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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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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b) 

审查合作伙伴在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方面取得

的进展：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络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络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2013 年 9 月，统计委员会主席团设立了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

络，其任务是推进本区域统计培训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 

2017年 12月 5日举行的“网络”第三次会议审查了 2016年 12月统计委

员会第五届会议核准的 2016-2017 年工作方案。会议指出并进一步分析了据

信影响到 2016-2017年工作方案交付的因素。 

会议鼓励该网络所有成员根据兴趣参加活动，并商定成立一个由该网络

中愿意在《亚洲及太平洋改进经济统计数据区域方案》内开展工作并支持其

目标的成员组成的小组(也称为分组)，重点是经济统计培训活动。 

会议审查了有关提供培训方案以及该网络如何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

问题，并制定了 2018-2019年工作方案。 

该网络第四次会议将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举行。除了审查总体进展情况

之外，还可能设立一个性别统计培训分组。 

请委员会核准本文件，并就该网络今后的工作提供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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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统计委员会在 2012年 12 月

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核准了由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设立的统计培训区域协调工

作组所建议的有关改进区域统计培训活动协调工作的目标、战略和机制。委

员会要求主席团最后敲定职权范围，并组建小组。 

2. 2013 年 9 月，委员会主席团建立了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络，
1
 

并根据核准的职权范围第 7 段邀请以下人员成为该网络的成员：(a)亚太经社

会成员和准成员中可提供满足国内(内部)和外国(外部)客户要求的、必要的

统计培训设施或积极运作的官方统计培训方案的统计培训机构负责人；(b)来

自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提供官方统计培训或为亚太区域

的统计培训活动提供实质性捐助方资源支助的次区域合作实体的代表；(c)亚

太统计发展伙伴关系的主席或共同主席；(d)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

主席。 

3. 迄今为止，已有 25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成员国和组织

名单见附件)。 

4. 2014 年，作为其工作方案的内容之一，该网络设立了农业和农村统计

培训分组，由用户、编制人员、培训教员以及参与编制农业和农村统计并负

责开发农业和农村统计数据制作和评估的培训工具、方案和方法的外部利益

攸关方(包括国家统计局、农业部、统计培训研究所、相关发展伙伴以及开设

农业和农村统计课程的大学)组成，以加强人力资源。 

5. 在 2016 年 3 月的第二届会议上，该网络审查并更新了 2016-2017 年工

作方案，包括分组的工作方案，并决定：(a)将其工作范围扩大到官方统计的

其他领域；(b)建立官方统计专家和培训资源数据库；(c)制定官方统计教员

和培训机构认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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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文件是该网络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核准的 2016-

2017 年工作方案的执行进展报告。
3
  文件中还载有依据 2017 年 12 月举行的

“网络”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相关评论和建议拟议的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 

二. “网络”第三次会议的成果 

7. “网络”第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12月在日本千叶举行，亚太经社会下列

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阿富汗、不丹、中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蒙古、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萨摩亚、所罗

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汤加和越南。下列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出

席了会议：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社会和国际电信联盟。 

8. 会议审查了 2016-2017 年期间开展的工作，“网络”秘书处强调了协调

                                                 
1
  见 E/ESCAP/CST(4)/12。 
2
  见 E/ESCAP/CST(5)/8。 
3
  见 E/ESCAP/CST(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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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培训活动和促进培训资源现代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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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网络”秘书处发起的 2016-2017 年工作方案中的工作内容 

1. 开发数据库 

9. 在所述方案期间，“网络”秘书处开始创建培训资源数据库，包括为数

据库编写概念书，并聘请了一名信息技术专家进一步讨论数据库的编制工作。

在此基础上，在日本政府总务省的协助下创建了一个数据库原型，并在亚洲

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开设的一门为期四个月的培训课程期间对数据库原型进

行了测试。实际数据库的用户化和最终试运行计划于 2018 年底完成，目标是

在 2019年 1 月启用。 

2. 设计课程 

10. “网络”秘书处还与“网络”的主席一起着手为官方统计优先培训设计

课程；具体活动包括聘请一名专家开发培训需求评估工具，并在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和蒙古的国家统计系统内试用该工具。 

11. 缅甸和日本的政府代表就培训需求评估工具的使用问题分享了他们的意

见。 

3. 挑战 

(a)  交付工作 

12. 这次会议指出了下列可能影响工作有效性的因素：(a)大多数自愿表示

要参与各项活动的成员国实际上并没有参与；(b)由于“网络”秘书处开展的

初步活动不够有效，不足以成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推动力，目标产出可能无法

充分实现；(c)对协调和承诺在有效落实工作计划方面的重要性理解程度不同。 

(b) 数据库的性质 

13. 会议一致认为，这个数据库不能成为一个储存库，而是要有及时性，并

且成员必须承诺培训资源共享，以便在培训活动中加以利用。 

14. 一些代表表示愿意分享培训材料，并建议以不同语言提供这些材料。 

B. 扩大培训科目的范围 

15. 亚太经社会统计司的代表作了介绍，并对《改进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统计

区域方案》作了深入讲解，其重点是通过向国家统计系统中参与经济统计数

据编制和传播的工作人员提供基础培训方案，以提高国家统计局和培训机构

的机构能力。 

16. 发言代表探讨了开展经济统计培训活动的最佳可能方法，特别强调“网

络”如何支持区域方案中的培训工作，其中包括：(a)设置培训课程并选择与

经济统计核心数据集相对应的培训资料；(b)为教员创造资源；(c)就国家层

面设置和/或改进培训活动事宜提供指导。 

                                                 
4
  议程和文件可参阅 www.unsiap.or.jp/tnetwork/1712_NW3.html。 

http://www.unsiap.or.jp/tnetwork/1712_NW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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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会议鼓励“网络”所有成员根据各自兴趣参加活动，同时商定设立一个

由该网络中愿意在《区域方案》内开展工作、支持其各项目标并重点开展经

济统计培训活动的成员组成的小组(也称为分组)。分组将在自愿基础上运作，

并期待其将支持《区域方案》培训方面的活动。 

18. 会议解释说，作为《区域方案》的秘书处，亚太经社会将征求“网络”

成员对编写培训资料和开设课程的意见，并明确表示不会要求各个国家或成

员单独编写任何培训资料，而且活动将严格限于本文件第 16段所述内容。 

C. 更新的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 

19. 会议审查了有关落实培训方案以及“网络”如何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

的问题，并制定了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目的是实现：(a)开发培训需求评

估工具，用于创建培训方案；(b)查明培训活动差异，具体重点是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理解、衡量和监测；(c)编制供“网络”成员使用的培训资源数据库；

(d)为农业和农村统计优先构件的统计培训活动设计通用课程；(e)开发经济

统计课程、教材和国别培训活动。 

20. 下表中列出了五项优先产出、辅助性活动、负责开展活动的工作队构成

以及完成产出的时间框架。 

更新的工作方案 

产出 活动 合作伙伴 时间框架 

1.“网络”成员汇编

和访问了培训资源数

据库 

起草数据库创建指南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

究所、“网络”的成

员国和国际组织 

2018年 1月至 2月 

提交充实数据库的资料 2018年 3月至 8月 

数据库用户化和测试 日本、亚洲及太平洋

统计研究所 

2018年 9月至 12月 

启用数据库 2019年 1月 

2.使用培训需求评估

工具开展了培训需求

评估 

最后敲定培训需求评估

工具 

顾问 2018年 1月 

使用已开发的培训需求

评估工具开展国家层面

的培训需求评估 

“网络”成员、全球

统计培训机构网络、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

究所 

2018年 2月至 9月 

整合区域层面的培训需

求评估结果 

2018年 10月至 12月 

更新亚洲及太平洋统计

研究所的核心技能框架 

2019年 1月至 12月 

3.查明了理解、衡量

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

评估国家层面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培训需求 

亚太经社会统计司、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

2018年 2月至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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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活动 合作伙伴 时间框架 

标方面的培训差异 举办有关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的培训/讲习班/

活动 

究所、“网络”的成

员国和国际组织 

2018年 10月至 12月 

亚太经社会统计司与亚

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

交流国别评估良好做法 

2019年 1月至 3月 

4.开发了有关农业和

农村统计的通用培训

课程 

开发培训课程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

究所、“网络”农业

和农村统计培训分组

的成员国和“网络”

国际组织成员 

2019年 1月至 2月 

编写优先领域的培训资

料 

2019年 3月至 5月 

“网络”专家会议核准

课程和培训资料 

2019年 6月至 7月 

举办教员培训讲习班 2019年 8月至 9月 

举办农业和农村基础统

计国别培训，以支持农

业和农村统计核心数据

集 

2019年 10月至 12月 

5.提高了国家提供基

础经济统计培训的能

力 

开发培训课程 亚太经社会统计司、

亚洲及太平洋改进经

济统计区域方案指导

小组、亚洲及太平洋

统计研究所和“网

络”国际组织成员 

2018年 1月至 2019年

7月 
编写优先领域的培训资

料 

举办“网络”专家会

议，以审查和协商课程

和培训资料 

2019年 6月至 7月 

举办教员培训讲习班 2019年 4月至 7月 

举办基础经济统计国别

培训，以支持新教员提

供的经济统计核心数据

集 

2019年 7月至 10月 

 

 

三. “网络”第四次会议 

21. “网络”第四次会议将于 2018年 9 月 12 日举行。除了审查总体进展情

况之外，网络还可能设立一个性别统计培训分组。 

四. 供审议的问题 

22. 请委员会：(a)就拟议工作方案的交付问题提供指导，以确保充分实现

既定目标；(b)核准本报告；(c)就“网络”今后的工作提供进一步指导。 



ESCAP/CST/2018/4 

 

6 B18-00935 

附件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络成员名单 

国家  组织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 

马来西亚 

新西兰 

巴基斯坦 

菲律宾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泰国 

 亚洲开发银行 

欧盟统计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统计学会 

21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

研究及培训中心 

太平洋共同体 

联合国统计司 

南太平洋大学 

世界银行 

 

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