编》中没有得到充分汇集与传播。因此，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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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司计划审查其最近在搜集和传播住房与人类住区统计数据中的做法，以期扩大

2006年《简编》所涵盖国家与专题的范围。 

 C. 两性统计 
 

14. 统计司正在编写一本技术报告，审查 1955年至 2005年期间各国关于两性的

统计数据。目前正在审查其问卷和表格中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专题《人口年鉴》。

除此之外，统计司计划在 2004 年把《世界妇女》统计数据和指标网站
3
 与社会

指标网站
4
 合而为一，并使网站用起来更加方便。 

 D. 出版物 
 

15. 附件中列出了统计司从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已经发行或提交出版的社会统

计出版物。 

 六. 建议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6. 请统计委员会采取以下行动： 

 (a) 就专家组会议将要审查的关于系统发展社会统计的问题作出评论； 

 (b) 认可经由《人口年鉴》的数据搜集系统定期搜集残疾数据的建议； 

 (c) 认可编写贫困统计最佳做法简编的建议。

注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4号》（E/2002/24）第15(b)、18(b)和21(a)(i)

段。 

 
2
 联合国（1993年）。《人口年鉴专号：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Demographic Yearbook。 

Special issue: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Persons），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F.92.XIII.9。 

 
3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ww2000/tables.htm。 

 
4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social/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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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统计司社会统计出版物清单 
 
 

《残疾统计发展的准则和原则》（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ability Statistics） 

ST/ESA/STAT/SER.Y/10 

出售品编号 E.01.XVII.15 

《在人口普查中搜集经济特征》（Collection of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Population Censuses） 

技术报告，ST/ESA/STAT/119 

《刑事司法统计制度发展手册》（Manu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ST/ESA/STAT/SER.F/89 (即将出版) 

《用时统计指南：付酬与不付酬工作计量方法》（Guide to Producing Statistics 

on Time-Use: Measuring Paid and Unpaid Work） 

ST/ESA/STAT/SER.F/93 (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