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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统计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一部分)及其说明(第

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所作决定的后续行动。 

3. 加强国家统计系统以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情

况： 

(a) 根据题为“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官方统计：亚

太区域统计界制订的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的文件和关于“用数

据为政策导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宣言监测进展情况； 

(b) 监测对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统计工作全民覆盖”倡议的响应进

展情况。 

4. 区域倡议和伙伴关系促进加强国家统计系统以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a) 负责统计委员会区域举措的小组和秘书处在支持共同愿景和行动

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 



ESCAP/CST/2022/L.1/Rev.1 

 

2 B22-00546 

 

(b) 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支持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的举措。 

5. 正在出现的问题： 

(a) 衡量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的进展情况； 

(b) 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数据治理。 

6.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 

7. 提请委员会注意的报告： 

(a) 主席团的报告； 

(b)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报告； 

(c)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作平台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

报告。 

8. 其他事项。 

9. 通过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报告。 

二． 说明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会议日程将可在线查阅 www.unescap.org/events/2022/committee-

statistics-eighth-session。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将选举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两名其他成员组成主席团，其中

一名成员将担任报告员。
1
  新任主席团的任期即刻开始，至委员会第九届会

议结束。 

与会者名单将可在线查阅 www.unescap.org/events/2022/committee-

statistics-eighth-session。 

(c) 通过议程 

文件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CST/2022/L.1/Rev.1) 

 

1
 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第 2/1号决定，其中通过了文件 E/ESCAP/CST(2)/1中提议的关

于选举主席团的原则和程序。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2/committee-statistics-eighth-session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2/committee-statistics-eighth-session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2/committee-statistics-eighth-session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2/committee-statistics-eighth-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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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临时议程，可能会作出必要的修改。 

2. 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所作决定的后续行动 

文件 

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所作决定的进展报告(ESCAP/CST/2022/1) 

说明 

统计委员不妨注意到关于第七届会议所作决定的进展报告。 

3. 加强国家统计系统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 

(a) 根据题为“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官方统计：亚太区域统计

界制订的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的文件和关于“用数据为政策导航，不让任

何人掉队”的宣言监测进展情况 

文件 

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以及关于“用数据为政策导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宣

言所载各项承诺的进展情况摘要(ESCAP/CST/2022/2) 

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以及关于“用数据为政策导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宣

言所载各项承诺的进展情况报告(ESCAP/CST/2022/INF/1) 

说明 

文件 ESCAP/CST/2022/2 载有对资料文件 ESCAP/CST/2022/INF/1 中更详

细介绍的分析和调查结果的摘要。后一份文件载有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系统在

履行其对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E/ESCAP/CST(5)/1/Rev.1)和关于“用数据为

政策导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宣言(ESCAP/CST/2018/7)的承诺方面所取得

进展的最新情况。根据秘书处与统计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共同制定的监测框架

和准则，利用最新数据评估了进展情况。 

请委员会就 ESCAP/CST/2022/2 和 ESCAP/CST/2022/INF/1 号文件所载的

迄今取得的进展发表意见，并就今后工作的优先领域提供指导和建议。 

(b) 监测对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统计工作全民覆盖”倡议的响应进展情况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指导小组第 8 次会议报告

(ESCAP/CST/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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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指导小组第 8次会议于 2022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该报告是在区域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编写的，其中载有统

计界为加强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区域行动框架》而建议

采取的若干行动，这是鉴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通过的《通过包容性民事登记

和生命统计建设更具韧性的未来部长级宣言》，以及本区域各国在实现“亚

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十年(2015-2024年)”相关愿景方面取得的进

展参差不齐。 

请委员会注意到区域指导小组第 8 次会议的成果，并就执行区域指导小

组的建议向统计界提供指导。 

还请委员会就统计师在实现《区域行动框架》所确定的目标方面的作用

和责任发表意见。 

4. 区域倡议和伙伴关系促进加强国家统计系统以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a) 负责统计委员会区域举措的小组和秘书处在支持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方面取

得的进展 

文件 

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官方统计：在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方

面实施各项区域举措的进展情况(ESCAP/CST/2022/4) 

《亚洲及太平洋改进经济统计区域方案》指导小组第 10次会议和第 11次会议

报告(ESCAP/CST/2022/INF/2) 

人口和社会统计区域指导小组第 3次会议报告(ESCAP/CST/2022/INF/3) 

亚洲及太平洋灾害相关统计技术工作组报告(ESCAP/CST/2022/INF/4)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络第 6 次会议和第 7 次会议的报告

(ESCAP/CST/2022/INF/5) 

说明 

落实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所载承诺的一项指导原则是，在现有承诺、包

括委员会前几届会议认可的现有区域举措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文件 ESCAP/CST/2022/4 概述了秘书处的工作以及亚洲及太平洋改进经

济统计区域方案指导小组、人口和社会统计区域指导小组、亚洲及太平洋灾

害相关统计技术工作组、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网络的计划和成就。重

点指出了各个小组对推进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的贡献，以及需要委员会审

查、认可或提供其他指导的问题。 

委员会不妨就迄今取得的进展发表意见，并审查和认可文件中所载的拟

议行动。除其他外，委员会不妨审查并认可修订后的人口和社会统计区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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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职权范围，并建议亚洲及太平洋灾害相关统计技术工作组继续开展工

作。委员会还不妨就各小组的未来方向提供指导，以确保各小组共同有效地

推动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 

资 料 文 件 ESCAP/CST/2022/INF/2 、 ESCAP/CST/2022/INF/3 、

ESCAP/CST/2022/INF/4和 ESCAP/CST/2022/INF/5载有更多资料，包括相关小

组和网络近期会议的记录和成果。 

(b) 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支持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的举措 

文件 

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官方统计：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在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方面的举措(ESCAP/CST/2022/INF/6) 

说明 

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侧重于合作活动，这些活动为各国加强统计以实施

《2030 年议程》的努力增加了价值。因此，各级发展伙伴在其成功实施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资料文件 ESCAP/CST/2022/INF/6 重点指出了合作伙伴目前为

支持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所作的努力。 

委员会不妨就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发表意见，并就各项举措的未来方向

提供指导，以确保这些举措能够共同以最有效的方式用于落实愿景和行动框

架。 

5. 正在出现的问题 

(a) 衡量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的进展情况 

文件 

从国内生产总值转向福祉和可持续性(ESCAP/CST/2022/5) 

说明 

委员会主席团已将衡量除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进展情况确定为本区域正

在出现的一个优先问题。 

文件 ESCAP/CST/2022/5 载有关于为制定和使用除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

进展标准而开展的部分国际和国家努力的信息。该文件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

在反映福祉或可持续性目标(如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方面

的缺陷，还对国家统计系统在编制补充统计数据和促进其用于循证政策方面

的作用进行了思考。 

铭记主席团确定的两个正在出现的问题之间的联系，本文件概述了采取

区域行动加强数据治理的进一步机会，包括更多地制定和使用补充性进展措

施。 



ESCAP/CST/2022/L.1/Rev.1 

 

6 B22-00546 

委员会不妨注意到文件 ESCAP/CST/2022/5，并讨论国家统计局在制定

和使用更广泛进展标准方面的作用。请委员会成员在通过实施共同愿景和行

动框架加强官方统计以及通过落实关于“用数据为政策导航，不让任何人掉

队”的宣言所载承诺加强国家统计系统方面，分享本国在这些议题上的更广

泛进展标准。 

还请委员会对该文件中所概述的进一步采取区域行动的机会逐一审议并

发表意见。 

(b) 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数据治理 

文件 

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数据治理(ESCAP/CST/2022/6) 

说明 

委员会主席团已将数据治理、包括大数据在内的非传统数据来源、以及

包容性决策及其对国家统计系统的影响(包括数据素养)确定为本区域正在出

现的优先问题。 

文件 ESCAP/CST/2022/6 简要介绍了在数据治理、非传统数据来源、包

容性决策及其对国家统计系统的影响等领域所作的国际和国家努力。铭记主

席团确定的两个正在出现的问题之间的联系，本文件概述了采取区域行动加

强数据治理的进一步机会，包括更多地制定和使用补充性进展措施。 

委员会不妨注意到文件 ESCAP/CST/2022/6，并讨论国家统计局在数据

治理方面采取的不同办法。请委员会成员在通过实施共同愿景和行动框架加

强官方统计以及通过落实关于“用数据为政策导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宣

言所载承诺加强国家统计系统方面，分享本国在这些议题上的观点。 

还请委员会对该文件中所概述的进一步采取区域行动的机会逐一审议并

发表意见。 

6. 审议次级方案的未来重点 

文件 

2023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19款：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发展(A/77/6 

(Sect. 19)) 

说明 

将特别关注次级方案 7：统计。 

统计司司长将就当前的活动、计划和优先事项发言。委员会不妨就本次

级方案今后的工作领域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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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请委员会注意的报告 

(a) 主席团的报告 

文件 

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以来主席团活动的报告(ESCAP/CST/2022/INF/7) 

统计委员会主席团的职权范围(ESCAP/CST/2022/7) 

说明 

主席将以口头报告作为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以来主席团活动报告的补

充。请委员会认可修订后的主席团职权范围。委员会还不妨注意到主席团活

动报告。 

(b)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报告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报告(ESCAP/77/12)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ESCAP/78/25) 

说明 

委员会不妨注意到这些报告。 

(c)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作平台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报告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作平台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报告

(ESCAP/CST/2022/INF/8) 

说明 

委员会不妨注意到本报告。 

8.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上述项目未涵盖的其他事项。 

9. 通过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CST/2022/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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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第八届会议报告，以提交定于 2023 年举行的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供其审议和认可。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