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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年拟议工作方案的战略框架及其各项拟议产出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提出了拟列入亚太经社会 2010 - 2011两年期工作方案下关于统计工作的
次级方案 7的战略框架和各项经过修订的拟议产出。业已根据联合国总部于 2008年 10
月 1日发布的 2010 - 2011年方案预算编制工作指示，对先前列于委员会 2008年 9月 25
日的文件 E/ESCAP/CST/9 中的那些暂定产出进行了修订。这些经过修订的产出随后已
作为对亚太经社会 2010 - 2011两年期工作方案草案的全面审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常驻代表及经社会成员指定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 2009年 1月 21日在曼谷举行的特
别会议上进行了审议。 

谨此在本文件中向委员会提交关于统计工作的次级方案 7的、经过修订的工作方
案草案，供其审查和提供进一步指导；嗣后将向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亚太经社会

2010 - 2011年工作方案草案，供其核准、并于 2009年将之提交大会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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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1． 本文件列出了拟在业经经社会第六十四届会议1
以及方案与协调委员会第四十

八届会议
2
核准的 2010-2011年时期战略框架范畴内列入 2010-2011两年期工作方案草案

的、涉及统计工作的次级方案 7的一组拟议产出。 

2． 次级方案 7 的主要方案目标是：在亚太经社会区域促进利用统计数据来作出
以事实为依据的决策，并推动开发和传播各项涉及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诸层面的重

要统计数据。 

2. 2010–2011 年时期的战略框架 

3． 在关于统计工作的次级方案 7 内，下列各项预期成果，作为编制相关工作计
划的方案框架，业已分别在经社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以及在方案与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上获得核准。 

预期成果 (a)：提高国家统计人员、政策制订者和广大公众的认识和能力，并促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各种重大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在实现各项千年

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作出评估。 

预期成果 (b)：使政策制订者和广大公众能够更多地获取有关亚太经社会区域涉及人
口、社会、经济和环境诸领域指标的重要可比性统计数据。 

预期成果 (c)：提高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按照国际商定的标准和良好做法编制按性别分
列的可比性数据的能力。 

预期成果 (d)：加强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国家统计部门按照国际商定的标准和良好做法
编制、传播和分析各种统计数据的能力。 

3．2010–2011 年工作方案的各项拟议产出 

预期成果(a)：提高国家统计人员、政策制订者和广大公众的认识和能力，并促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各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在实现各项千年发展

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作出评估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的服务(经常预算)： 

(i) 特设专家组会议：关于包括对两性平等问题在内的减贫工作和其他各项

有利于实现各项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政策进行的数据分析(共1次会议) 
(2011年)；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经费)：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8年补编第 19号》 (E/2008-39-E/ESCAP/64/39)，第 182 -193段。 
2  《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16号》（A/63/16），第 220–2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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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定期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共 1期) (2010年)；亚
太经社会若干次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报告(共 1期) (2011年)； 

(ii) 技术资料：对包括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在内的、旨在反映那些有特殊
需求的国家的特有相关层面情况的相关发展指标的研究报告(共 2 份) 
(2010和 2011年)； 

预期成果(b)：使政策制订者和广大公众能够更多地获取有关亚太经社会区域内涉及人
口、社会、经济和环境诸领域相关指标的重要可比性数据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的服务(经常预算)： 

(i) 特设专家组会议：向亚太经社会区域传告国家官方统计数据的技术解决

办法问题专家组会议(共 1次)(2010年)；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i) 定期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共 1期) (2011年)； 

(ii) 简册、概况介绍活页、挂图、资料夹：《统计通讯》(季刊)(共 2期)(2010
和 2011年)； 

(iii) 技术资料：亚太经社会统计网站  (http://www.unescap.org/stat)(按月增
订)(共 2版) (2010和 2011年)；包括两性和贫困指标在内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指标区域数据库(共 2组) (2010和 2011年)；支持亚太经社会旗舰出
版物的各项统计工作产出(每两年一期) (2) (2010和 2011年)；关于包括
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本区域特别统计资料(共 2 份) 
(2010和 2011年)； 

(c) 技术合作(预算外经费)： 

(i) 培训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 关于如何向数据用户提供官方统计数据和
如何把统计数据传告给各类受众问题的区域/次区域研讨会/讲习班(50名
参与者) (共 1期) (2010和 2011年)； 

预期成果(c)：提高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按照国际商定标准和良好做法编制按性别分列
的可比性数据的能力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的服务(经常预算)： 

(i)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a. 正式会议文件：与统计议题相关的报告(共 2份)(2010和 2011年)； 

(ii) 统计委员会： 

a. 向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全体会议(共 6次)(2010年)； 

b. 正式会议文件：关于官方统计数据的编制、分析和使用所涉议题的
报告(共 1份) (2010年)；统计委员会报告(共 1份) (2010年)； 

 

http://www.unescap.org/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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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特设专家组会议：关于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订经济、社会或环境统计
数据的新建议/指南的专家组会议(1)(2010)； 

(b) 其他实质性活动(预算外经费)： 

(i) 技术性资料： 与由亚太经社会统计司主办的、涉及区域技术合作事项的
项目、研讨会和讲习班有关的网站知识共享设施(共 1组)(2010-2011年)；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经费)： 

(i) 培训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关于制订和落实人口和住房普查及家庭情

况调查国际/统计标准和指南问题区域/次区域研讨会/讲习班(35 名参与
者)(共 1期) (2010年)；包括国民核算问题在内的经济和环境统计问题区
域/次区域讲习班(50名参与者) (共 1期) (2010和 2011年)；社会统计问
题区域/次区域讲习班，其中包括社会包容性和社会保护问题、尤其是涉
及各项相关千年发展目标的议题(70 名参与者) (共 1 期) (2010 和 2011
年)；为各统计部门举办的、关于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评估的数据要求问
题区域/次区域讲习班(35名参与者) (共 1期) (2010年)；关于加强国家统
计机构问题的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尤其是涉及《统计工作总体计划》(共
1期) (2010年)； 

预期成果(d)：加强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国家统计部门按照国际商定的标准和良好做法
编制、传播和分析各种统计数据的能力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的服务(经常预算/预算外经费)： 

(i)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a. 正式会议文件：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亚太统计所)所涉相

关议题的报告(共 2期)(2010和 2011年)； 

(b) 根据其既定任务协助政府间机构：亚太统计所理事会(共 2次) (2010和 2011年)； 

(c) 其他实质性活动(预算外经费)： 

(i) 技术性资料：与由亚太统计所编制的特定培训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有

关的网站知识共享设施(共 2份)(2010和 2011年)； 

(d) 技术合作(预算外经费)： 

(i) 培训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 

a. 关于收集、编纂、加工、分析和传播基础广泛的官方统计数据的东

京培训课程/区域/次区域培训/讲习班/研讨会课程(250 名参与

者)(共 1期)(2010和 2011年)；包括国民核算体系在内的综合经济统
计区域/次区域/培训/讲习班/研讨会(150名参与者)(共 1期)(2010和
2011年)；包括贫困问题统计、性别统计、卫生和残疾统计、迁徙统
计在内的社会统计区域/次区域/培训/讲习班/研讨会(200 名参与

者)(共 1期)(2010和 2011年)；包括环境和能源统计在内的各种官方
统计工作次区域/国家研讨会/讲习班/培训课程(120 名参与者)(共 1
期)(2010 和 2011 年)；基于研究工作的培训方案(30 名参与者)(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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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10 和 2011 年)；由各国自行确定的官方统计工作议题次区域/
国家讲习班/培训/研讨会(100 名参与者)(共 1期)(2010和 2011年)；
针对主管、副主管、以及中级管理人员举办的区域/次区域管理问题

研讨会(150 名参与者)(共 1期)(2010和 2011年)； 

b. 用日本国际合作厅网络技术开展的、关于由各国自行确定的官方统

计工作议题的远程培训(400 名参与者)(共 1期)(2010和 2011年)。 

4．2012–2013 年战略框架 

4. 预计上述各项预期成果对于 2012-2013两年期将继续具有相关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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