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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门推动加速改进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的潜力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通过民事登记当局与负责卫生部门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

加强了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运作良好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持续

产生出生和死亡数据，以支持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决策。 

本文件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指导意见，介绍了

卫生部门在确保出生和死亡在国家民事登记系统中得到正式登记方面可发挥

的积极作用。介绍中还涵盖了卫生部门及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在跟踪2019冠

状病毒病(COVID-19)等特定疾病以及跟踪全因死亡率和死因的持续努力方面

的作用。 

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不妨注意到该文

件，并就如何加强民事登记当局与卫生部门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协

作以及如何确保改善全因死亡率和死因数据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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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出生和死亡登记代表一个人合法身份的建立和结束，意味着承认国家对

个人的责任。出生证提供了个人的法律身份和家庭关系的第一份书面证据，

也为建立其他身份管理系统奠定了基础。死亡登记提供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法

律和行政关系终止的证据，并使人口登记册、身份管理系统及各种社会保障

和福利登记册以及选民名册等行政登记册得以更新。 

2. 运作良好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还持续产生出生、 死亡和胎儿死

亡
1
  数据，以支持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规划和决策。民事登记数据可以按

人口特征和行政区域分类，这样就可以分析地理差异，并使教育和公共卫生

机构等政府主管机构能够确定该国需要改善服务获取并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

施的部分地区。 

3. 根据儿基会数据，全世界所有 1 岁以下的儿童中，大约十分之三(估计

为 4 000万)没有进行出生登记。
2
  在这些儿童中，有 1 600万人生活在亚

洲及太平洋。许多婴儿在出生时没有进行常规登记，但后来进行了补登，例

如，当他们接近学龄时，需要出生证才能入学。延迟登记意味着婴儿和幼儿

依然不为人知；与这一年龄组有关的数据，包括婴儿死亡率的数据，没有得

到例行收集，因为未登记儿童的出生和死亡可能未列入统计数据中；且国家

和地方主管部门无法对卫生保健和常规免疫接种等幼儿所需服务的提供进行

妥善规划。 

4. 未登记死亡的比例高于未登记出生的比例。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

据估计，2020年全球死亡人数中只有 62% 登记在册。
3
  关于死因的信息被

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更低，世卫组织的估计表明，2015 年，只有 48%的全球死

亡登记有死因信息。
4
  低龄组中，特别是在幼儿中，未登记死亡的比例最

高。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女性死亡被登记的可能性低于男性。
5
 

5. 进一步加强民事登记和卫生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可以促进出生和死

亡登记，这些登记往往发生在卫生机构内，或为负责收集当地出生和死亡信

息的社区卫生人员所知。如果支持性法律和行政框架到位，那么出生信息，

 

1
 胎儿死亡是指受孕产物从母亲体内完全排出或取出之前的死亡，与怀孕时间长短无关；

死亡的标志是，分离母体之后，胎儿没有呼吸或显示任何其他生命迹象，如心跳、脐带

的脉动或随意肌的明确运动。出于国际报告的目的，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各国

报告晚期胎儿死亡，即发生在妊娠 28 周或之后的死亡(妊娠晚期死产)。见世卫组织和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卫生部门对改善低收入国家民事出生和死亡登记的贡献：

卫生部门管理人员、民事登记员和发展伙伴指南》(2021 年，日内瓦)。 

2
 儿基会，“到 2030年每个儿童都有出生登记：我们走上正轨了吗？”(2019 年，纽约)。

估计数是基于各个国家在 2010-2018 年期间的最新可用数据。 

3
 世卫组织，《卫生数据 SCORE技术包：2020年全球卫生数据系统和能力报告》(2021年，

日内瓦)。 

4
 世卫组织，《2017 年世界卫生统计：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健康内容》(2017 年，日内

瓦)。 

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未计入的死亡人数可能掩盖 COVID-19 的性别影响”，

2020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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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别、出生日期和地点以及产妇特征，特别是年龄等细节，可以与民事

登记处共享，由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充当信息提供人，以便及时进行出生登

记。对于在有医疗服务的环境中发生的死亡，可以确定死因，经医学证明，

并纳入国家生命统计数据。若有人在无医疗照护条件下在社区内死亡，有各

种方法可以确定可能的死因。
6
  死因信息的可用性使决策者得以了解最迫切

的卫生需求，并努力予以解决。 

6. 本文件借鉴世卫组织和儿基会 2021 年发布的指导意见，介绍了卫生部

门在确保出生和死亡在民事登记系统中得到正式登记方面可发挥的积极作

用。
7
  加强卫生实体、民事登记员和在生命统计方面发挥作用的利益攸关方

之间的合作，将为个人和社会带来多重互惠。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

19)大流行期间，这些机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二． 需要反应灵敏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来监测 2019 冠

状病毒病大流行 

7. 原定于 2020 年 10 月举行的第二届亚太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

不得不推迟，因为 COVID-19 大流行疫情迅速蔓延到所有国家，颠覆了人们

的生活，令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快速应对措施。截至 2021年 5月 1日，COVID-

19 确诊病例估计超过 1.53 亿例，至少 320 万例相关死亡是由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造成的。
8
  由大流行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

可能远不止于此，因为卫生服务已经不堪重负，而封锁阻碍了获得护理的机

会。这场大流行是一场卫生挑战，给卫生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它也

是一个经济挑战，因为疫情扰乱了经济活动，令生活更加艰难，最贫穷、最

脆弱的民众受害尤甚。 

8. 显然，从大流行之初开始，许多国家的统计系统就准备不足，无法监测

疫情带来的迅速扩大的威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关键是要靠统计 COVID-

19病例和住院情况以及整个人口的死亡和死因的能力。需要定期统计这些关

键指标，以跟踪大流行在国家、地理区域和特定人口群体中的演变情况。最

初，在许多情况下，死亡统计仅仅基于医院报告的 COVID-19 患者死亡人

数。然而，这些统计并未包括发生在医院以外的死亡(例如，在家中、社会

护理机构或其他地方)。仅仅依靠医院数字，导致最初几个月大流行的规模

和方向被低估。此外，在检测有限的情况下，早期的统计也低估了与 COVID-

19 相关的死亡人数。 

9. 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已确认，COVID-19死亡率数据的一个更完整的来源是

运作良好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该系统按年龄、性别、发生日期和地

点统计本国境内的所有死亡人数。完整而及时的全因死亡总数数据可以计算

出超额死亡率，超额死亡率是指死亡总人数与往年同一地点和时间的全因死

 

6
 见 ESCAP/MCCRVS/2021/INF/2。 

7
 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卫生部门为改善低收入国家的民事出生和死亡登记作出的贡

献》。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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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水平之间的差异。
9
  超额死亡率可按年龄和性别监测，也可按国家以下

地区(如城市)监测，以提供比仅从国家一级信息获得的更加精细的划分。
10
  

世卫组织的初步估计表明，2020 年可直接或间接归因于 COVID-19 的全球超

额死亡总数至少为 300 万人，比报告的 180 万全球 COVID-19 死亡人数多约

120 万人。
11
 

10. COVID-19大流行提高了人们对卫生部门在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方面可以

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不仅在了解疾病的规模和传播方面，而且更广泛的是在

持续监测全因死亡率和死因方面。在拥有充分运作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

统的环境中，这些信息使决策者能够有效地规划、提供和监测卫生干预措

施，并评估实现各项国家和国际承诺的进展情况，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情况。
12
 

三． 卫生部门作为加强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伙伴 

11. 为了充分发挥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对个人和政府的潜力，至关重要

的是，所有的出生和死亡都要在发生后的几天内进行登记。然而，目前许多

生命事件在其发生数月或数年后才登记在案(如果登记了的话)，导致数据不

准确，并使用不可靠的信息作为身份证件的依据。因此，延迟登记导致了不

完整、不准确和过时的生命统计数据。 

12. 卫生部门作为重要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伙伴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卫生

工作者在人们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出生和死亡之际，都与其接触，他们与

所服务的社区关系密切，并普遍得到其信任。卫生工作者凭借其与社区的联

系和亲近性及其既定的报告结构，在支持文档记录和及时报告出生和死亡方

面最具优势。对于发生在医院和卫生保健中心的生命事件，常规收集的信

息，即患者记录、入院和出院登记、病房登记和实验室记录，可以保存登记

出生或死亡所需的大部分数据。
13
 

13. 鉴于更多服务于乡村居民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保存的记录可能包括出生和

死亡，这些工作者可以成为报告生命事件的伙伴。在接近出生和死亡发生的

地点和时间收集的信息可以提高生命统计的准确性，并有可能带来多种好

处：生命事件信息的持续供应有利于民事登记机构，而关生育率、死亡率和

 

9
 见彭博慈善基金会数据促进卫生倡议，“衡量 COVID-19造成的超额死亡率”，在 2020年

5 月 13 日 COVID-19 的 数 据 网 络 研 讨 会 上 所 作 的 介 绍 。 可 查 阅 ： 

www.dropbox.com/s/zar5ctx0zlezmm0/D4H-Webinar-“May13-Final.pdf?dl=0。 

10
 David A. Leon and others， “COVID-19: a need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weekly excess deaths”，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34 (May 2020); and 

Philip Setel and others，  “ Mortality surveilla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 98， No. 6 (June 

2020). 

11
 世卫组织，《2021 年世界卫生统计：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健康》(2021 年，日内瓦)。 

12
 见 ESCAP/MCCRVS/2021/4。 

13
 关于由卫生部门维护的登记册在生命登记中的作用的更多信息，见世卫组织和儿基会，

《在低收入国家卫生部门为改善民事出生和死亡登记作出的贡献》。 

http://www.dropbox.com/s/zar5ctx0zlezmm0/D4H-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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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的数据改善则有利于卫生部门，使其能够更好地规划和确定所需保健服

务的目标。 

四． 利用提供保健服务期间的机会，提高出生登记率 

14. 从分娩和产后护理到儿童免疫接种、生长监测和儿童疾病治疗，通过进

一步加强卫生部门与民事登记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母亲及其子女的连续护理

过程中都有机会大幅增加出生登记率。在全球范围内，由熟练的助产士协助

分娩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熟练助产士的存在为改进生命事件发生时的记录

提供了可能。
14
  同样，在住院分娩期间收集的数据可以与出生民事登记联

系起来。卡介苗和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三联疫苗通常是婴儿最先接种的疫

苗；前者通常在出生时由助产士注射，并记在出生记录中；后者通常分三针

进行，在 2 个月龄时打第一针，其余两针在出生后的头一年内打完。如果婴

儿出生后没有立即登记，儿童免疫访问为民事登记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补救机

会。
15
  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会目前正在被错失。 

15. 亚太区域许多国家尽管有较高的住院分娩率和较高的卡介苗和白喉/百

日咳/破伤风三联免疫覆盖率，但出生登记水平却很低，这表明在通过卫生

部门和民事登记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高出生登记完整性方面大有可为(见

图)。卫生和民事登记之间的更紧密结合可以迅速提高出生登记率，并惠及

掉队的群体。 

亚太区域部分国家出生登记、住院分娩和疫苗接种率 

 

 

14
 儿基会，“分娩护理”，儿基会数据。可查阅：https://data.unicef.org/topic/ 

maternal-health/delivery-care/(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15
 M. Hafizur Rahman， Amber Bickford Cox and Samuel L. Mills， “A missed 

opportunity: birth registration coverage is lagging behind Bacillus Calmette–

Guérin (BCG) immunization coverage and maternal health services utilization in 

low- and lowe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vol. 38， Supplement 1 (October 2019). 

https://data.unicef.org/topic/%20maternal-health/delivery-care/
https://data.unicef.org/topic/%20maternal-health/delivery-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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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关于“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行动框架”执行情况的

中 期 问 卷 ， 可 查 阅 ： https://getinthepicture.org/regional-picture/midterm-

reporting(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儿基会，“分娩护理”，儿基会数据，可查阅：

https://data.unicef.org/topic/maternal-health/delivery-care/(2021 年 9 月 27 日

访问)。 

注：除非另有说明，图中显示的数值对应的是 2014-2019 年期间有数据的最近一

年。 

缩写：百白破，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三联疫苗。 

*
 出生后一年内登记的百分比。 

**
 占出生总数的百分比。 

***
 疫苗接种率，占活产的百分比，2020 年。 

****
 疫苗接种率，占存活婴儿的百分比，2020 年。 

五． 卫生部门在出生和死亡登记方面的关键作用 

16. 正如卫生工作者通常在生命开始和生命早期阶段在场一样，他们也可

能在生命末期在场，特别是当死亡发生在保健设施、疗养院或其他机构中之

时。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部门管理人员可以充当信息提供人，向民事登记当

局提供登记出生或死亡所需的信息。在一些情况下，民事登记员被安排在卫

生机构内，那里有许多出生和死亡事件。经民事登记条例允许，可以将出生

和死亡登记的职责下放给卫生设施管理人员。若有死亡发生在医生照护条件

下，还可以获得有关死亡医疗原因的信息，这对确定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具有

不可估量的价值。 

17. 在医疗环境之外，社区卫生从业者往往是最先知道发生了出生或死亡

的一批人，他们定期走访家庭，因而可以负责向当地卫生中心报告这些事

件。参与生殖和儿童保健方案，包括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监测和应对方案的

社区卫生从业人员便经常如此。这些从业者为婴幼儿和孕妇提供护理和咨

询，并维护出生和死亡记录。他们可以就民事登记的重要性向家庭提供建

议，并支持他们办理必要的手续。如果法律框架允许，可将社区卫生从业者

指定为信息提供人，更加积极主动发挥作用，向登记员报告生命事件的发生

并提供有关事件特征的信息(见关于孟加拉国卡利甘杰模式的方框)。在这种

报告的基础上，登记员可以合法地将该事件记录在册。
16
  将申报出生和死

亡的责任从家庭转移到卫生部门的官方机构，可能会使民事登记更加完善，

也可能有助于解决事件登记中的不平等问题。此外，应实施战略，以避免卫

生工作者负担太重，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已经很重，还要承担收集信息的多重

额外责任。为降低这一风险，卫生管理人员应标准化数据收集工具，以采集

必要的数据元素，并应确保工作人员拥有准确输入出生和死亡数据以供民事

登记之用所需的知识和支持。 

 

16
 联合国，“民事登记、生命统计和身份管理立法框架准则：第二稿(已纳入特别大会意

见)”， (2019 年，纽约 )。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

social/Standards-and-Methods/files/Handbooks/crvs/CRVS_GOLF_Final_Draft-

E.pdf。 

https://getinthepicture.org/regional-picture/midterm-reporting
https://getinthepicture.org/regional-picture/midterm-reporting
https://data.unicef.org/topic/maternal-health/delivery-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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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死因医学证明 

18. 卫生部门是关于死因的准确信息的最可靠来源。卫生机构定期维护出

院登记册，记录活着出院的病人和死亡的病人，因此可以按年龄、性别以及

发生日期和地点跟踪死亡人数。当死亡发生在医疗环境中时，医生应利用死

者医疗记录中的信息，并酌情辅以尸检中进行的检测，填写世卫组织国际死

亡原因医学证明表。
17
  死因医学证明包含死亡登记所需的行政和法律信

息，包括以下数据：死者的姓名、性别和出生日期；识别信息，如医院识别

号或国家唯一识别号(如果有)；死者的常住地；申报人或正式通知人的姓名

和联系方式以及由证明医生提供的医疗信息。该证书旨在允许选择死亡的潜

在诱因，即哪些疾病或伤害启动了一系列疾病事件，直接导致死亡，或哪些

事故或暴力的情况产生了致命伤害。 

19. 一旦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正确填写了世卫组织国际死亡原因医学证明

表，死因必须按照国际疾病分类中规定的国际规则和标准按统计类别准确编

码。
18
  国际疾病分类使用字母数字混合代码将类似的疾病归入互不相容的

类别，以便对死因数据进行解读和分析。正确和一致地适用国际疾病分类的

规则和标准，可以确保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中不同时期的死因模式能够进行

比较。按照规则和标准对死亡的潜在诱因进行准确编码和正确选择，是需要

培训和技能发展的专门任务。它们与确定和证明死因的过程是分开且截然不

同的，而确定和证明死因只应由训练有素的医生来完成。 

20. 当医疗设施内死亡在医生照护下发生，而该医生准确填写了死因医学

证明，且死因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的规则和标准进行了编码时，就可以按照联

合国《关于生命统计系统的原则和建议》，按年龄、性别和死因制作详细的

可比表格。卫生部门在核证死因、根据国际疾病分类对死亡进行编码以及分

析和传播死因统计数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B． 确定可能死因的口头尸检方法 

21. 当社区内死亡事件发生时，有资格填写医学证明的医生不在现场，便

无法确定医学死因。不过，可以利用死亡登记程序进行口头尸检，以便从死

者家属处收集相关医疗信息，确定可能死因。
19
  这种方法在个体层面上与

医生确定的死因不具有可比性，也不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或统计准确性。然

而，可以将口头尸检的结果汇编起来，生成当地社区主要死因的分布情况，

从而使公共卫生决策更有依据。 

22. 在民事登记过程中，必须满足如下几个条件才能触发口头尸检： 

 

17
 世卫组织，《国际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第 10 次修订，第 2 卷，第 5 版

(2016 年，日内瓦)。可查阅：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46208。 

18
 同上。 

19
 世卫组织，“口头尸检标准：2016 年世卫组织口头尸检文件”(2016 年，日内瓦)。可查

阅 ： www.who.int/standards/classifications/other-classifications/verbal-

autopsy-standards-ascertaining-and-attributing-causes-of-death-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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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卫生部门与其他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利益攸关方合作，开展了必

要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有在社区开展口头尸检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包括对标

准问卷进行了改编； 

(b) 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已经到位，可使用手持设备进行面谈，并上

传到中央储存库进行数据分析和汇编； 

(c) 商定了使用结构化口头尸检问卷来获得有关死者临死前经历的体

征和症状信息； 

(d) 可以确定一个合适的访谈人来开展访谈。访谈者通常是训练有素

的人口调查员，例如护士、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或社区人员，接受了必要的培

训和持续的指导和支持； 

(e) 可以确定合适的受访者，例如在死者临终时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进行口头尸检必须征得同意，所有收集到的信息一律保密。 

23. 在将口头尸检方法纳入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良好做法方面可以

提供指导。
20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出于对家属和哀悼过程的尊重，将口

头尸检的访谈推迟几周进行是可取的。此外，由于口头尸检是在人口层面适

用的，因此，正如关于口头尸检的资料文件 ESCAP/MCCRVS/2021/INF/2 和亚

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行动框架中所述，从社区死亡(即没有

医疗护理条件下的死亡)中获取死因信息的这样一种方法必须在一个此类死

亡的样本上使用。
21
 

六． 落实卫生部门和民事登记之间的相互联系 

24. 将卫生部门与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联系起来的落实工作方方面面差异

较大。在一些国家，法律指定卫生工作者为民事登记员的信息提供人，要求

他们直接向登记员报告出生和死亡，同时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对事件进行

确认和民事登记。在其他地方如新加坡和亚美尼亚，民事登记员就在医院内

办公，许多生命事件都发生在医院。或者，卫生管理人员可以被指定为登记

员，负责验证从家庭收到的信息以及随后对生命事件进行正式的民事登记。

当卫生管理人员在民事登记中的作用经正式确定并向家庭解释后，这些家庭

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通知表与民事登记员出具的出生或死亡证明之间的区

别，前者确认出生或死亡的发生，后者是证明出生或死亡事实的法律文件。 

25. 无论各国采用何种模式，准确收集信息并与民事登记处共享信息的前

提是高度的部门间和跨方案协作。具体来说，必须落实强有力的治理结构和

协调机制，使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卫生部门和民事登记

当局能够有效合作。为了提高卫生部门的参与度，以此作为改善出生和死亡

民事登记的战略，最好能有以下结构和安排。 

 

20
 Don de Savigny and others， “Integrating community-based verbal autopsy into 

civil registr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CRVS): system level considerations”. 

Global Health Action， vol. 10， No. 1 (January 2017). 

21
 见 ESCAP/MCCRVS/2021/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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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进业务流程 

26. 改进业务流程以提高卫生部门对民事出生和死亡登记的参与度，包括

以下内容： 

(a) 利益攸关方参与业务流程的审查和修订工作，以加强卫生和民事

登记系统之间以及参与民事登记进程的个人/办事处之间的记录和信息流

动；
22
  

(b) 按照联合国的建议，
23
  由法律和监管框架指定卫生机构和代理人

作为法律上认可的向民事登记员告知出生、死亡和胎儿死亡事件的信息提供

人，并将民事登记工作人员分配到卫生机构，提供现场登记和认证服务，基

里巴斯(出生和死亡)和汤加(出生)的情况就是如此； 

(c) 卫生机构或代理人被正式指定为登记员，直接向人口提供登记服

务；例如，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美属萨摩亚，卫生部充当民事登记机

构； 

(d) 在当地民事登记法指定家庭成员为信息提供人的情况下，卫生机

构代理人提供事件发生的书面证据(如通知表复印件)，他们接受过培训，可

支持家庭填写必要的表格，以减少前往登记处的费用和挑战。 

B． 分享信息 

27. 分享信息，促进卫生部门参与民事登记，包括以下内容： 

(a) 达成协议，如卫生及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机构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或条例，规定就个人活产、胎儿死亡和死亡记录交流信息； 

(b) 制定信息和数据共享协议，保护个人机密和隐私，确保数据安

全，同时也使关键机构之间得以高效地共享信息或实现互操作性。 

C． 互操作性和标准化 

28. 加强卫生部门参与民事登记的互操作性和标准化工作包括： 

(a) 所有卫生方案均使用共同的定义、分类、表格和软件工具，以有

助于避免平行数据孤岛效应； 

(b) 使用标准模板来通知活产、胎儿死亡和死亡，与所有卫生、民事

登记和国家统计局的纸质和电子系统兼容，并支持事件的民事登记； 

(c) 民事登记系统的权力下放和数字化，最好使用开源软件，以已公

布的标准为基础； 

 

22
 非洲加速改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方案，《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改进框架》

(2021 年，亚的斯亚贝巴)。可查阅：https://getinthepicture.org/resource/crvs-

systems-improvement-framework。 

23
 联合国，“民事登记、生命统计和身份管理立法框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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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出生、死亡和胎儿死亡数据的互操作数据库方面达成共识； 

(e) 有避免出生或死亡重复登记的机制，例如在出生登记时向所有个

人发放唯一的身份证号码。 

D． 能力发展 

29. 促进卫生部门参与民事登记的能力发展包括以下内容： 

(a) 由卫生部门收集并在个人层面与民事登记部门共享的出生、胎儿

死亡和死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保证，因为它将作为民事登记或死

产(胎儿死亡)登记录入条目以及随后开具证明的依据； 

(b) 为社区和机构卫生工作者提供技能发展，让他们作为信息提供人

填写出生或死亡表格，包括在正式登记事件时所需的信息。 

孟加拉国卡利甘杰模式 

例如，在孟加拉国，登记总署、出生和死亡登记处以及卫生和家庭福

利部协调各项努力，开始推行现有的任务，让一线医务工作者在家访时协

助进行出生和死亡的民事登记。如今，社区卫生工作者帮助家庭登记生命

事件，这种模式只需家庭付出些许努力，而将出生和死亡登记的责任交给

政府当局负责。这种方法被称为卡利甘杰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短短几年内，在初步实施的地区，该模式导致出生登记完成率从 50%提

高到 83%，死亡登记完成率从不到 10%提高到 90%。 

资料来源：Philip Setel, “Getting the numbers that matter for public 

policy”,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4 February 2020。可查阅：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getting_the_numbers_that_matter_for_public

_policy。 

七． 结论 

30. 民事登记的地理、经济和社会文化障碍往往是不可逾越的，特别是对

最贫困、最边缘化的群体而言。卫生部门利益攸关方与民事登记当局之间的

协作可以将通知出生和死亡的首要责任从个人和家庭移交给卫生部门和民事

登记当局，从而为出生和死亡登记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减轻个人和家庭负

担将有助于增加生命事件的民事登记，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和准

确的统计数据，以指导政策和实践。为出生和死亡登记提供便利，将使家庭

能够及时、顺利地行使其权利，申请社会和福利津贴，并获得其他政府服

务。 

31. 此外，有了按年龄和性别分类的全因死亡数据，卫生部门当局就能够

持续跟踪死亡率，并确定需要卫生部门应对的异常死亡模式。通过医学认证

或口头尸检来确定死因，可以使卫生部门的反应更有针对性，以应对死因，

并制定预防和补救干预措施。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getting_the_numbers_that_matter_for_public_policy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getting_the_numbers_that_matter_for_public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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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供审议的问题 

32. 部长级会议不妨注意到本文件，并就如何加强民事登记当局与卫生部

门利益攸关方之间富有成效的协作提供进一步指导和建议，以减轻个人和家

庭的负担并提高生命事件的民事登记率。 

33. 部长级会议还不妨讨论如何确保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的规则和标准，按

统计类别正确填写死因医学证明并予以准确编码。 

34. 部长级会议不妨进一步讨论如何促进将口头尸检纳入民事登记和生命

统计系统，以处理在社区发生的、没有医生在场的死亡，从而制作关于地方

一级主要死因的准确分布信息。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