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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农业统计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编写的关于农业统计最新进展情况及

未来计划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要求，
**
 转递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关于农业统计最新进展情况和未来计划的报告。委员会不妨对农业统计方面

的总的进展情况、目前的活动以及未来的发展计划进行审查。 

 

 
 

 
＊
 E/CN.3/2003/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四号》（E/2002/24）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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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04-2009年中期计划 
 

1． 2002年 10月 28日至 11 月 2日召开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第 123

届会议。
1 
向会议提交了 2004-2009 年下列次级方案项目的中期计划：2.2.2:粮

食和农业信息；2.3.1:渔业信息；2.4.4:林业信息和联络。这些次级方案的摘要

详情见附件。 

2． 理事会核准了 2004-2009年中期计划的实质内容，认为中期计划跟上了主要

的国际大事，例如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

会议、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审查以及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 

 二. 审查统计活动 
 

3． 2002年，粮农组织方案、预算和评价司对粮农组织的统计活动进行了审查，

一个外部同行审查小组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审查的初步结论包括下列各项建议： 

 ˙ 粮农组织确保为统计方案活动分配足够的资源，在调动切实有效的国际

支助加强国家统计能力、特别是在粮农组织优先关注领域中的统计能力

方面发挥更大的倡导作用； 

 ˙ 粮农组织探讨和采取若干措施，支助各国普遍加强统计能力，使它们能

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提出、核对和报告现有数据； 

 ˙ 粮农组织设立一个定期的论坛，供各成员国的专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还建议设立一个国际统计问题咨询小组（由粮农组织内部机构辅助），

考虑数据需要和分析性措施，加强应对能力，收集现有数据关切方面的

情报，统一统计方式。这也是在农业部以外接触统计人员的一个办法。 

 三. 目前的统计活动 
 

4． 在 2002-2007年中期计划中概述的正在进行的活动之外，
2
 粮农组织统计司

还发起开展下列各项统计活动： 

 A. FAOSTAT的现代化 
 

5． 过去的十年中，FAOSTAT（粮农组织总的统计数据库）一直都在发挥作用。

但这个数据库有很多技术和功能方面的局限性，而且这些局限性近年来非常明

显。拟定了一项使 FAOSTAT2
3
 现代化的建议，这项建议已得到粮农组织—世界农

业信息中心的核准，现已进入全面开展项目阶段。正在就数据管理和统计方法学、

技术结构和系统需要方面开展工作。FAOSTAT2将能够： 

 ˙ 改善用户接口，简化系统过程，为 FAOSTAT工作系统提供一个稳定可靠

的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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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高数据的质量，提供强大的工具，汇编、鉴定、估算和分析粮农组织

总部以及国家一级的各种数据。 

 ˙ 为系统功能增加用户的新要求，使用户能得到新的数据。 

 ˙ 使用户能够使用 FAOSTAT的数据，加强和建立数据传播的新机制，包括

得到各个域的数据，数字地图以及得到国家以下各级数据的编码。 

 ˙ 提高数据的整体性，确保使用适当的方法和统一的数据标准。 

6． FAOSTAT2将分阶段开展。该项目分为三个分项目（工作系统、传播系统和总

的综合数据库）。这些分项目的工作相对独立。项目的最初产出将集中在改善现

有系统，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方面。 

 B. 农业贸易统计矩阵 

7． 粮农组织统计司最近开发出农业贸易统计矩阵的分析软件，这是农业商业贸

易分析方面的一大进展。该软件查询 FAOSTAT数据库，制作了能够使农业商品在

各国、区域或在全球流通的矩阵，而且能够绘出世界各地的地图并作出摘要。此

外，它还是提高数据质量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可以很容易地对镜像统计和差异进

行比较，因而能够很容易地查出数据差距。到 2003 年第一季度时，外部用户也

可以使用农业贸易矩阵软件。  

 C. 营养不良 

8． 2002年 6月，粮农组织统计司举办了一次关于评估粮食匮乏与营养不良问题

的科学讨论会。讨论会审查了目前广泛采用的评估上述问题的方法。讨论会推动

开展公开的对话，这有助于更多地了解不同方法的优点和弱点，以及相应措施如

何互补的问题。 

9． 统计司增加了从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中得到关于粮食消耗统计数字的技术

援助方案活动，主要是通过区域训练和能力建设进行的。此外，方案还在扩大，

以对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粮食匮乏情况提出估计。 

 D. 千年发展目标 

10. 粮农组织统计司发起各项活动，协助粮农组织为联合国统计司关于在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的监测报告作出贡献。粮农组织负责两个具体的

指标：营养不足的普遍性（千年发展目标 1，具体目标 2）以及森林覆盖面的

百分比（千年发展目标 7、具体目标 9）。已经成立了一个机构间协调机制，主

要是为了提供一个框架，协助统一进行这项工作，同时把各方面的贡献纳入综

合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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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生产者价格 
 

11． 经过若干年的停顿之后，粮农组织统计司重新恢复了农业生产者价格方面的

工作。新的做法是，对调查表的设计和内容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通过寄给各国

的调查表收集数据。因为欧洲联盟各国的数据可以通过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Eurostat)得到,因此商定，首先通过秘书处间农业统计数据工作组取得数据、

然后通过粮农组织和 Eurostat 双边途径取得，粮农组织将不必向这些国家寄送

调查表。 

 F. 农业统计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12． 粮农组织统计司在关于农业统计数据的区域协商和会议中继续起主导作用，

其中包括： 

 (a) 亚太农业统计委员会； 

 (b) 非洲农业统计委员会； 

 (c) 粮农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统计会议/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农业和牲畜统计工作组； 

 (d)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Eurostat/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经合组织)欧洲粮食和农业统计会议。 

13. 在 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PARIS 21)下，成立了一个农村和农业统

计工作队。2002年 9月 16日至 17日，工作队
4
 召开会议，决定在六个月内，拟

定和提交一份详细的在非洲消除贫穷和粮食安全方面加强农业和农村统计的行

动计划。粮农组织是该工作队的召集人。 

14． 自秘书处间农业统计工作组于 1991 年成立以来，粮农组织与欧洲经委会、

Eurostat 和经合组织一样，一直是该工作组的成员。这四个组织/机构负责协调

欧洲的农业统计活动。他们还举办了联合讨论会，讨论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新问

题。最近，2002年 11 月，在巴黎召开了第 8次讨论会，讨论会的标题为“农业

和农村指标与可持续性的前景”。 

 G. 农业普查 
 

15. 粮农组织一直在推动十年一次的世界农业普查方案。预计将有大约 100个国

家参与现行方案。各国普查的结果通过粮农组织的网站汇编和传播，并以复制件

分发。下一个方案文件将于 2005年分发。 

 四. 未来农业统计方法学方面的发展 
 

16．最近召开的关于农业统计的讨论会强调指出，有必要在粮食和农业统计的相

关领域中研究方法学方面的发展。特别需要制定农村统计的框架，包括新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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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从农业和农村政策角度来看，目前对城市和农村的分类已经不太适合了，

需要加以修订。 

17. 由于政策制定对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企业和资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参

数相关的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从更广的角度看待农业统计。政策制

定者要求发展方法学的其他领域、包括谷物收成预报方法和农业综合企业统计。

请委员会对它认为需要在方法学方面发展的这些以及其他领域提出评论和建议。 

 

注 

1
 见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5/Y7016E/Y7016E00.HTM。 

2
 见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3/Y1522E.HTM。 

3
 见 FAOSTAT的现代化，http://www.fao.org/es/ESS/faostatl.htm，粮农组织统计司。 

4
 见http://www.paris21.org/htm/TT_agstats.htm#sept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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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2009年中期计划 

 A. 统计司的活动： 

  方案 2.2.2： 粮食和农业信息（简略表） 

  222A2  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非洲统计资料活动 

388.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缺少非洲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加

之一些国家制作资料的能力减弱，这是本大陆有效的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政策的

一大制约因素。它还影响监测和评价实现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包括实现世界粮

食首脑会议的承诺。 

389.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和粮农组织的这项联合努

力增加了非洲农村部门有效可靠统计资料的提供量，因而有助于制定得到改进、

并以证据为依据的支助农村部分的政策和计划。 

390.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本实体的最终受益对象是，通过提高农村部门发

展计划的效率惠益普通农村民众。 

391.  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和发展机构利用有关非洲粮食和农业的更可靠更及时

的综合统计资料，改进部门规划，加强对农业部门情况的监测和评价。 

 主要产出: 

 (a) 目标国家的资料需要评估研究、制定概念框架和计划。 

 (b) 资料质量评估、统一、储存和传播。 

 (c) 提供技术监督和评价服务。 

  222A4  系统评价和改进统计资料质量 

396.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据报告农业部门资料完整性和质量有所下降，这种情

况损害了全球和国家统计知识库，而这是做出正确决定的支柱。源头资料质量问

题需要国家一级长期协调一致的努力，急需提高 FAOSTAT数据库的质量，它以过

时的软件和硬件结构运作，基本的计划图书馆（部门和编辑人员）已不再能够提

供系统支持。 

397.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通过在统计资料的收集、处理和传播中使用网站

技术提高 FAOSTAT功能，提高粮农组织统计资料的质量和效用。一项重大改善将

是提供关于国家数据收集方法和质量指标的元数据。 

398.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最终受益对象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获益于依赖

更可靠的全面及时资料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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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以更可靠的、方法正确和透明资料以及新的汇集和外推功能，全面更新粮

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向决策人员提供改进的系列资料，从而促成改进各国的规划、

评价和政策制定。 

 主要产出: 

 (a) 审查和提高农业投入的统计资料的质量。 

 (b) 审查和提高农业生产和贸易统计的质量。 

 (c) 提高农业普查和调查资料的质量和可利用的可能性。 

  222P1  农业资源和收入统计资料 

404.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完备和准确的农业资源和收入统计资料对制定、监测

和评价经济合理的农业政策和支持适当的决策至关重要。 

405.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本实体将确保关于人口、劳动力、价格、收入和

其它社会经济变数的统计资料。 

406.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从事农业的人民和一般公众会获益于考虑经济和

环境因素的农业政策。 

407.  向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分析人员和决策人员提供有关土地利用、人口、劳动

力、农业投入、价格、收入、投资、资源流量和环境问题的一系列全球最新统计

系列和指标：综合介绍农业部门关键指标的统计概要。 

 主要产出: 

 (a) 农业投入，资源和环境统计资料。 

 (b) 农产品价格、收入和投资统计资料。 

 (c) 农业部门分析用的统计概况。 

  222P2  农业生产、贸易统计资料和食物平衡表 

408.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需要保持有关作物和畜牧产量、贸易和利用量统计资

料的精确完整的统计资料，以支持经济分析和预测、制定、执行和评价促进粮食

安全和农村发展的有效政策和计划。 

409.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本项持续开展的方案活动是对粮农组织核心统计

工作方面前项计划的补充，涉及农业生产和贸易统计资料及食物平衡表等关键领

域。 

410.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最终受益对象将是获益于政策结果得到改善的生

产者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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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向粮农组织的用户和全球提供关于产量、贸易量和利用量——作物和生畜

——统计资料有关的一系列完整的最新系列和指标，以分析和监测全球区域粮食

和农业形势以及支助决策。 

 主要产出: 

 (a) 农业产量统计资料。 

 (b) 农产品贸易统计资料。 

 (c) 供应利用帐户和食物平衡表。 

  222P3  农用统计资料发展 

412.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许多国家没有在农业部门开展及时可靠全面的农业普

查和调查，这是决策和发展规划以及监督农业部门情况和加强粮食安全的一项关

键制约因素。 

413.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本项持续开展的计划支持发展农业普查的方法和

技术工具，推动各国制作统一的经改进的基本资料，这能推动改善农业部门的规

划、评价和政策制定。 

414.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公共及私营部门的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将获益于

供作决策的更好的信息库，最终利益将扩散到整个社会。 

415.  国家一级有关粮食和农业的统计资料供应量增加，可靠性、及时性和可用

性得到改善，以加强部门规划、监测和评价处理粮食安全的政策和方案。 

 主要产出: 

 (a) 农业普查和调查的方法得到改进。 

 (b) 加强国家农业统计能力。 

 (c) 高质量的资料文献。 

 B. 渔业司的活动： 

方案 2.3.1：渔业信息 

  231A2  为渔业全球信息系统的渔业资源监测系统发展伙伴关系 

497.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在有关自然资源管理和贸易问题全球化的环境中，缺

乏可靠的信息。全面、客观和及时的信息及因此而提高的认识，将有助于促进更

为有效的决策、部门规划、管理及捕捞作业。 

498.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信息拥有者（国家和区域高级人才中心）直接参

与发展及保持世界综合信息系统并加强这些信息拥有者之间的协调，这是更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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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信息的保证。新的信息技术连同信息交流的通讯标准的制定，将促进所需的伙

伴关系。 

499.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国际社会（生产者、加工者、贸易者、消费者、

支持性行业和广大公众）是最终受益者。原定利益是进行有效决策、部门规划和

渔业管理，从而实现可持续地利用渔业资源。 

500.  提高对主要渔业问题和趋势及其与综合自然资源管理其它方面的相互关

系的认识；在改进渔业信息标准和质量的基础上，公众更加了解情况，参与辩论，

以支持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渔业资源可持续管理。 

 主要产出: 

 (a) 加强渔业全球信息系统与世界农业信息中心、数据综合和更新的模式和

工作流程协调一致的职能。 

 (b) 为渔业全球信息系统/为渔业资源监测系统发展伙伴关系以及为提供信

息的 伙伴提供协调、技术和其它支持。 

 (c) 以多学科综合地域信息系统为基础的与渔业全球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渔

业数据库。 

  231P1  提供渔业信息和统计资料 

501.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成员需要最新的全面准确的渔业信息和统计资料进行

决策、部门规划和管理，但渔业信息往往缺乏、不可靠、不全面或过时。结果，

许多渔业政策和方法不符合可持续利用的要求。 

502.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通过提供及利用全面而标准化的渔业信息和统计

资料，协助进行更加有效的决策、部门规划和管理，以支持可持续的渔业利用，

从而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改进方法。 

503.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通过增加可持续渔业生产、利用和生计，可持续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使国际利益有关者，包括生产者、加工者、贸易者、支持

性行业和消费者受益，并使广大公众受益。 

504.  提供全面标准化的全球渔业信息和统计资料，供政府和其它有关方广泛利

用，以提高对主要渔业问题和趋势的认识，以及促进制定渔业政策。 

 主要产出: 

 (a) 制定规范、标准、准则、安排和程序，以加强渔业信息的收集、保存、

传播和分享。 

 (b) 渔业信息和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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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制定并宣传规范、标准、安排和程序，以加强渔业统计资料的收集、保

存、处理、传播和分享。 

 (d) 核对分析和传播全球和区域渔业统计资料。 

231S1  为成员国和区域渔业机构提供咨询和技术支持渔业机构 

505.  这一实体在渔业信息和统计工作发展方面为各国提供服务。 

 C. 林业司的活动： 

  方案 2.4.4：林业信息和联络 

  244P1  林业信息 

654.  要解决的发展问题：由于林业信息方面缺乏透明度、明晰度及可比性、森

林的广泛地理分布及其不同特点，因此很难清楚地了解资源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不断变化的情况，影响关于发展可持续管理森林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努力。结

果，对于意图良好的政策改革无法进行效益监测，而非法活动及森林资源的使用

不当则造成森林退化或消失。 

655.  对解决问题的拟议贡献：通过提高对主要林业问题的认识及决策者和该部

门其它重要的利益有关者提倡可持续管理森林资源，促进国家森林政策和计划的

改革及完善。 

656.  预定最终受益者和利益：更加成功的改革努力将促进可持续管理森林，防

止资源退化和不适当使用以及该部门的非法活动，使各国政府及今世后代受益。 

657.  在更加广泛地获取现有客观信息的基础上提高对主要林业问题的认识，提

倡可持续管理森林资源（决策者在制定森林部门计划方面及研究人员和学术机构

在为公众辩论提供信息方面）。 

 主要产出: 

 (a) 林业网站，使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动态搜索标准进入数据库及获取其它信息。 

 (b) 管理国家森林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机构建设服务和方法。 

 (c) 编制协调一致的林业信息材料。 

 (d) 与专门文件中心链接的文件和搜索设施及服务。 

 (e) 对非技术人员进行有关林业问题的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