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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命周期办法实施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民事登记

和生命统计系统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讨论了在改进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时采用性别观点的重要性，以

克服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包括在卫生、教育、政治参与和经济赋

权方面的不平等。 

本文件介绍了亚洲及太平洋在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

计系统方面存在的障碍，并解释了系统的结婚和离婚登记如何有助于保护妇女权

利、促进赋权、防止童婚和促进出生登记。报告最后提出了消除民事登记障碍，

加强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数据对在本区域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贡献的

建议。 

虽然民事登记对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很重要，但考虑到童婚、早婚和强

迫婚姻等问题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有害做法，令全球妇女和女童受害尤甚，本文

件主要侧重于未登记对妇女和女童及其所生育子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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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改进民事登记

和生命统计的计划和战略在多大程度上纳入了性别观点，以及如何加强对纳入这

一观点的重视，以实现这一共同愿景：到 2024 年，让亚洲及太平洋人人都能受益

于全民普及和反应灵敏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这些系统有助于实现他们的

权利，并支持善政、卫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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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是实现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

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有助于重申法律身份对于确保所有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的权利和权益的重要性，明确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作用。充分

运作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会产生重要信息，成为在国家一级进行知情

的社会经济规划和决策的先决条件。它使各国政府得以监测关键的人口和健

康指标，包括青少年出生率以及婴儿、儿童、产妇和成人死亡率，并针对地

理位置和人口群体提供资源和干预措施。 

2. 婚姻登记可以帮助预防和减少童婚，保护自有和共有资产，便利继承

权，促进亲子关系确认，并使儿童得以实现出生登记。同样，离婚登记可以

支持财产分割并确定监护权安排。证明家庭关系和公民身份的文件在妇女赋

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赋予妇女其他权利，例如在配偶去世后资产

所有权的转移。死亡证明是最终和永久的记录，是支持家庭和社会管理死亡

的法律和财务后果的工具。如果死因得到及时而准确的记录，民事登记和生

命统计系统就能很好地提供关于妇女死因的数据，包括孕产妇死亡。然而，

可能存在妇女死亡登记不足，这意味着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包括关于提供围

产期和产妇护理、防止亲密伴侣暴力或确保获得经济资产方面的政策。 

3.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对于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之后的背

景下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许多承诺至关重要。《2030 年议程》中

纳入的国际合作框架明确包括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作为促进卫生、经济和

社会机会的执行手段(例如，具体目标 16.9 涉及为所有人提供法律身份，包

括出生登记)。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数据对于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

况至关重要，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 15 个使用的指标可以部分或全部来自

高质量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数据。 

4. 对生命事件进行完整和准确的登记，对于将所有妇女和女童纳入基于人

口的统计至关重要。编制按性别分列的生命统计数据对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

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目标 5(性别平等)以及包括凶杀案指标的目标 16(和

平、正义与强大机构)至关重要。 

5. 2014 年举行的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部长级会议宣布

设立“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十年(2015-2024年)”。通过宣布设

立“十年”，各政府将 2015-2024 年作为实现其共同愿景的时间框架，即确

保亚洲及太平洋所有人都能受益于普遍和顺应需求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

统，以便实现人们的权利，支持善治、卫生和发展。成员国申明，它们致力

于通过提供证明家庭关系和公民身份的文件，以及编制按年龄、性别和地域

分列的统计数据，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自“十年”开始以

来，整个区域在出生和死亡登记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需要进一

步采取行动，确保所有生命事件都在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中记录在案，

以便为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政策提供信息。 

6. 妇女和女童从出生起，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其出生、结婚、离婚和死亡

等生命事件的登记仍然面临重大阻碍和结构性障碍。这些挑战导致妇女和女

童在确保其出生之际获得合法身份和实现其充分权利，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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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受到了限制。对生命事件的登记不足，妨碍了妇女和女童充分发挥其潜

力，而社会也无法充分受益于她们的才能。减少获得民事登记的障碍和差别

化对待，对于确保妇女和女童不掉队至关重要。 

7. 在危机时刻，证明法律身份至关重要。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

行表明了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系统自身如何受到危

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登记服务暂时关闭，卫生系统面临压力，因为许多人

需要法律身份证明才能享受救济服务。在自然灾害和冲突发生之际，提供疏

散、保护、重新安置和遣返的努力需要关于受灾者身份的可靠信息。 

8. 在危机时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的基础设施也通常面临极大的压力，

同时在确保今世后代的权利方面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例如，2019 年发表

的一项个案研究揭示了 2011年至 2017年期间在邻国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在

生命事件登记方面的障碍造成的代际后果。
1
  在人的一生中某一类型的生命

事件未予登记，例如妇女的婚姻，可能会导致其生命周期后期的其他生命事

件未予登记，例如其子女的出生。流离失所者面临的此类登记障碍可能会令

背井离乡的妇女受害尤甚，特别是如果其家庭中的男子已被杀害或失踪，因

为资产和财产大多登记在男子名下。此外，冲突前和冲突期间发生的许多生

命事件可能没有登记在案，这使得家庭关系难以证明。 

9. 将妇女和女童计入关键指标后，政府和其他行为者就能够更广泛地监测

其状况和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这在危机时期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必

须向最弱势的人口群体提供应急服务。让妇女和女童呈现在基于人口的统计

数据中，并确保她们的法律身份，是重建得更好并更广泛地加强发展进展的

先决条件。 

10. 近年来，利益攸关方更加关注性别对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的重要性。

2020 年 2 月举行的主题为“汇聚：将生命事件登记和性别平等联系起来”的

活动和 2018 年 2 月在渥太华举行的主题为“让无形的事物可见：民事登记和

生命统计作为实现 2030 年性别议程的基础”，这些活动期间的讨论都凸显了

这一点。在讨论中，与会者承认，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对于加快和监测性别

平等的进展至关重要。 

11. 本文件讨论了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的生命周期办法，旨在是从性别角度

凸显这些问题。就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而言，民事登记既为新生儿提供身份证

明，关键是进入了身份管理系统。结婚和离婚登记也是影响继承、子女地位

和妇女权利的关键事件。民事登记在向有关当局通报死亡情况以确保其反映

在人口登记册和身份管理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遗产继承和了解死因

产生了影响。这些事件登记与否，对妇女、男性、女童和男童的影响各不相

同，在设计国家一级的适当干预措施和政策时，必须考虑登记不足导致的按

性别区分的影响。减少获得民事登记的障碍和差别化对待，对于确保妇女和

女童不掉队至关重要。 

 

1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加强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克服障碍，增强妇

女和儿童权能”，《性别与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知识简报》，简报 2(2019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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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周期的开始：性别和出生登记 

12.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

格，并有权获得国籍。出生登记是确立合法身份和实现其他权利如国籍权和

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权利的途径。《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有义务在儿童

出生后立即对其进行登记。 

13. 关于出生登记的性别视角支持解决以下两个重要问题的努力：男童和女

童出生登记的完整性，以及准确和高质量的出生登记数据对包容性发展的倍

增效应。 

14. 尽管几个国家在全民出生登记方面取得了进展，并承认了家庭法典中的

自治权，但民事登记做法、行政程序和社会规范往往成了拦路虎，致使妇女

无法登记新生儿。在南亚和西南亚，目前有 5 000万名 5岁以下儿童未进行出

生登记。
2
  尽管在南亚和西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女童被登记的可能性与男童

持平，但由于现有的立法，试图报告子女出生的母亲仍可能面临歧视。 

15.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关于南亚国家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状况

的报告，不丹的新生儿没有父亲的名字就不能登记。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

存在类似的立法性别偏见，那里只有父亲才能登记孩子的出生。此外，在印

度尼西亚，父母必须提供结婚证才能获得包括父亲姓名的出生证明。由于没

有父亲姓名的证书可能会使人蒙羞，这一要求直接影响到没有结婚证的父母

所生子女的登记情况。
4
 

16. 除了正式要求可能使妇女的登记过程更加困难外，有证据表明，当地民

事登记员可能更不愿意支持妇女为其子女登记。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进行的

一项调查发现，每 10 名妇女中就有 4 人在孩子的父亲或其他男性亲属不在场

的情况下遇到困难或不被允许为孩子登记。
5
  

17. 然而，南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最近在阿富汗开展的

#whereismyname(我的名字在哪儿)运动，旨在改变立法，使出生证上包含母

亲的名字。据《纽约时报》报道，这项由女性主导的倡议最终带来了该国人

口登记法的一项修正案，允许身份证和出生证明上包含母亲的名字。
6
  

18. 尽管对母亲存在潜在和实际的歧视，但有证据表明，基于待登记儿童性

别的歧视较少。目前的大多数证据表明，女童和男童之间的登记率没有明显

 

2
 见 ESCAP/MCCRVS/2021/1。 

3
 儿基会，《2018 年南亚国家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状况》(2019 年，加德满都)。 

4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

性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性别与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知识简报》，简报 1，文件

2(2019 年 2 月)。 

5
 Syed Muhammad Mursalin 和 Farah Ashraf,“深入审查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及其需求

评估，以制定全面改进该系统的行动计划”，为 2020年亚太统计周编写的文件，2020年 6

月，曼谷。 

6
 Mujib Mashal and Najim Rahim, “After Afghan women asked #whereismyname, a small 

victory”, The New York Times, 2 Sept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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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7
  尽管一些国家出生性别比反映的新生儿男孩数量高于预期，可能表

明女童出生登记不足，但也可能表明杀害女婴、遗弃女婴、产前性别选择和

针对胎儿性别进行的选择性人工流产。
8
 

19. 具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可以用出生性别比来衡量，出生性别比是指在

一定时期内出生的男童数量与女童数量之比。生理上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的范

围是 102到 106个男童对 100个女童。当观察到高达 130个男童对 100个女童

的比率时，这一迹象表明正在发生性别选择。
9
  重男轻女是一些社区对女童

重视程度较低的表现，它往往反映出歧视性的社会经济做法和传统。 

20.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在该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证明，全

面的民事登记数据对于查明出生时性别失衡十分重要，因为这可能表明存在

具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这项研究通过审查最近的出生登记数据，辅以对

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调查了 1990 年至 2016 年间格鲁吉亚出生性别比的趋

势。 

21. 尽管自 2005 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改善，但对人口普查和出生登记数据

的审查显示，在 2014 年人口普查时，格鲁吉亚依然存在着强烈的重男轻女现

象。然而，2016 年出生时性别失衡现象骤降，如图一所示。 

图一 

1990-2016年格鲁吉亚每年失踪的新生女婴估计数 

 

 

7
 Amiya Bhatia and others, “Who and where are the uncounted children? Inequalities 

in birth certificate coverage among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in 94 countries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survey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vol. 16, No. 1 (December 2017). 

8
 Zeng Yi and other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1993). 

9
 世界卫生组织，“防止具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人权高专办、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

妇女署和世卫组织的跨机构声明”(2011 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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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hristophe Z. Guilmoto 和 Sara Tafuro，《格鲁吉亚出生性别比的趋

势：基于 2014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概览》(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2017

年，第比利斯)。 

注：图表包括出生登记数据、公共服务发展署数据和 2002 年至 2014 年的人口普查数

据。 

22. 纳入格鲁吉亚出生登记时收集的均等数据，有助于进一步分析不均衡的

出生性别比，提供了关于生育率和性别选择方面性别偏好差量的重要信息。

按出生顺序对孩子性别的检查显示，对于三胎或三胎以上，出生性别比在

2007 年之前一直在上升，之后开始下降(见图二)，但仍高于一胎或二胎出生

的性别比。这些性别比例上的差异表明，在格鲁吉亚，没有儿子的夫妇为三

胎以上生育而进行的产前性别选择可能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原因。这个例子

彰显了准确和全面的民事登记系统对于确定人口趋势的重要性，这可能揭示

并扩大对个体和结构性性别偏见的理解。 

图二 

2002-2014年格鲁吉亚出生人口性别比(按出生顺序) 

 

资料来源：Guilmoto 和 Tafuro，《格鲁吉亚出生性别比趋势》，见图一。 

23.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可能表明出生登记本身存在问题。对 2016 年瓦努阿图

人口普查的分析表明，出生登记存在性别差异。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

越中心发表的瓦努阿图个案研究表明，86.6%的男子和男童有出生证明，而妇

女和女童的这一比例为 83.3%。
10
  这一差异在 20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最为明

显，观察到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显著，而在儿童中可以忽略不

计。这表明出生登记历来偏好男童。 

 

10
 Gloria Mathenge 等，“减轻自然灾害对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影响：瓦努阿图的案

例”，载于《良好做法汇编：在冲突、紧急情况和脆弱环境中利用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

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2021 年，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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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然而，即使在性别登记率没有明显差异的国家，妇女和女童仍可能面临

被排斥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全面的民事登记数据或人口普查中的

某些问题意味着出生登记中的不平等只能通过调查来估算。虽然调查是估计

登记完整性和确定影响登记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的有用数据来源，但由于样

本数量有限，无法进行详细分析，这意味着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相对平

等，却可能会掩盖某些人口亚群体中影响女童的不利因素。此外，由于缺乏

关于国家人口亚群体中的性别差距的文献，无法探讨出生登记不足的交叉原

因和影响。 

三． 性别和法律身份 

25. 民事登记通常是身份证明文件的基础。没有出生证明，可能很难获得国

民身份证件。例如，亚太区域 39 个国家需提供出生证才能获得国民身份证

件。
11
 

26. 出生登记为一个人的存在提供了正式和永久的法律承认。通过出生证证

明法律身份，使个人得以行使权利，包括投票和政治参与，以及获得医疗保

健、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出生登记和法律身份方面的性别差

距可能会加剧不平等，通常使妇女和女童处于不利地位。 

27. 世界银行“身份识别促进发展倡议”通过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调查评

估了全球在获取国民身份证件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该调查于 2017 年首次

进行，并在 2020-2021 年期间再次开展。根据调查结果，在低收入国家，45%

的女性没有国民身份证件，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30%。在阿富汗拥有国民身份

证件的人中，男性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在巴基斯坦，在对教育和婚姻状况的

性别差异进行调整后，18岁至 40岁的女性拥有身份证的可能性比同年龄男性

低 6%。这种性别差距在较贫穷的五分位数群体中最大(在 8%至 11%之间)，在

最富有群体(2%)中较小。
12
  根据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的数据，

在印度尼西亚，贫困家庭中只有半数妇女拥有身份证。
13
 

28. 此外，2017-2018年人口和保健调查对巴基斯坦受教育机会方面的性别差

距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出生登记与该国获得教育服务的机会显著相关。在

未登记的儿童中，中小学教育成果的性别差距更大，男童读完这些级别的比

例比女童高出 20 多个百分点。对于出生登记的儿童，性别差距缩小到大约 8

个百分点，而有出生证明的儿童的性别差距下降到不到 3 个百分点。在所有

因素(例如财富、居所类型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未登记的男童

比未登记的女童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教育，但已登记的儿童性别差距会缩小，

而登记并有出生证明的儿童的性别差距会进一步缩小。结果强调指出，通过

 

11
 见 ESCAP/MCCRVS/2021/1。 

12
 James C. Knowles，“评估现有数据的质量和相关性，以监测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

命统计的性别层面”，为联合国基金会编写的文件，纽约，2016 年 5 月。 

13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性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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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登记和出生证明提供法律身份在确保女童接受教育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14
 

29. 除了支持获得公共服务外，要获得私营部门的服务，往往同样需要法律

身份文件。例如，缺乏身份证明可能是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关键障碍。金融

服务领域的性别差距极大，特别是在亚洲及太平洋的一些次区域，如南亚，

那里大约 30%的女性拥有银行账户，而男性则接近 45%。
15
  法律身份证明可

以极大地改善妇女的金融普惠和经济赋权。 

30. 没有民事登记，因此没有法律身份，这也给在国外非法就业的妇女带来

了更大的风险，因为她们在工作国可能没有资格获得国家的保护。对于亚太

区域来说，这种风险上升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相关问题，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向

较富裕国家移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据估计，2016 年有 900 万印度尼西亚人

在国外工作，其中近 50%是女性，通常在邻国和中东的非正规部门担任家政工

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女工中大约 19% 没有在海外合法工作的适当证

件。
16
  在目的地国缺乏劳动法的保护，使她们更容易遭到人权侵犯。此外，

妇女劳动力移民对民事登记有代际影响，因为留守在原籍国的儿童不太可能

进行出生登记。
17
  

四． 从性别视角看结婚和离婚登记的重要性 

31. 结婚和离婚是重大的生命事件，需要通过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进行

登记并办证。虽然对出生登记和提高出生和死亡登记率的必要性的关注不断

上升，但世界银行在题为“身份证明在结束童婚方面的作用”的报告中发

现，对加强婚姻登记的关注偏少。
18
  在所有生命事件中，结婚和离婚的记录

是最不可靠的，数据有效度最低，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但这些记录的改善

优先级往往最低。在这些国家，结婚仪式往往只是一种习俗，这使得登记这

些事件变得困难。
19
 

32. 结婚和离婚登记和办证提供了主张个人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所

必需的法律文件。例如，结婚证书为个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在与外国

公民结婚时，需要持这些文件来主张资产、继承权、家庭福利计划和公民身

份。如果没有正式的婚姻登记和证明，在丈夫去世后，继承权可能不会默认

 

14
 “出生登记对巴基斯坦教育成果的影响”，载于《2020 年版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数据》

(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15
 Sarwat Jahan 等，“亚太区域的金融普惠格局：十几个关键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

作文件，第 WP/19/79 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华盛顿特区)。 

16
 世界银行，《印度尼西亚的全球工人：兼顾机遇和风险》(2017 年，华盛顿特区)。 

17
 Ewha Womans University, 2016/17 KSP-WB Joint Consulting Project: Strengthening 

Civil Registr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 The Second Phase (Seoul,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2016). 

18
 Lucia Hanmer 和 Marina Elefante，“身份证明在结束童婚中的作用：身份证明促进发

展”(世界银行，2016 年，华盛顿特区)。 

19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

性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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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未亡配偶，而且她可能被拒绝获得社会保护援助，如寡妇津贴。
20
  此外，

离婚证为获得养恤金福利、扶养费、监护权、子女抚养费和分配婚姻期间获

得的资产提供了便利。 

33. 上述世界银行报告包含以下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调查结果： 

(a) 婚姻的民事登记决定了婚内财产制度，因此也决定了结婚期间和

在解除婚约时的财产分配和管理； 

(b) 婚姻的民事登记是获得家庭卡的必要条件，家庭卡可用于证明现

金转移计划、有补贴的医疗保健和其他政府服务的经济资格； 

(c) 婚姻登记意味着只有通过合法离婚才能解除婚姻，这样可以明确

分割财产，安排子女监护权； 

(d) 在指控家庭暴力时可能需要婚姻证明，具体情况根据家庭暴力的

立法而定； 

(e) 结婚证明简化了子女的继承手续。 

34. 在南亚，结婚和离婚登记差距通常最大，大多数国家几乎或完全没有可

靠的记录。
21
  这些差距反映了结婚和离婚登记服务的供求不足以及婚姻登记

的复杂性，因为不同的立法可能与不同的宗教团体相关，而且在一些国家，

多个机构可以办理婚姻登记。然而，与所有其他生命事件一样，获得结婚和

离婚登记的障碍以及处于未登记婚姻中的后果令妇女和女童受害尤甚。 

35. 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许多国家，婚姻登记不是强制性的。与出生和死亡登

记不同，婚姻登记往往有多个法律框架，包括民事、宗教和习俗婚姻的并行

程序。因此，结婚和离婚登记和办证过程过于复杂、重复，通常建立在一个

国家现有的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基础上。 

36. 例如，在巴基斯坦，丈夫可以说三遍塔拉克(talaq)一词，或向妻子和当

地政府的代表发出书面离婚通知(《穆斯林家庭法条例》，1961 年，第 7

条)。相比之下，妻子通过法院离婚(khul 式离婚)，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判

离，例如虐待、遗弃或丈夫患有汉森氏病或恶性性病(《穆斯林解除婚姻

法》，1939年，第 2条)。离婚时，妻子需要部分偿还新郎按照婚约支付给她

的彩礼(mehr)。(《家事法庭法》，1964年，第 9条)。
22
  因此，与离婚相关

的社会污名化以及直接和间接的代价意味着，女性往往会发现自己要么困在

婚姻中，要么陷入贫困。 

 

20
 儿基会，《2018 年南亚国家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状况》。 

21
 同上。 

22
 Mehr 是新郎在伊斯兰婚礼时以金钱或财产的形式向新娘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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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亚太区域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比例高得惊人。在南亚次区域，20 岁

至 49岁的妇女中有 56%在 18岁之前结婚。
23
 

38. COVID-19 疫情加剧了这一问题，将另外 1 300 万女童置于童婚、早婚和

强迫婚姻的风险之中。
24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2020年，向地区和宗教法院

提交的与未成年人结婚的许可申请数量在 6 月份达到了 2.4 万份——是 2012

年全年总数的 2.5 倍多。国际计划组织指出，自 COVID-19 大流行病爆发以

来，特别是在西努沙登加拉省，童婚和婚姻法豁免的请求大幅增加。
25
 

39. 国家立法框架在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在这方面，国家在消除童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制定了国家目

标，并通过修改法律将最低结婚年龄定为 18 岁及以上来维护儿童权利。然

而，世界银行在其上述报告中表明，一些国家的出生和婚姻登记率持续偏

低，这使得实施立法改进和跟踪国家目标变得困难，特别是在出生和婚姻登

记率低、童婚率高的农村和偏远地区。 

40. 有效和方便的民事登记系统能够防止童婚，为已经结婚的女童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正式确定婚姻已经发生，并依法提供充分和平等的保护。婚姻

和出生登记册之间的直接联系可以使登记主管机构在办理婚姻登记之前确定

双方的年龄。主持宗教和习俗婚姻的人可以通过核实意向配偶的年龄并向民

事登记主管机构报告婚姻情况，在正式登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1. 在这方面，孟加拉国政府和国际计划开发并试行了一款移动应用程序，

与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挂钩，实时核实新娘和新郎的年龄。婚姻登记官

可以在主持婚礼之前核实新娘和新郎的年龄。据估计，在为期六个月的试点

期间，这款移动应用阻止了 3 700多起早婚或强迫婚姻。
26
 

42. 由于本区域大多数婚姻登记过程都是纸质的，投资于数字化不仅会改善

登记服务的可用性和可及性，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民事登记主管机构、宗教和

习惯法法院以及宗教和习惯法机构之间的正式联系。 

43. 结婚和离婚登记和办证是解决妇女和女童遭受系统性暴力的关键事件。

然而，在亚太区域，加强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努力很少包括在性别暴

力方面的投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以加强结婚和离婚登记系统和服

务，并加大循证研究的可用性，记录妇女和女童试图登记结婚或离婚的经

历。 

 

23
 Plan International, Time to Act!: Let’s Go Digital! -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d 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 and Reduce Adolescent Pregnancy (Surrey, 

2021). 

24
 同上。 

25
 Pla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Smart, successful, strong: the case for 

investing in adolescent girls’ education in aid and COVID-19 response and 

recovery” (Melbourne, 2021). 

26
 Plan International, Time to Act!: Let’s Go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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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命周期的终结：性别、死亡和死因 

44. 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都依靠有效和准确的死亡数据来制定方案和政策，

并跟踪健康状况不佳和疾病在人口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死亡登记和死因记

录对于衡量和减轻关键的健康挑战至关重要，包括计算超额死亡率以监测

COVID-19大流行疫情。
27
 

45. 对于家属来说，死亡证明代表了对死亡事实的最终和永久记录，近亲需

要该证书来应对死亡的法律或财务后果。完整的死亡登记，包括对死因的准

确记录，具有重大的性别影响，从产生关于某些疾病和死因的性别差异的证

据到促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死因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杀害女性，如死于亲

密伴侣之手或嫁妆不足被杀害。此外，主张继承、保险、生存和配偶福利也

离不开死亡登记。在一些国家，寡妇在申领寡妇养恤金需持死亡证明。因

此，完整的死亡登记和准确的死因记录至关重要。 

46. 由于数据匮乏，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亚太区域大多数国家的男性和女性在

死亡登记完成率方面存在显著差距。然而，有限的南亚现有证据表明，在死

亡登记方面存在巨大的性别差距。例如，在印度，女性的死亡登记完成率远

低于男性。
28
  2019 年，估计全国死亡登记完成率为女性 67%，男性 85%。

29
  

应该指出的是，2019 年的差距比前几年更大，随着一般人群死亡登记完成率

的进展而扩大，这表明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来弥合性别差距。在孟加拉国，

研究表明，在马特拉布地区农村接受调查的死亡人数中，只有 17%在国家民事

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中登记过，登记率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男性为 26%，女

性为 5%)。
30
  在报告最近家庭死亡人员已登记的受访者中，登记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获得遗产和享受社会服务。在东南亚，缅甸也存在类似的差距，该国

2017年的死亡登记完成率为男性 58%，女性 47%——相差 11个百分点。
31
 

47. 即使是在男女死亡登记完成率相似的国家，更详细的分析也会显示出性

别偏见。例如，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多数死亡都是登记的，但与男子相

比，妇女的死亡登记往往要晚得多，这可能会削弱此类登记对及时死亡监测

的效用，并降低所收集数据的质量。
32
 

48. 一般来说，女性死亡登记的可能性低于出生登记，因为死亡登记的动机

较小。女性拥有的资产通常比男性少，所以当女性去世时，继承权不那么重

 

27
 见 ESCAP/CST/2020/INF/3。 

28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

性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9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死亡登记完成率”，统计简

报(即将出版)。 

30
 M. Moinuddin Haider and others, “Adult death registration in Matlab, rural 

Bangladesh: completeness, correlates, and obstacles”, Genus, No. 77 (July 

2021). 

31
 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死亡登记完成率”。 

32
 James C. Knowles，“评估现有数据的质量和相关性，以监测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

命统计的性别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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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一些国家，进行土葬或火葬时需要死亡证明，这对登记提供了强有力

的动机。
33
  申领社会福利(如鳏夫养恤金)也可能需要死亡登记。

34
  除此以

外，向民事登记当局报告妇女死亡的动机极小，特别是如果该妇女过世后没

有正式的资源或资产可供继承。此外，隐瞒妇女某些死因的动机，如杀害女

性和嫁妆不足受屈死亡，也助长了登记不足的问题。 

49. 由于许多国家没有准确的分类数据，因此无法进行适当的分析来评估登

记方面的性别差距或相关偏见，特别是死亡方面的性别差距。由于缺乏其他

的死亡登记数据来源如调查数据，使得反映不平等现象变得愈发困难。要更

好地了解哪些人被排除在死亡登记之外，以及如何解决他们被排除在外的问

题，尚需开展更多工作。 

50. 此外，按性别分类的死亡率数据对于提供有关疾病和健康模式的高质量

信息是必要的，而死亡原因的性别模式与公共卫生政策的设计有关。因此，

支离破碎的死亡率信息系统致使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信息白白损失。一个

这样的例子是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造成的死亡遭到瞒报，尽管《国际疾

病分类》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修订允许报告发病和死亡的外部原因。
35
  民事登

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的数据表明，全世界有 60%的国家没有关于凶杀案

死亡的有用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数据，
36
  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些数据中，

亲密伴侣暴力造成的死亡不如其他凶杀案报告率高，即使在较发达的系统中

也是如此。
37
  凶杀案数据通常不是通过民事登记系统收集的，而是通过其他

行政系统收集的，而作为死因的凶杀数据(如果有记录的话)是通过民事登记

系统收集的。
38
  对这些数据来源进行三角互证或整合以充分了解与凶杀案死

亡有关的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 

51. 准确、可靠和及时的死亡率统计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卫生紧急状况

下。当前的大流行表明，需要更可靠、更及时的死亡数据。了解有多少人正

在死去，以及他们是谁，在哪里死亡，对于跟踪病毒的传播和毒力并制定知

情的政策反应措施至关重要。这场大流行暴露了世界各地以及亚洲及太平

洋，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死亡登记系统方面的严重差距。死亡登

记中的性别偏见可能会掩盖大流行的性别影响。鉴于在分析大流行的影响时

 

33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

性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34
 James C. Knowles，“评估现有数据的质量和相关性，以监测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

命统计的性别层面”。 

35
 见 https://icd.who.int/icd11refguide/en/index.html。 

36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中性别偏见的危险和死因数据：健康不平等之路”，《性别与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知识简报》，简报 3，文件 3 (2020 年 2 月)。 

37
 Philippa Oliv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clinical coding: issues with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ICD-10) in England”,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Policy, vol. 23, No. 4 (October 2018). 

38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卓越中心，“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中性别偏见的危险和死因

数据：健康不平等之路”。 

https://icd.who.int/icd11refguide/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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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样一个关键盲点，因此降低了 COVID-19 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和对这些措

施进行评估的洞察力。 

52. 例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间，向地区卫生信

息系统报告的死亡人数为 23 552 人，该系统是手工汇编的死亡统计数据记

录。在同一参照期内，数字死因系统记录的死亡人数为 10 943人，其中经医

学证明的死亡人数占 46%。在这些经医学证明的病因中，COVID-19占 17%。这

些数据凸显了重要的记录差距，因为通过医院死亡记录系统报告的所有死亡

人数中，只有不到一半有经医学证明的死因。这些数据还指出了全面的民事

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的更广泛潜力，例如确定死于 COVID-19 的人数占总死亡

的比例以及疫情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健康影响的能力。为应对疫情而建立的

扩大版死因系统中记录的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分析表明，COVID-19 造成的男性

死亡人数多于女性(在 COVID-19 登记在册的死亡病例中 71%是男性)。尽管全

球死亡率数据表明，可能会有更多男性死于这场大流行，但旁遮普省登记的

巨大性别差距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很可能由于民事登记系统低估了妇女

死亡人数而雪上加霜。
39
 

六． 结论 

53. 2014 年，随着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工作全民覆盖”部长级宣言的发表，

本区域各政府一致同意对出生、死亡和其他生命事件进行全民登记这一愿

景，并申明他们致力于通过提供证明家庭关系和公民身份的文件以及编制按

年龄、性别和地域分列的统计数据，促进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尽管做出了这一承诺，但相关法规和程序中仍存在性别差距。虽然女童被登

记的可能性与男童持平，但在亚洲及太平洋的几个国家，妇女在登记其子

女、结婚和离婚时面临重大障碍，而在整个区域的许多国家，妇女经死亡登

记的可能性比男子低得多。 

54. 有证据表明，未登记对女性的影响可能比男性更大。各国政府应采取措

施，减少民事登记的所有障碍，确保在妇女和难以接触到的边缘化群体中开

展生命事件的登记工作，并进一步探讨登记中相互交织的种种不平等和歧视

形式。需要开展更多深入研究，以确定并解决妇女在登记生命事件时遭遇的

种种性别歧视，以及这一经历如何与其他形式的歧视相互交织，例如基于族

裔或社会经济地位的歧视。在那些存在不分性别的法律但歧视妇女和女童的

做法仍然存在的国家，可能有必要更加注重提高认识并培训登记工作人员。 

七． 供审议的问题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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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已制定的

计划和战略，以便在改进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时纳入性别观点，以实现以下

共同愿景：到 2024 年，让亚洲及太平洋人人都能受益于全民普及和反应灵敏

 

39
 Shagufta Zhareen and others, “Gender-sensitive response to crises using CRVS: 

a Punjab case study”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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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这些系统有助于实现他们的权利，并支持善

政、卫生和发展。 

56. 部长级会议不妨就如何加强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的性别包容办法提出建

议，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普遍登记，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服务和机会并

实现其权利，包括继承权和财产权，免遭童婚等有害习俗的影响，并进一步

确保父母的婚姻状况不影响其子女的出生登记。 

57. 部长级会议不妨特别确认结婚和离婚登记对于解决性别问题的重要性，

并讨论这方面可能的改进工作。 

58. 最后，部长级会议不妨讨论并提供咨询意见，解决进一步细分出生和死

亡登记数据的迫切需求，以支持善政、卫生和发展，并为各国政府提供有效

应对未来危机的重要工具。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