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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委员会在其 2010 年 12 月的第二届会议上大力表示支持联合国粮

食与农业组织关于为实现“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制定一项

区域执行计划的提议。委员会决定在“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指导

小组之下设立一个关于农业统计的次级小组，负责指导执行计划的拟

订工作。 

本文件综述了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的设立及其拟订《改进农业和农

村统计亚太区域行动计划》的工作情况。 

这项区域行动计划在 2012 年 10 月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农业统计

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获得核准。农业统计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载于

资料性文件 E/ESCAP/CST(3)/INF/6。 

鉴于农业统计委员会的审议成果，委员会不妨审议这项区域行动

计划并予以核准，包括设立一个区域指导小组来监督此项区域行动计

划的执行。此外还请委员会审议农业统计指导小组主席及副主席有关

区域指导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提案并予以批准。 

    

*  文件 E/ESCAP/CST(3)/L.1/Rev.1。 
**  由于专家磋商的时间原因而未能及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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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委员会在其 2010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决定在《改进经济

统计区域方案》指导小组之下设立一个有关农业统计的次级小组，1  
负责对《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亚太区域执行计划的拟订工

作提供指导。2 

 
1  见文件 E/ESCAP/CST(2)/9，第一章，第 2/7 号决定。 
2  见文件 E/CN.3/2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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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件综述了农业统计指导小组 2011 和 2012 年期间的工作情

况。文件提到了《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亚太区域行动计划》(即农业

统计指导小组工作的主要产出)。3  此外还提到农业统计指导小组主

席和副主席有关区域指导委员会成员组成的提议，4  这也是区域行

动计划执行拟议管理框架的一部分。 

二、本区域对全球行动呼吁的响应 
 

A． 《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 
 

3. 统计委员会在其 2009 年 2 月举行的第四十届会议上根据一份专

家文件得出如下结论：需要有一项全球战略来改进农业统计工作。5  
此一全球战略即是为应对农业统计数据数量和质量下降情况而拟定。 

4. 统计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国家和国际代表组成的“主席之友”小

组来指导全球战略的拟订工作。6  此项战略由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

与农业组织合作编纂，并从“主席之友”工作小组得到了大量投入。

《全球战略》在 2010 年 2 月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获

得核准。7 

B． 《全球战略》的区域执行计划 
 

5. 这项全球战略在 2010 年 12 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引起了

各方的注意(见文件 E/ESCAP/CST(2)/6)。委员会认识到改进本区域

农业和农村统计的迫切性、以及进一步将农业统计纳入国家统计系统

的重要性。 

6. 委员会在其第 2/7 号决定中大力支持粮农组织关于为全球战略拟

定区域执行计划的提议，并请秘书处与粮农组织和其他相关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合作协调这方面的努力。 

7. 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有关农业统计的指导小组来指导执行计划的

拟订工作。鉴于已经核准了《改进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统计区域方

案》、并设立了一个指导小组来监督其执行工作，8  委员会商定设立

 
3  通过 2012 年 10 月 3 日的电子邮件发送委员会成员。 

4  拟议成员构成情况将于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发送各与会者。 
5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增补第四号》(文件 E/2009/24-

E/CN.3/2009/29)，第一章 B 节，第 40/102 号决定。 
6  工作组包括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古巴、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摩洛哥、菲律

宾、俄罗斯联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国粮食与农业
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作为观察员和秘书处。欧洲联盟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也作为观察员参加。 

7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0 年，增补第四号》(文件 E/2010/24-
E/CN.3/2010/34)，第一章 B 节，第 41/102 号决定。 

8  见文件 E/ESCAP/CST(2)/9，第一章，B 节，第 2/6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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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农业统计工作的指导小组，作为《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

指导小组的一个次级小组发挥作用。 

8. 委员会认识到让国家统计局之外的国家统计系统参与对成功执行

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因而进一步决定，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的成员应囊

括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农业政策与研究机构的代表。 

三、委员会各项决定的后续行动 
 

A． 设立农业统计指导小组 

 

9. 根据委员会的要求，秘书处在设立指导小组的过程中与粮农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进行了协调。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和亚太统计

委员会主席在一封联名信函中邀请经社会成员与准成员提交各自对指

导小组的提名人选。 

10. 主席团主席与亚太统计委员会主席决定接受所有各项提名。该小

组于 2011 年 8 月设立，名称为“农业统计指导小组”。菲律宾农业

部农业统计局局长 Romeo Recide 先生、以及不丹农业部的统计学家

Karpo Dupka 先生分别当选为指导小组的主席和副主席。指导小组的

成员名单载于附件中。 

B． 形成区域伙伴关系 

 

11. 2011 年 5 月间，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对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努力

改进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的邀请作出了积极响应。由亚

行、亚太经社会和粮农组织组成的区域伙伴关系由此形成(此后称为

“执行伙伴”)。 

四、拟订《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亚太区域行动计划》 
 

12. 此项区域行动计划的拟订工作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

间由各执行伙伴在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鉴于全球支持、

包括资金的组织安排正在全球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启动，9  农业统计

指导小组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除认识到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指

导小组的工作之外，还认识到全球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13. 区域行动计划的拟订工作得到了亚行、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粮

农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用于支持旅行和咨询服务的大力财政援助。 

 
9  全球指导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全球战略》的执行工作，由若干国家、合作伙伴和

捐助方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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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别评估 
 

14. 拟订执行计划的第一步是开展一项初步的国别评估。评估的主要

目的是了解各国编制一套 低标准核心数据的能力。评估所使用的是

粮农组织通过与非洲开发银行、非洲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的

协商进程所编写的用于非洲区域的一份国别评估标准问卷。该问卷已

转换成电子格式，并由亚行根据亚行、亚太经社会和粮农组织提供的

数据为每个国家作了预填。问卷于 2011 年 11 月发送各国。59 个国

家中有 45 个作了答复。 

15. 这项评估找出了亚洲和太平洋在农业统计系统方面存在的主要局

限性，并将本区域各国按能力分组。10  调查结果显示，现有专业和

实地工作人员数目过低、技能不足、以及专业员工更换率高是大多数

农业统计系统面临的主要局限性。严重的限制因素还包括缺乏开展统

计活动的政治支持和资金、以及缺乏获得 新信息和通信技术设施和

良好方法的渠道。 

16. 研究结果指出了亚洲及太平洋农业统计系统开展机构能力建设的

必要性，由此再次确定了《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对本区域的相关性

(支柱一： 低标准核心数据；支柱二：将农业纳入国家统计系统；

支柱三：农业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调查结果显示，有必要通过技

术援助、培训和研究提供区域支持，从而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技能和

知识，并支持各国开展宣传工作，以便为开展统计工作进一步提供政

治支持和资金。 

B．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7.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举行，会议的主

要目的是讨论和决定拟订区域行动计划的办法和原则。在此次会议

上，指导小组成员首先讨论了《全球战略》及其行动计划以及《全球

战略》在非洲的执行经验教训。 

18.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认识到有必要与《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指

导小组进行协调，从而确保避免在改进农业统计和经济统计的区域努

力之间出现严重重叠情况，并确保这两项执行计划相得益彰。 

19.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就根据《全球战略》拟订区域行动计划问题提

出了建议，同时根据亚太区域的需求量体裁衣地制定计划。指导小组

商定将这项计划的框架与全球行动计划保持一致，拟订一份主要的计

划文件再加上三个构件，包括技术援助、培训和研究的执行计划。 

20.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商定，鉴于其跨部门的性质，技术援助构件应

考虑与其他两个构件挂钩。指导小组建议，培训的重点应放在优先培

训需求上，并确保可持续性。指导小组成员提出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

 
10  国别评估报告可从 www.fao.org/economic/ess/apcas24 网页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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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为研究构件干预活动的优先领域，同时对全球层面的研究工作

进行补充。指导小组认识到，本区域若干国家完全有能力就数据汇编

和分析的先进方法交流经验并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 

21. 后，指导小组建议，《全球战略》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执行

应采用以国家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办法。11 

C． 拟订一项区域执行计划 
 

22. 2012 年 4 月举办了一次网络会议，讨论区域执行计划纲要说明

的第一稿，并为进一步的拟订工作提出详细的建议。12 

23.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建议确定一个逻辑框架，指出粗此项计划的预

期成果(影响、成果和产出)、指标、核查手段、风险和减少风险的措

施，以便指导执行计划的起草工作。这一框架能够确保三个构件的设

计统筹一致，目的是取得共同的结果。 

D． 确立逻辑框架 
 

24. 执行伙伴于 2012 年 5 月在农业统计指导小组、13  执行伙伴以及

粮农组织罗马办事处的少数成员之间举办了一个讲习班。讲习班通过

一个分析问题和目标的系统化进程进行了利益攸关方分析并草拟了逻

辑框架。 

25. 分析显示，技能型人才的短缺、资源不足以及各统计系统之间缺

乏协调正是农业和农村统计数据不足和质量不高的深层原因。因此再

次重申有必要采取以国家为驱动、以机构为重点的办法来进行能力开

发。与会者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建议具体关注宣传工作，以

便获得利益攸关方的支持。 

E．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26. 有了商定的逻辑框架作为支撑点，《区域行动计划》的拟定工作

于 2012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在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主计

划由 Fred Vogel(技术指导)根据 Isidoro David(顾问)早先提出的一份

草稿进行起草。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亚洲及太平洋统

计研究所(统计研究所)以及亚行分别起草了技术援助、培训和研究构

件部分。 
 

11  指 导 小 组 第 一 次 会 议 报 告 可 从 www.unescap.org/stat/agri-stat/1st-meet-
Nov2011/Report-1st-meeting.pdf 网址上获取。 

12  网 络 会 议 的 内 容 重 点 可 从 https://wpqr1.adb.org/LotusQuickr/agstat_ap/ 
PageLibrary482579910024D566.nsf/$defaultview/71C4739985C2920A48257A06000A
E692/$File/SGAS%20on%20line%20meeting%20_%2030%20April%202012_f.pdf?Ope
nElement 网址上获取。 

13  参加讲习班的指导小组成员包括：Romeo Recide 先生(菲律宾，指导小组主席)、
Karpo Dupka 先生(不丹，指导小组副主席)、Vijay Kumar Bhatia 先生(印度)、
Kenji Kamikura 先生(日本)以及 Pham Quang Vinh 先生(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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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指导小组的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举行，会议的目的是审议

《区域行动计划》并就 后确定这一计划提出具体建议，供亚太农业

统计委员会 2012 年 10 月的第二十四届会议、以及本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的第三届会议进行审议。 

28. 指导小组成员建议《区域行动计划》的执行战略应具有灵活性，

允许在执行期间进行微调。考虑到这三个构件的草稿，指导小组成员

提出以下建议：(a) 技术援助应与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提供，以确保知

识转让；(b) 培训工作应针对每个国家开展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的机

构，可能是农业部，也可能是国家统计局，或者是另一个机构；以及

(c) 区域研究应与全球努力相辅相成，全球研究的结果要适应于本区

域，并推动对具有区域特点的问题的研究。 

29. 指导小组还为《区域行动计划》的执行商定了一个拟议区域管理

构架，其中包括一个区域指导委员会和一个区域办事处。指导小组成

员讨论并商定了区域指导委员会和区域办事处的广泛职责以及区域指

导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30. 为了确保各国、合作伙伴和捐助方在区域指导委员会有适当的代

表权、而同时又把成员人数控制在便于管理的规模中，指导小组商

定，区域指导委员会共包括 15 名成员，具体来自下列机构：(a) 亚太

经社会五个次区域中的四个次区域各出两名国家代表，14  确保国家

统计局和农业部的平衡代表权；(b) 三个执行伙伴(亚行、亚太经社

会、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c)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d) 一名捐助方代表；以及(e) 一个培训机构和一个研究机构。 

31. 《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指导小组的共同主席参加了农业统计

指导小组的第二次会议，并介绍了两个区域计划之间的联系。两个指

导小组都注意到这两项区域计划在方法和内容方面的共性，特别是关

于机构方面的内容。两个小组的成员进一步认识到，机构局限性以及

克服这些局限因素的各项工作(如增加宣传以及加强协调和立法)在本

委员会各个统计领域的统计开发举措中具有普遍性。农业统计指导小

组认识到，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协调，从而确保各项举措得到协调

和有效的执行。 

32. 后，农业统计指导小组成员商定了区域行动计划及其三个构件

后定稿的时间表。15 

 
14  东亚和东北亚、太平洋、南亚和西南亚以及东南亚。《全球战略》在这四个次区域

的执行将根据《区域行动计划》在区域指导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执行。总部位于罗马
粮农组织的全球办事处正就《全球战略》在南亚和中亚的执行问题与独立国家联合
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进行联络。 

15  指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报告可从 www.unescap.org/stat/agri-stat/2nd-meet-Jul2012/ 
report_2nd_meeting_of_Steering Group.pdf 网址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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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定稿和提交 
 

33. 继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之后，根据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

对《区域行动计划》进行了修改和进一步拟定。将修改之后的《区域

行动计划》(包括三个构件)与指导小组成员进行了交流，以便在

2012 年 8 月底之前进行 后的审查，随后敲定了计划。 

34. 《区域行动计划》于 2012 年 10 月提交亚太农业统计委员会和本

委员会进行审议。与此同时，准备将《区域行动计划》提交负责全球

信托基金资源使用的 终决策机构——全球指导委员会。因此，全球

指导委员会的核准是批准动用全球基金执行《区域行动计划》的一个

先决条件，尽早提交是为了加速执行。 

五、《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亚太区域行动计划》概要 
 

35. 《区域行动计划》介绍了亚洲及太平洋各国和发展伙伴在 2013
年和 2017 年之间将要开展的各项努力，目的是为了大幅度提高具备

相当机构能力、以及人力和财力的可持续农业统计系统提供的农业和

农村统计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3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改进农业统计各项努力的框架系建立在以下

三个支柱的基础之上： 

(a) 建立一套各国将在可持续基础上编制的、具有国别和时间

可比性的 低标准核心数据； 

(b) 将农业纳入国家统计系统，以便使统计系统既能满足目前

的数据要求，也能满足新出现的数据要求。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是建

立一个样本总框架，将各项调查活动相结合并对数据传播进行协调； 

(c) 通过建设统计能力并改进开展农业统计工作的机构之间的

管理和协调来确保农业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 

37. 作为《全球行动计划》构架的写照，《区域行动计划》包括三个

构件：技术援助、培训及研究。《区域行动计划》还包括一个宣传构

件，即争取本区域对改进农业统计的支持。捐助方组织向用于执行

《全球战略》的全球基金提供的资源专门用于能力开发(支柱三)。因

此，《全球战略》在亚太区域的执行需要获得国家承诺和资源，找出

一套具有国别针对性的 低标准核心数据(支柱一)，并支持将农业纳

入国家统计系统(支柱二)。将宣传构件纳入《区域行动计划》是为了

确保长期的国家承诺。 

38. 《区域行动计划》的初步实施包括建立一个区域管理构架，通过

提供技术援助、开展培训和研究来支持国家层面的统计能力建设工

作。区域构架包括一个区域办事处和一个区域指导委员会。管理构架

还包括国家层面的一个协调构架。为了推动将农业融入国家统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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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融合和统计能力建设的各项工作将在《21 世纪统计促进发

展伙伴关系》所制定的《国家统计发展战略》的框架内进行。 16   
《国家统计发展战略》进程包括制订各部门战略，农业方面的战略为

《促进农业和农村统计部门战略计划》。鉴于不同国家对各自统计发

展战略和计划有不同的提法，《区域行动计划》执行期间所使用的格

式、进程、范围和术语将具有灵活性。 

39. 在建立了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管理构架之后，每个国家将运用一个

标准的评估工具对各自的统计产出以及提供 低标准核心数据的能力

进行评估，必要时亦将得到发展伙伴的支持。在开展深入国别评估的

基础上，各国将编写国别提案。为了支持国家自主权和各项努力的可

持续性，国别提案将在国家层面改进农业统计(农业部门战略计划)并

将农业统计领域纳入国家统计系统的全面计划的背景下进行审议。 

40. 《区域行动计划》的执行是在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的指导下于

2012 年开始的。正式执行将从建立区域指导委员会和区域办事处开

始。需要确定开展深入国别评估的试点国家，而且各项评估应尽早开

始，以便为《区域行动计划》的技术援助、培训和研究构件的详细年

度工作计划的拟订提供投入。 

六、执行工作进展情况 
 

41. 2011 年 12 月间，亚行为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从而促进粮食保障

而拟订了一项区域政策和技术援助咨询项目、并启动了批准程序(参

照：R－PATA 8029)。通过与若干试点国家的国家统计系统进行合

作，该项目支持：(a) 制定区域和国别行动计划，应对制订和监测粮

食保障政策所需的农业和农村统计数据数量的下降；以及(b) 开展方

法研究。该项目与 2011 年 11 月农业统计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的

建议密切吻合。 

42. 2012 年 5 月，亚行与试点国家(不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

尔代夫、泰国和越南)举办了一次讲习班。讲习班的目的是探讨拟订

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进而提高粮食保障的国家行动计划的进程，包括

可能开展的方法研究、以及各个国家工作队(由直接参与汇编农业和

农村统计数据以及拟订和监测统计发展计划的政府单位的负责人构成)

采用的合作机制。 

43. 2011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与主要利益攸关方举办了国别讲习

班，讨论由国家工作队所起草的国别行动计划。亚行和试点国家之间

有关支持国家行动计划宣传和/或开展方法研究的谅解备忘录正处于

不同的谈判阶段。 

 
16  国家统计发展战略是用于协调一国之内各项统计活动、包括国际和双边援助的框

架。国家统计发展战略为加强整个国家统计系统的统计能力提供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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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 
 

A． “区域行动计划” 
 

44. 鉴于文件 E/ESCAP/CST(3)/INF/6 中所载的亚太农业统计委员会

的审议成果，请本委员会审议《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亚太区域行动计

划》，包括建立一个区域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其执行工作的建议，并予

以核准。 

B． 区域指导委员会 
 

45. 委员会不妨核准农业统计指导小组主席和副主席提出的区域指导

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46. 委员会不妨请区域指导委员会向本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汇报《区域

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 

C． 《区域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47. 委员会不妨就《区域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向各成员和发展伙伴

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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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职务 国家/组织 

Azizullah Faqiri 先生 中央统计组织经济统计处主任 阿富汗 

Jacky Hodges 女士， 澳大利亚统计局塔斯马尼亚区域主任 澳大利亚 

由 Helen Baird 女士接替
(Baird 女士作为成员参

加了指导小组的第二次

会议) 

澳大利亚统计局农村环境与农业统计

处主任 
 

Satya Ranjan Mondal 先生 
 

孟加拉国统计局联席主任 孟加拉国 

由 Bidhan Baral 先生接替 孟加拉国统计局副主任  

Karpo Dukpa 先生 农业部统计学家 不丹(副主席) 

Rajeev Lochan 先生 农业部农业合作司经济统计理事会顾

问(农业统计) 
印度 

Ardief Achmad 先生 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粮食作物、园艺和

种植园作物统计司长 

印度尼西亚 

由 S. Happy Hardjo 先生

接替(Hardjo 先生作为成

员出席了指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 

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粮食作物、园艺和

种植园作物统计司长 

 

Masoud Asadi 先生 伊朗统计中心农业统计局副总干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Kenji Kamikura 先生 农林渔业部统计司规划处高级统计师 日本 

Fathimath Abdulla Saeed
女士 
 

渔业农业部经济学家 马尔代夫 

由 Hussain Faisal 先生接
替(Faisal 先生作为成员

参加了指导小组的第二

次会议) 

 

渔业农业部农业事务官  



E/ESCAP/CST(3)/8 

 

12 

姓名 职务 国家/组织 

Soe Win Maung 先生* 农业灌溉部农业规划司司长 缅甸 

Romeo Recide 先生 农业部农业统计局局长 菲律宾(主席) 

Alexey Gospodarev 先生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俄罗斯联邦 

Laupua Fiti 先生 萨摩亚统计局经济统计司助理首席执

行官 
萨摩亚 

R M Herath 先生 农业部社会经济学和规划中心农业经

济学家 
斯里兰卡 

Unchana Tracho 女士 农业经济学办公室农业信息中心主任 泰国 

Pham Quang Vinh 先生 越南统计总局农、林渔业统计司司长 越南 

Douglas Brooks 先生 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 

Hong Narit 先生 农林渔业部规划和统计司代理司长 亚洲及太平洋农业统计

委员会主席 

Frances Harper 女士 研究循证司全球统计伙伴关系组统计

专业小组组长 
国际发展部 

Jairo Castano 先生 经济、社会与政策协助小组高级统计

师 
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办事处 

Vijay Kumar Bhatia 先生 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所长 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 

Ganesh Thapa 先生 亚洲及太平洋司区域经济学家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
发基金) 

Gerald Haberkorn 先生 统计发展方案经理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  待补的成员职位空缺。 

另有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出席了指导小组的第一次或第二次会议： 

(a) Sotheavy Meas女士，柬埔寨农林渔业部规划统计司副司长 

(b) Vuthy Srey先生，柬埔寨农林渔业部规划统计司副司长 

(c) Dalip Singh先生，印度农业部农业合作司增补统计顾问 

(d) Yohei Kunikane先生，日本农林渔业部统计司统计规划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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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yo Tint Tun先生，缅甸农业灌溉部农业规划司助理司长 

(f) Thin Shwe Sin女士，缅甸国家规划与经济发展部中央统计组织

官员 

(g) Estela De Guzman女士，菲律宾国家统计局工业贸易统计司司

长(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指导小组共同主席) 

(h) Supaporn Bongsunun女士，泰国农业经济局高级统计师 

(i) Nongnooch Deetae女士，泰国农业合作社部农业经济局农业信

息中心农业统计系统高级专家 

(j) Nguyen Van Lieu先生，越南统计总局副总干事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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