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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
 项目 4(l)  

参考项目：统计方案的协调和统一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依照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要求提交。
a
 报告总结了统计

活动协调委员会于 2005年 2月 28日和 2005年 9月 12日至 14日分别在纽约和罗

马举行的 2005 年两次会议的主要结论。本报告供参考。审计委员会不妨在讨论相

关议程项目时考虑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4号》（E/2005/24），第一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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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主持的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于 2005 年 2 月 28 日

和 2005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分别在纽约和罗马举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会议。 

2. 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国际组织统计方案的协调、融合和互补，避免方案

重复，减轻会员国的报告负担并推动统计做法和发展的协调一致。委员会在第五

次和第六次会议上交流了信息，讨论了活动的协调，并商定了在一些共同的工作

领域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步骤。代表 30 个国际机构和组织的 43 名与会者出席了在

纽约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代表 21 个国际机构和组织的 26 名与会者出席了在罗马

举行的第六次会议。与会机构的完整名单载于附件。  

 二.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A. 国际组织统计活动原则 
 

3.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注意到联合国统计司编写的国际组织统计活动原则宣言

草案（原则宣言起草工作细节见 E/CN.3/2006/13）。委员会一致认为应重新起草

案文，删除有法律约束力的措词，并着重强调做法。在第六次会议上，统计活动

协调委员会提交、审议并核可了题为“国际统计原则与做法”的订正草案。委员

会决定各机构应根据这些原则审查其目前的做法并传播审查结果。会议决定将

“原则与做法”张贴在联合国统计司良好统计做法网站上，并根据从其他网站上

摘录的信息，发布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成员对该文件的使用信息。委员会还一致

认为各机构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需要和情况，单独或与其他机构联合，以不同方

式使用“原则与做法”。委员会注意到，鉴于各国际组织的任务规定和管理体制

所限，虽然这些原则和做法可以用来改进今后的工作，但在目前情况下并非全部

都适用。 

 B. 国际组织执行良好统计做法的相关问题 
 

4.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注意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拟订的关于促进

国际统计原则执行的整套建议（见 E/CN.3/2006/22），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

金组织）代表所作的口头陈述。委员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在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标

准举措下制订新的技术标准；建立质量保证框架；有关评估国际组织培训统计员

的需要并审查这方面的现有举措的建议。委员会同意建立工作组就上述三个举措

编写报告：经合组织将领导编写关于元数据交换的报告；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欧

统局)将协调质量保证报告的编写工作；基金组织将编写国际组织统计员培训方

案报告。  

5.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注意到三个工作组的报告。关于第一个工作组的报告，委

员会一致认为在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举措下制订新的技术标准是迈向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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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数据收集规则的重要一步，有可能使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效率更高。委员会还同

意在将于 2006 年 3 月举行的下次会议上作出通过这一举措的决定。  

6. 欧统局提交了关于为国际和超国家组织建立质量保证框架的报告。委员会一

致认为该项目非常有用，应当继续下去。欧统局被授权在会上提交的报告基础上，

继续推动该进程。成立了以下小组继续就关键领域开展工作： 

 (a) 质量框架：欧统局、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 

 (b) 审查系统：欧统局、经合组织、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c) 质量报告：欧统局、粮农组织； 

 (d) 统计信息标签：欧统局、欧洲中央银行； 

 (e) 欧洲调查统计质量会议: 欧统局、联合国统计司； 

 (f) 执行：欧统局、劳工组织。 

7. 委员会注意到基金组织提交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现有培训举措的评估报告。

委员会欢迎这一举措，并同意建立所有机构代表网络，交流信息和培训资料并探

讨可能开展的新活动。会议决定基金组织将继续担任这项工作的牵头机构。 

 C. 旅游统计 
 

8.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秘书处间旅游审计工作组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鼓励该

工作组继续开展世界旅游组织编写的报告中列述的工作，并决定委员会不需要采

取进一步的行动。 

 D. 统计软件 
 

9.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欢迎联合国统计司编写的统计软件清单，要求扩展该清

单，使内容包括许可证和转让费用方面的信息，并在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网站上

发布。委员会还注意到可以将各国纳入软件信息交流的范畴内。第六次会议没有

讨论这一问题。 

 E. 协调技术合作活动  
 

10.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欢迎统计司愿意牵头编写一份文件，讨论统计活动协调委

员会如何最有效地协调技术合作。该文件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

经委会)、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合作编写，在第六次会议上提交。 

11.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改进其成员间及其他多边和双边捐助者在各国制

订和执行统计能力建设方案方面的协调的方式。会议决定由委员会提出活动建

议，并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统计司将编写一份文件，列述在这一领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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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06 年 9 月举行的第八次会议期间举行为期半天的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协

调问题和能力建设活动的战略规划方式，并界定这项工作的范围。二十一世纪统

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将依据为非洲统计发展论坛收集的信息为这项工作提供实

质性的投入。  

 F. 国际住户调查网  
 

12.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注意到世界银行根据国际住户调查网管理小组成员的投

入编写的报告，报告列述了自 2004 年网络启动以来取得的进展，强调了今后的

工作领域和问题。委员会一致认为国际住户调查网是一项重要举措，是更好协调

国际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住户调查工作的有益步骤。委员会还一致认为该举措

的成功执行取决于能否解决关键问题——如微观数据的保密性——需要管理小

组成员全面参与并审查即将拟订的工作方案。委员会还认识到国家统计部门在稍

晚阶段的参与至关重要。 

 G. 统计活动的分类 
 

13. 欧洲经委会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介绍了修改欧洲经委会统计活动分类的

进程。委员会同意在该进程完成、欧洲统计员会议通过了分类后，再探讨调整欧

洲经委会分类，以适应其他国际机构需要的可能性。  

 H. 秘书处间服务统计工作组 
 

14.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注意到经合组织就建立秘书处间服务统计工作组和已完

成的初步工作所作的口头介绍。委员会同意工作组向统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应强

调优先事项和可能的兴趣领域，包括与以前在该领域开展的工作的联系。  

 I. 第六次会议讨论的其他问题 
 

15. 委员会获悉，在千年发展目标指标主席之友指导下，统计司对各国制订千年

发展目标指标的能力进行了评估。统计司代表解释说，评估工作是依据统计司维

护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中的现有数据开展的。 

16. 委员会注意到建立由个人成员组成的国际统计员专业协会的建议。统计活动

协调委员会欢迎这一举措，并愿意在该协会的创办过程中给予支助。 

17. 委员会对越来越多的机构表示有兴趣加入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这一趋势表

示欢迎。委员会欢迎欧洲中央银行加入为新成员。委员会请秘书处与目前尚未加

入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机构接洽，向其提供有关委员会及其活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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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机构和办事处名单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05 年 2 月 28 日，纽约） 
 
 

联合国实体和方案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统计司 

联合国人口司 

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专门机构及相关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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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其他国际和非政府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   

国际清算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阿拉伯统计训练研究所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 

二十一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第六次会议（2005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罗马） 
 
 

联合国实体和方案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统计司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专门机构及相关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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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其他国际和非政府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   

国际清算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 

二十一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