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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 

社会统计技术咨询小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列出了一组旨在切实掌握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民众生活条件有关

的基本社会关切和政策需求情况的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草案。编制这

组核心统计数据集的目的是将之作为指导方针，用以指导提高本区域国家统

计系统在这些领域内的能力，以期实现统计委员会 2020 年战略目标。这组

核心统计数据集系由社会统计技术咨询小组与各相关成员国及有关国际组织

协商编制。 

委员会不妨审查并核可这组核心统计数据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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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的背景和基本原则 

1. 统计委员会在其 2010 年第二届会议的第 2/1 号建议中，表示完全

支持确保本区域所有国家至 2020 年时均具备提供关于人口、经济、社

会和环境诸领域所涉商定基本范围内统计数据的能力的目标(文件

E/ESCAP/CST(2)/9)。委员会的这一构想支持开展相关的国际和国家政

策对话，而且突显了统计和数据对可靠的循证政策的作用——这些政

策的目的正是为所有人营造一个在经济、社会和环境诸方面均可持续

的未来。1 

2. 为实现其社会领域的战略目标，委员会设立了社会统计技术咨询

小组，以便就其战略方向以及实质性和方法上的指导方针提供建议。

根据其任务和战略方针，2  技术咨询小组着手开展的工作是：讨论社

会统计的概念范围和框架、并审查对过去和目前的社会现象进行测量

方面的经验。 

3. 通过研究若干过去的相关国际经验，就能洞察为社会统计工作构

建一个概念框架可采取的方法。这些方法从标出所有社会交往领域的

宽泛做法，到只考虑决策者在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特定优先事项的另一

极端做法不等。3  技术咨询小组还审查了当前的社会统计工作，尤其

将重点放在亚太区域的国家和组织。除研究与生产和使用社会统计数

据有关的体制和概念框架之外，技术咨询小组还分析了本区域的现有

相关框架，诸如亚洲开发银行的“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4  以及太

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所制定的“最低国家发展指标”等。5 

4. 技术咨询小组所开展的分析和对过去相关经验的审查结果突显了

今后工作的复杂性。由于认识到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做法不太可能具

有可行性，技术咨询小组决定使用一种更有针对性和更为简单的做

法：拟定一个切实了解基本社会关切领域和政策需求领域和每一领域

内的重大问题（统计专题）的核心人口与社会统计数据集。 

                                                 
1  联合国 2015 年后时期的发展议程工作组，《为所有人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未来，提交

秘书长的报告》，2012 年 6 月。见：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untaskteam_undf/untt_report.pdf。 

2  技术咨询小组战略方针草案和工作计划草案在文件 E/ESCAP/CST(3)/5 中作了介绍。 
3  关于社会测量问题国际辩论演变情况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

计司，“过去和目前为系统发展社会统计所开展的工作”，向联合国社会统计范围
与内容问题专家组会议提交的报告，纽约，2008 年 9 月，ESA/STAT/AC.161/1；以
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社会统计范围与内容问题专家组会议的最终报
告”，  纽约， 2008 年 9 月。见： http://unstats.un.org/unsd/statcom/doc09/BG-
SocialStats-2.pdf 。 

4 亚洲开发银行，“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亚洲及太平洋关键指标，特别增刊”(菲律
宾曼达卢永市：亚洲开发银行，2011 年）。见：
www2.adb.org/Documents/Books/Key_Indicators/2011/pdf/KI2011-special-
supplement.pdf。 

5 关于对过去和目前测量社会现象经验的更全面的审查，请参见在 2011 年 9 月 29 日和
30 日在曼谷举行的技术咨询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相关文件。相关信息见：
www.unescap.org/stat/social-stat/meeting-Sep2011/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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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着手编制这组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时，技术咨询小组确

定将采用下列各项原则： 

(a) 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将用作改善国家能力开发的指导方针，

以便根据委员会的目标，确保本区域国家到 2020 年具备编制这套基本

人口与社会统计数据的能力。尤其是，将利用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指

导对相关国家做法和能力的审查工作；这一进程将有助于查明相关能

力差距和需求。审查结果将成为拟定一个旨在努力解决这些差距和需

求的区域方案的基础； 

(b) 鉴于其在能力开发方面的作用，核心统计数据集将成为切实

了解本区域各国共同基本决策需求和辩论的一个基准。为确保这一

点，就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草案，基于国家视角与本区域成员国、并

与相关国际伙伴 6 开展了协商； 

(c) 核心统计数据集侧重于统计数据，而不是指标。在每个国

家，不同的指标可用于国家和地方之目的。因此，核心统计数据集不

侧重于指标，而是指对本区域各国比较重要的重大人口与社会问题的

统计数据。此外，统计数据往往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而指标可能

更易受政策变动的影响； 

(d) 核心统计数据集清单无意成为一份人口与社会统计数据的详

尽清单，而是一组掌握人口与社会关切和政策需求最必不可少的、当

前和新出现的领域的统计数据； 

(e) 核心统计数据集并非由诸如千年发展目标或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等其他报告框架所驱动。然而，这一核心统计

数据集中所包含的统计数据需要掌握在国家和国际两级的相关国际政

策辩论和正在开展的讨论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千年发展目标

议程以及最近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大会)确定的议程和

2015 年后时期的联合国发展议程。这些议程不仅确认日益需要重点关

注民众和社区的生活和生活条件，而且也应日益需要重点关注其居住

国的环境和经济繁荣。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与正在开展的相关辩论保

持一致，这是委员会战略目标具有相关性的新证据； 

(f) 成员国商定，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不意味着承担交付或汇报

某一组具体核心统计数据的义务，而是将用作提高国家人口与社会统

计能力的一个区域指导方针； 

(g) 这一核心统计数据组不是硬性规定的，因为成员国可能有一

些具体的国情，可能需要在这一区域统计数据集之外添加更多的统计

数据，或不考虑其他一些统计数据。但是，核心统计数据集中应囊括

对本区域国家比较重要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例如，如果城市化这一概

念适用于除一个特定成员国以外的所有其他成员国，核心统计数据集

                                                 
6 协商对象为国际组织是亚太统计发展伙伴。更多相关信息见：

www.unescap.org/stat/partnership/index.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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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应包括这一专题。对所涉特定国家而言，在审查该国家的相关做法

和能力时，可以不考虑这些统计数据； 

(h) 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具有远大的志向，因为它旨在纳入据认

为对政策需求比较重要的人口与社会领域，并计入了今天和未来的重

大政策需求。为使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在将来也具有相关性，所纳入

的领域和统计专题应覆盖当前和新出现的人口与社会关切和政策需求

的领域。对于一些统计专题问题，如主观福祉和治理问题等，技术咨

询小组认识到，相关技术讨论和国际标准仍在发展过程中，区域方案

应密切关注国际辩论的演变，以进一步纳入其主要成果。7  随着列入

了这些新的人口与社会关切和政策需求，核心统计数据集将保持最新

状态，并将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能继续为国际统计辩论做出贡献。 

二、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 

6. 在这一进程的初期，技术咨询小组就决定需要确定与社会现象有

关的优先统计数据项。优先考虑的是那些与本区域有关的、具体的、

定义完备的人口与社会关切问题（领域），并在每一领域内，确定日

益与政策需求具有关联性的新出现的复杂的社会关切问题（专题）—

—这些专题侧重于统计数据，而不是指标。 

7. 经与统计委员会主席团几次讨论、以及在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内并

与国际合作伙伴开展了广泛协商后，技术咨询小组为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制订了一组核心人口与社会统计数据集草案，共囊括以下 11 个领

域：人口、健康、收入、财富和支出、就业、教育与培训、住房与基

础设施、信息和通信、犯罪与司法、家庭与社区、文化与休闲、以及

政府管理。这些领域据认为对测量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是必不

可少的。 

8. 在每一领域中，都确定了一些相关统计专题，以便设法把握各相

关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优先社会关切领域和政策需求。这些专题被匹

配到每一领域。例如，在人口领域内，相关统计专题是：人口数目、

出生、死亡、国际移徙、人口流动性（内部迁移）和城市化。 

9. 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还涵盖一些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诸如政府管

理和家庭与社区。这些主题的纳入将使这组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

集得以在其详细的特征方面进行演变，从而确保核心统计数据集到

2020 年时仍具有关联性。 

                                                 
7 在政府管理领域，相关国际辩论包括几项举措，例如世界银行的政府管理指标、以

及于 2012 年 10 月 16 至 19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第四届
世界论坛的讨论。经合组织一直在积极开展测量主观福祉的工作，目前正在拟定测
量主观福祉的指导方针。在成员国内，也有一些与测量主观福祉有关的举措实例。
例如，2012 年印度尼西亚国家中央统计局将开展关于测量印度尼西亚幸福指数的幸
福感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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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术咨询组还确定需要有更多的国内分列统计数据，既包括按地

域分列的、也包括按人口群体分列的统计数据，因此针对每一领域和

统计专题列入了相关的特性分析。 

11. 下表列出了拟议的核心统计数据集（领域和统计专题）、国家一

级分列数据可能具有的相关特性、以及相关指标的若干说明性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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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领域和统计专题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人口数目 年龄、性别、地

域、出生国 

总人口、每年平均人口增长

率 

出生 母亲年龄、地域、

孩子的性别 

出生人数、粗出生率、青少

年生育率 

死亡 年龄、性别、地域 死亡人数、粗死亡率、婴儿

死亡率 

国际迁徙 年龄、性别 进出所涉国家的常住移民

数、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 

人口流动性(内
部迁徙) 

年龄、性别、地域

(来源地、目的地)

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地区的人

数 

人口 

城市化 年龄、性别、地域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

数所占比例 

死亡率 年龄、性别、地域 死亡人数、按年龄分列的死

亡率、粗死亡率、预期寿命 

死亡原因 年龄、性别、地域 按诸如癌症、疟疾和冠心病

等病因分列的死亡率 

健康风险因素 年龄、性别、地

域、收入五等分

法、教育水平 

有诸如喝酒、吸烟、节食、

体力活动和运动等健康冒险

行为的成年人所占比例、身

体质量指数 

疾病流行率(发
病率) 

年龄、性别、地域 艾滋病毒流行率、疟疾和肺

结核疾病发生率 

生殖和孕产妇
健康 

年龄、性别、地

域、母亲年龄(出

生统计数据)、出

生体重 

孕产妇死亡数、孕妇和哺乳

期妇女贫血流行率 

儿童健康 年龄、性别、地

域、母亲年龄(出

生统计数字)、出

生体重 

按孩子体重分列的出生人

数、婴儿死亡率、体重不足

的五岁以下儿童所占比例、

接种麻疹疫苗者所占比例 

健康 

医疗卫生服务
的获取、价格
可承受性和提
供情况 

年龄、性别、地

域、收入五等分

法、教育水平 

人均医生人数、医疗卫生公

共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数)、以及人均医疗卫

生保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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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1)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家庭收入(水平
和分配情况)以
及收入的主要
来源 

家庭规模和组成(年龄

和性别)、个人特征，

例如教育水平、劳动

力状况、就业状况、

全职/非全时就业状况

和地域等 

家庭收入总值，等值化家

庭收入、基尼系数、接受

社会援助(社会保护)的家

庭数目和人口所占比例 

家庭财产(水平
和分配情况) 

家庭规模和组成(年龄

和性别)、个人特征，

例如教育水平、劳动

力状况、就业状况、

全职/非全时就业状况

和地域等 

家庭净值五等分法 

家庭支出(水平
和分配情况) 

家庭规模和组成(年龄

和性别)、个人特征，

例如教育水平、劳动

力状况、就业状况、

全职/非全时就业状况

和地域等 

按照宽泛的支出群体分列

的平均每周支出、最贫困

的 20%的人口在国家消费

中所占比例 

贫困与不平等 家庭规模和组成(年龄

和性别)、个人特征，

例如教育水平、劳动

力状况、就业状况、

全职/非全时就业状况

和地域等 

基尼系数、极端贫困的人

口 

收入、财

产和支出 

资金压力 家庭规模和组成(年龄

和性别)、个人特征，

例如教育水平、劳动

力状况、就业状况、

全职/非全时就业状况

和地域等 

常常挨饿者人数和从家人

(朋友)处寻求资金帮助者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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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2)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人口的劳动
力状况 

年龄、性别、职业或技能水

平、行业(经济活动)、教育

水平、就业状况、地域、正

规 (非正规)就业、全职/非

全时就业状况、居住状况 

就业的工作年龄人口所

占百分比、就业与人口

所占比例、劳动力参与

情况 

劳动力利用
不足 

年龄、性别、职业或技能水

平、行业(经济活动)、教育

水平、就业状况、地域、正

规(非正规)就业、全职/非全

时就业状况、居住状况 

失业率、与时间有关的

就业不足所占比例、长

期失业率、目前未就业

或受教育的青年、就业

障碍 

收入或薪水 年龄、性别、职业或技能水

平、行业(经济活动)、教育

水平、就业状况、地域、正

规(非正规)就业、全职/非全

时就业状况、居住状况 

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

每天工资平均值和中位

数、按工作小时数分列

的收入情况 

工作时数 年龄、性别、职业或技能水

平、行业(经济活动)、教育

水平、就业状况、地域、正

规(非正规)就业、全职/非全

时就业状况、居住状况 

实际工作时数、平常工

作时数 

无薪工作 年龄、性别、家庭种类和组

成 

无薪工作的男性和女性

的工作时数 

职业安全 年龄、性别、职业或技能水

平、行业(经济活动) 

遭受致命或非致命职业

伤害和疾病(损失工作

日)的工人人数 

罢工和停工 行业 (经济活动) 罢工和停工次数、参与

罢工和停工的工人数 

劳动监察 行业 (经济活动) 劳动监察人员数、在一

年期间访问工作场所的

劳工监察数 

工会成员 年龄、性别、行业(经济活

动)、就业 

工会成员数 

就业 

集体谈判 性别、行业(经济活动) 集体谈判覆盖的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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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3)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幼儿学前班入
学率 

年龄、性别、地域 在幼儿学前班/托儿所学校

上学的孩子所占比例(按年

龄组分列) 

小学、中学和
大学入学率 

年龄、性别、地域 小学净入学率、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入学率 

小学、中学和
大学入学率 

年龄、性别、地域 在中学上学的孩子所占的

比例(按年龄组分列)、参

加高等教育的成年青年人

的比例 

小学、中学和
大学完成情况 

年龄、性别、地域 从一年级读到小学最后一

年的小学生所占比例、平

均上学年数 

资格/成就 年龄、性别、地域 至少读到高中的人口所占

比例、有高等教育或职业

教育资格所占比例 

学童的识字和
算术能力 

年龄、性别、地域 阅读、数学和科学学习成

绩 

成人识字和算
术 

年龄、性别、地域 成人识字率 

终身学习 年龄、性别、地

域、劳动力状况 
接受工作培训的工人人数 

教育与培训 

提供教育与培
训 

 每个学生的公共支出(小

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教

育公共总支出（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以及

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学生

教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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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4)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住房存量和状
况 

地域 修缮良好的住房存量所占比

例、生活在分开的住房的家

庭所占比例 

住房的价格可
承受性和保有
时间 

住房类型和组成、

家庭收入五等分

法、家庭参照人的

年龄和性别以及劳

动力状况 

花在住房的家庭收入所占比

例、完全拥有/租用住房的比

例 

住房需求 地域、住房种类 未能得到满足的需求 — 所

需住房 

享有服务情况
和接近服务提
供地点的情况 

地域 能使用改进的环境卫生设施

的人口所占比例、有 5 岁以

下子女、且居住地点离医疗

中心或诊所超过 x 公里的家

庭所占比例、能用上电的家

庭所占比例 

过分拥挤 地域、年龄、性别 居住在过分拥挤的住房的人

口所占比例、居住在过分拥

挤住房的城市人口所占比例 

无家可归 地域、年龄、性别 无家可归者人数 

住房与基

础设施 

公共住房和住
房援助方面的
政府的支出 

地域 接受住房援助的人口所占比

例、生活在公共住房的人口

所占比例 

拥有电视、收

音机、电脑及

能上网的家庭 

家庭种类与构成、

家庭收入五等分法

拥有一部电话的家庭的比

例、有一台电脑的家庭的比

例、能够上网的家庭的比例 

按个人和地点

分列的信息和

通信技术(信通

技术)使用情况 

年龄、性别、劳动

力状况、职业、收

入五等分法、地域

在过去 12 个月里使用互联网

的人口所占比例、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使用一部移动电话

个人所占比例 

信息与通

信 

在教育中使用

信通技术的情

况 

地域 为教育之目的使用电视的学

校所占比例、能上网的学校

所占比例 

 



E/ESCAP/CST(3)/5/Add.1 

 

11 

表 1：(续 5)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按种类和犯罪是在
家庭内或在家庭外
发生进行分列的报
告的罪案数目 

年龄、性别、地

域 
每 10 万人凶杀案率 

按种类和是在家庭
内还是在家庭外发
生分列的(报告的和
未报告)犯罪的受害
者人数和特征 

年龄、性别、地

域 
受攻击的受害者人口所

占比例、认识罪犯的受

害者所占比例、家内暴

力和家庭暴力的普及率 

罪犯人数及其特征 年龄、性别、地

域 
犯罪人口率 

家内/家庭暴力 年龄、性别、地

域 
过去 12 个月内经历了

由一名亲密伴侣或非亲

密伴侣施加的身体暴力

或精神暴力的妇女所占

比例 

囚犯人数及其特征 年龄、性别、地

域 
监狱人口规模、未被判

刑的监狱人口所占比

例、监狱过分拥挤程度 

对犯罪和安全感的
感觉 

年龄、性别、地

域 
仅在家 (仅在公共场

所)感到安全的人口所

占比例 

犯罪与司法 

司法系统的运作  裁定案件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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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6)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家庭种类与
组成、家庭
建立与解散 

家庭成员的年龄和

性别、地域、家庭

参照人的劳动力状

况 

单身家庭所占比例、生活在

单亲家庭的孩子所占比例、

离婚数目、结婚数目、新娘

年龄、父母有一方在海外工

作的有受抚养孩子的家庭所

占比例 

残疾与照料
者 

家庭种类与构成、

家庭参照人的就业

状况、(残疾人的)

年龄、劳动力状况

有一名残疾人的家庭所占比

例、照料者人口所占比例 

工作/生活平
衡 

 成员国是否批准了国际劳工

组织的《关于有家庭责任的

男女工人享受平等机会和平

等待遇公约》(第 156 号公

约)，a 能享受产假/陪产假的

工人所占比例 

社会凝聚力
和社会隔离 

年龄、性别、地域 毒品引发死亡、志愿者人口

所占比例、认为他们在发生

危机时能够依赖邻居的人口

所占的比例、与家人和朋友

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口的比例 

社区参与和
社区多样性 

人口、性别、地域 参加共同的社会活动的人口

所占比例、按出生国分列的

人口情况 

生活满意程
度 

年龄、性别、地

域、劳动力状况 

对生活满意的人口所占比例

以及对生活满意程度 

对家庭友好
的政策的存
在情况 

年龄、性别、地

域、职业、活动行

业 

成员国是否批准了国际劳工

组织的《关于有家庭责任的

男女工人享受平等机会和平

等 待 遇 公 约 》 (156 号 公

约)，能享受产假/陪产假的

工人所占比例 

家庭与社区 

童婚和强迫
婚姻 

年龄、性别、地

域、宗教信仰 

年龄 20-24 岁已婚或 18 岁前

就同居的妇女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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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7) 

领域 统计数据 

(专题) 

可能的相关特征 可能的相关指标的 

说明和实例 

所讲语言 年 龄 、 性 别 、 种
族、出生国、收入
五等分法、教育成
就、劳动力状况 

在家最常用语言、能够说一
种以上语言的人口比例 

参加的文化活
动和场合 

年 龄 、 性 别 、 地
域、收入五等分法 

诸如剧院和博物馆的等文化
场所活动的参加率、正规和
非正规活动的参加率 

参加休闲活动 年 龄 、 性 别 、 地
域、收入五等分法 

参加有组织运动、参加运动
会的情况 

文 化 与
休闲 

国际旅游到达
和离开 

年龄、性别、居住
国 

短期到达和离开数 

参与选举进程 年龄、性别、地域 在上次选举中有资格投票的
人口所占比例、在上次选举
中投票的人口所占比例 

参与决策 年龄、性别、地域 妇女在政府部长级职位所占
比例、妇女在国家议会所占
职位比例、妇女在管理职位
所占比例、妇女参与地方政
府的情况 

对公私营机构
的管治进程满
意的感觉情况 

年龄、性别、地域 对选举过程的诚实性表示满
意的人口所占比例、对政府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表示满意
的人口所占比例 

对交付的特定
服务满意的情
况 

年龄、性别、地域 对公共(私营)医疗卫生服务
满意的人口所占比例、对教
育服务满意的人口比例、在
获取服务时遇到困难的人口
所占比例 

对公共机构表
示信任的情况 

年龄、性别、地域 信任公共机构、如警察、司
法和医院等的人口所占比例 

法律系统和法
治的有效性 

年龄、性别、地域 从被起诉到审判所需要的时
间长度、未判刑的囚犯人数 

政 府 管
理工作 

国家致力于维
护人权的力度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的出台
情况、是否对《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b  第 16
条持保留意见 

 
a 见：www.ilo.org/gender/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WCMS_114192/lang--

en/index.htm。 

b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90 卷，第 255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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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协商和国际协商 

12. 广大人口与社会统计生产者和用户界，通过一系列国家和国际协

商，对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所涉领域和统计数据表示支持。8  在目前

的草案中，没有据认为是缺失的具体领域，所收到的意见一般涉及希

望提供更多的细节和特性，技术咨询小组计划在后续相关阶段的工作

中予以纳入。上述核心统计数据集纳入了这些协商的结果。 

13. 协商的参与者，即相关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对技术咨询小组确定

的 11 个领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但是，有两个领域，即政府管理和家

庭与社区领域，被认为比其他领域更雄心，因为它们要处理一些新出

现的问题。 

A. 政府管理和家庭与社区领域 

14. 关于政府管理领域，相关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对此表示支持，但同
时亦表示须谨慎对待。从协商得到的意见涉及提供关于方法的指导方
针、明确的定义和技术指导的必要性，还强调了这一领域的主观测量
和客观测量两者的作用。这些意见并不奇怪，因为这是社会关切一个
相对较新的新出现的领域。 

15. 关于家庭与社区领域，相关成员国和国际伙伴总体上表示支持。
协商得到的意见集中在两个主要统计专题：工作/生活平衡和善待家庭
的政策。关于这些专题，寻求进一步进行澄清和阐述，所提供的这些
反馈意见将成为技术咨询小组以后相关阶段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意见
还强调了关于这一领域及其几个专题的国际认可的指导方针的重要
性，以及这一领域的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的作用。 

16. 技术咨询组确认了“政府管理”和“家庭与社区”这两个领域对
目前新出现的社会关切和政策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密切跟踪在未来几
年将影响这些领域的国际发展动态的必要性。此外，由于这一核心统
计数据集的目标是到 2020 年仍成为一组具有关联性的统计数据。其志
向远大的雄心，对于确保这些数据可根据成员国新出现的政策重点随
着时间不断演变，是很重要的。 

B. 来自国家协商和国际协商的反馈意见 

17. 关于每一领域的更详细的意见在附件中作了概括总结。总体而
言，各相关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对这组核心统计数据项提供了支持性反
馈意见和建设性评论。详细的反馈意见和评论将在工作计划的下一阶
段使用。 

18. 即使每一领域都有若干已确定的专题仍然在统计开发中，但没有
任何成员国或国际伙伴强烈表明希望不将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列入已确
定的领域和专题。所有协商的参与者都支持进一步开发这些专题。 

                                                 
8 关于这组核心统计数据项协商进程的更多信息，见文件 E/ESCAP/CST(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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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9. 社会统计技术咨询小组根据其战略方针和工作计划，并依据委员

会关于确保亚太经社会区域所有国家到 2020 年具备提供一组商定的基

本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统计数据的能力的战略目标，制订了这组

核心统计数据集草案。 

20. 本文件中所讨论的这组核心统计数据集草案是咨询小组深思熟虑

的结果、而且也是对现有国家和国际的社会测量经验进行研究（尤其

侧重于本区域的视角）的结果。此外，这组核心统计数据集草案是建

立在与亚太经社会各相关成员国和国际伙伴的广泛协商进程的成果的

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和伙伴都表示在总体上支持这组核心统计数据

集及其努力满足本区域最基本和具有关联性的政策需求的目标。 

21. 委员会不妨审查并核可这组人口与社会核心统计数据集，以便将

之作为提高各相关国家人口与社会统计能力的区域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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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亚洲及太平洋核心人口与社会统计数据集草案开展的国家和国际协

商进程的成果分析 

领域 成员国 国际伙伴 协商意见 

人口 支持 支持  主要意见涉及：城市化是一个统计

专题、抑或是一个跨领域问题。 

健康 支持 支持  指出了健康领域、人口领域与工作

领域之间的联系。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均可适用。 

 政策指标将需要仔细考虑。 

收入、财

产和支出 

支持 支持  应考虑家庭和个人级别的统计数据 

 关于资金压力，需要进一步开展工

作。资金压力可能可与贫困和不平

等数据项合并。 

 将在短期内提供经合组织关于这一

领域几个专题的指引。 

就业 支持 支持  主要意见涉及：其中的一些统计专

题应是就业专题、抑或实际上是就

业的特征，如劳动力利用不足等。 

 关于这一领域，国际劳工组织提供

了非常有建设性指导意见，可供技

术咨询小组考虑。 

教育与培

训 

支持 支持  对几个专题，应考虑成果测量以及

投入（活动）测量。 

 如进一步澄清，终身学习专题将从

中受益。 

住房与基

础设施 

支持 支持  对其中几个专题，需要使它们更易

理解，以及提供更多特性信息。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均可适用。 

信息与通

信 

支持 支持  建议扩大到其他形式的信通技术，

如智能手机。 

 建议考虑普及率，如宽带普及率。

犯罪和司

法 

支持 支持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均可适用。 

 对几个专题，如司法系统的运作

等，相关国际指导方针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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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成员国 国际伙伴 协商意见 

家庭与社

区 

总体上支持 总体上支持  对工作/生活平衡专题的支持参差

不齐。然而，大多数意见要求进一

步澄清和阐述，而不是要求将之从

这一核心统计数据集中删除。 

 如能作进一步审查和澄清，则对善

待家庭的政策专题将从中受益。 

 对这一领域及其几个专题，国际核

准的指导方针非常重要。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均可适用。 

文化与休

闲 

支持 支持  大多数意见是：需要针对这一领域

给出明确的定义。 

政府管理

工作 

总 体 上 支

持，但也应

谨慎对待这

样一个人口

与社会统计

的新领域 

总 体 上 支

持，但也应

谨慎对待这

样一个人口

与社会统计

的新领域 

 对这一较新的领域，将需要关于方

法的指导方针、明确的定义、以及

技术指导。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均可适用。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