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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性别统计并不是一个单独或孤立的领域。它跨越诸如经济、农业、卫生和就业等传统统计领

域，探索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的差别。这类信息对于增进政策和决策制定者的知识了解和

推进实现性别平等来说至关重要。《开发性别统计数据：实用工具》这本手册旨在指导统计机构

从事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和使用，它是在瑞典统计局的开创性工作《性别统计：一种寻求改变的

工具》（海德曼等，1996）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手册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生产和分析有关性别差异的统计数据的重要性。第三章提供数

据生产指南，第四章详细介绍了精心挑选的与性别统计有关的一些主题以及数据采集方面的建议。

第五章探讨了通过沟通策略和诸如交互式数据库及网站等发布平台来改善性别统计数据的使用

的一些方法。 

对于任何开发性别统计数据的举措，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做好宣传倡导和建立伙伴关系。

第六章的主题是“让我们开始行动”，所提供的指导包括取得高层管理人员支持、立法和界定性

别统计项目等。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非常荣幸与世界银行学院合作编写本手册。希望本手册能够为有兴趣

从事性别差异方面高质量信息生产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统一的参考信息，为生产者提供有价值

的指导，并且最终有助于以证据为基础来制定加快推进性别平等的政策。 

 

Ján Kubiš（扬·库比什） 

执行秘书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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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性别统计和性别分析 

1.1 导言 

性别统计并不是一个单独或孤立的领域。它与各个领域的统计数据都有关系，并且是可用

于推动解决性别问题的一种工具。识别出用于发现和理解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和目标所需要的信息，

对于生产性别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因此，政策导向型的方法而非简单地按照性别对数据进行分组，

是性别统计的核心。 

性别统计是横跨传统领域的一个统计领域，用于识别、生产和发布性别统计数据，以反映女性和男性

的生活现状和有关性别平等的政策问题。 

性别统计数据的开发步骤与其他统计数据的生产是相同的，但是在整合性别问题和反映性别

方面的关注点上有其具体特点。如 Hedman 等（1996 年）所提出的主要步骤包括： 

1) 选择要调查的主题 

2) 确定要采集的统计数据，以反映社会中的性别问题 

3) 确定概念和定义，以充分反映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差异 

4) 制订数据采集方法，要考虑可能会导致性别偏见的陈规陋习和社会文化因素 

5) 分析和展示数据，确保政策制定者和尽可能最广泛的受众能得到这些数据 

本章将着眼于性别统计数据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和挑战。 

1.2 统计数据中性别视角的重要性 

倡导在统计数据中引入性别视角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使统计人员相信，有时甚至需要一

些潜在的用户相信，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许多人认为，目前性别已经被很好地融入统计

数据中，或者并不需要性别数据，因为女性和男性已经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参见专栏 1.1，

其中列出了常见的看法）。本手册则主张，关注性别问题不仅能提供有关性别差异的证据，而且

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整个统计体系。女性和男性仍然在社会中承担不同的角色，享有资源和掌控资

源的情况是不同的，并且具有不同的技能和兴趣。如果这些差异不能被反映在官方统计数据中，

统计人员就不能算作是充分完成了其使命。 

讨论开发性别统计数据的切入点是对我们目前经常混淆的两个词进行区分：生理性别（sex）

和社会性别（gender）。将 gender 一词翻译成其他语言的难度本身就说明了在使用这两个词时

存在混淆的情况。有时候生理性别（男性和女性, male and female）和社会性别（男性化和女

性化, masculine and feminine）的简单分类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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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别（sex）指的是用于界定男性和女性的相对固定的生物和生理特征。社会性别（gender）

指的是相对变化的社会建构的角色、行为和特质，取决于特定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看法1。政

策和研究大多数都是关注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但是分生理性别的分析是进行社会性别分析

的一个途径。 

 

专栏 1.1：有关生产性别敏感统计数据的常见看法 

“我们已经有性别统计数据了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分性

别的” 

生产性别敏感统计数据并

不只是生产分性别的数据。分性

别的数据是性别敏感统计数据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

全面的性别敏感统计来说，国家

统计系统还需要确保其生产的

统计数据涵盖本国所有重要的

性别问题，并且包括了可能只影

响某一个性别的一些问题（例如

孕产妇死亡和前列腺障碍）。 

“本国的女性和男性已经享有

平等了” 

女性和男性永远不会完全

一样。生理上的的差异永远存

在，一些社会差异也会存在。需

要性别统计数据来展示女性与

男性有哪些地方不同以及女性 

和男性有哪些地方相似。只有在这

些信息的基础上，政府才可以制定

性别敏感的政策，并且确保促进性

别平等的政策获得成功。 

“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

差异是正常的，因为女性更喜欢待

在家里” 

性别敏感数据并不提供有关社

会应该怎么看待的价值判断。国家

统计系统的任务是生产能够准确反

映一国现实状况的数据。然后，通

常是由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来判断在

男性和女性之间显示出的差异是

“正常的”或可取的。 

“增加性别分组会使成本增加太

多” 

对于大部分情况，采用现有的

各种方法来生产性别统计数据只会

增加极少量的成本。在一些情况下， 

只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问题或者

一列来说明性别。在其他情况下，

可能要增加几个问题。在进行分

析时，主要成本是生成额外汇总

表格所需的时间，但是在许多情

况下，性别能够简单地增加到现

有的汇总表格中。较大的成本通

常只发生在要进行全新调查（例

如抽样调查）的情况。 

“按照性别对数据进行分组将会

对数据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相反，融入性别视角会丰富

从调查得到的信息，并且增加其

解释力。 

分性别的数据还通常为数据

采集和记录的准确性更全面的审

核提供了基础，因为需要增加新

的逻辑审核。 

 

需要分性别数据来说明某个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的差别。为了分析社会性别问题，数

据必须按照生理性别进行分组。不过，对于性别分析来说仅仅这样做通常是不够的。例如，按照

性别将杀人受害者分组是有用的，但是还需要收集有关杀人犯的信息以及他们与受害者之间的关

系，以了解受害者是被家庭成员杀害的，还是被不认识的其他人杀害的。 

性别的概念不仅关注女性，而且同时关注女性和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策和项目会

对女性和男性造成不同的影响，而且，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理解女性地位的重要背景，反之亦

然。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只关注男性或女性也是恰当的。例如，一些问题只适用于女性，而不适

用于男性，比如孕产妇死亡；而有些健康问题只针对男性，例如睾丸癌。 

                                                      

1  这些定义摘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http://www.who.int/gender/whatisgender/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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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性别与其他社会组别的交叉 

将人口按照性别分组进行分析时，通常还需与其他社会组别进行交叉分组。在生产性别统计

数据时，通常需要考虑这些交叉分组的性质和内涵。女性和男性不是同质的群体。女性和男性在

年龄、教育和其他重要的类别上都有重要的差异。由于存在这些方面的差异，要特别当心有关女

性或男性的结论的一般化可能会产生误判。还有一些重要的性别差异与种族、宗教、残疾和性倾

向以及迁移和公民身份有关。进一步的分组也可以按居住地分为城镇和农村。 

在某些情况下交叉分组只是说明在一种不利影响的基础上再叠加一种不利影响，但是在其他

情况下可能存在交互影响。一些人口组别中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其在社区中性别角色定位而受到歧

视。例如，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4 年在欧洲东南部的 9 个国家中所做的研究显示，

非吉普赛人达到中学教育程度的可能性是吉普赛人的五倍。不过，吉普赛男性达到中学教育程度

的比例是吉普赛女性的两倍。在非吉普赛人中，性别差异要小很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

年）。吉普赛女性会受到双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作为女性，二是作为少数族群。因此，很重

要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采集相关的数据，并且在展示数据时，不仅要展示分性别的数据，

同时要展示按其他社会维度分组的数据，以帮助评估各种不同的情况。 

1.4 性别统计涉及的主题 

在每一个国家中，性别统计覆盖的领域并不局限于家庭或者某一个领域，而是涉及到比较宽

泛的各类主题。目前有各种方法来对重要的性别问题进行识别和归类。欧盟关于性别平等的路线

图（欧盟委员会，2006a）2和联合国的行动纲要（联合国，1995a）3就此提供了两种方法。 

欧盟的路线图指出了六个在 2006-2010 年要推进性别平等的优先领域： 

 女性和男性有平等的经济自主权 

 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协调 

 平等地参与决策 

 消除各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消除性别方面的陈规陋习 

 提升欧盟之外的性别平等 

对于每一个领域，都确定了优先目标和行动，并且列出了欧盟委员会所使用的指标，以监测

在路线图中列出的政策领域内性别平等的进展。并且指出，在一些领域中还需要进一步开发统计

数据和指标，例如涉及到健康、犯罪和受害者等领域的性别维度指标。 

1995 年联合国北京行动纲要提出了需要采取战略措施的 12 个核心领域。随后针对这些性

别关注，指出需要收集哪些统计数据，以便为政策和项目计划以及其后续的监测和评估提供基础

资料。以下列表以“纲要”形式说明为什么该领域需要重点关注，并且精选了一些研究发现来简

                                                      

2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422&langId=en 

3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platform/pla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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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每一个领域目前存在的一些性别问题。 

1. 贫困：“持续存在并且日益严重的女性贫困”：女性贫困与不够重视女性地位的宏观经

济、福利和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有关。可以在男性和女性的个人层面上理解贫困，也可

以在住户层面上理解贫困。女性陷入贫困的路径可能与男性不同，例如丧偶和单身母

亲。 

2. 教育和培训：“教育和培训的不平等、不充分和机会的不均等”：在一些国家中，女孩

和成年女性与男孩和成年男性相比，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更少；通常存在性别隔离，

使得女性和男性通常是在不同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中学习，这可能会导致就业收入更高

或者更低；终身学习通常对女性来说比男性更为重要，因为成年女性在生育和照顾婴

幼儿结束之后更有可能愿意重新接受教育和就业。不过情况也不总是这样，因为当男

性失去工作之后，他们也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训，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3. 健康：“医疗保健和相关服务获得的不平等、不充分和不均等”：在一些国家中，女性

与男性相比，接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更少；一些医疗保健服务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女

性，例如生育或生殖健康方面的医疗保健服务；一些疾病只出现在特定性别人群中，

例如乳腺癌和前列腺癌。 

4. 暴力：“针对女性的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主要是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其中包括

家庭暴力、性暴力、跟踪、工作时的性骚扰、女性生殖器切割、逼迫女性卖淫、强迫

婚姻，以及传统的基于维护名誉而进行的暴力。针对女性的暴力既是性别不平等的原

因也是其后果。 

5. 武装冲突：“武装冲突或其他类型的冲突对女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那些在外国占领区

中生活的女性”：在冲突解决方面，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更少参与到决策中；在冲突

地区和后冲突地区中女性特别容易受到性暴力的侵害。 

6. 经济：“经济结构和政策、各种生产活动和资源获取的不平等”：经济分析通常很少关

注那些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参与较多的工作形式。例如，与有酬的工作相比，无酬家务

劳动主要是女性参与。将各种工作形式进行区分对于性别分析特别重要，例如区分全

职就业和兼职就业；将性别与职业和行业交叉分组；以及考虑兼顾家庭照料和就业、

歧视和性别工资差异等复杂交互关系。 

7. 权力和决策：“男性和女性在各个层面上权力分配和参与决策的不平等”：性别问题包

括女性被选举到国会的比例、女性被任命为部长的比例、女性在公安、司法和其他公

共职能部门中就任高层的比例、女性在大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以及是否享有政

治过程的成果。 

8. 促进女性进步的制度化机制：“在各个层面上缺乏相应的机制来促进女性进步”：这是

专门针对性别关系的一个主题；它关注是否存在相应的制度化机制来促进女性进步，

以及这些机制具备的资源和能力，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和项目的安排，以及用来评估政

策的事实基础，例如分性别的统计数据。 

9. 女性人权：“女性人权的缺乏尊重、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类的权利也是女性的权利，

为此开发了一些机制来专门关注女性，例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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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人权的概念对于开展致力于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政策分析来说一直特

别重要，其中针对女性的暴力被视为违反了女性人权。  

10. 媒体：“女性形象的固化以及女性接触和参与各种传播系统的不平等，特别是接触和参

与媒体的不平等”：媒体分析中的性别问题包括媒体中女性参与决策的程度和性质，例

如女性的媒体形象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多元的。 

11. 环境：“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中的性别不平等”：性别问题包括女性参与环境决策，

以及环境问题对于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 

12. 女童：“针对女童的持久歧视和违反女童的人权”：在一些国家中女童比男童获取营养、

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更少。他们可能会遭受恋童癖、强制卖淫、女性生殖器切割、

早婚、杀害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等问题。 

以上内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性别问题。其他性别分析非常

重要的领域还包括交通、运动休闲、生殖和性行为。 

1.5 在统计数据中突显性别 

识别性别问题以及与性别的相关性是一个复杂的且往往很微妙的过程。其中需要理解哪里涉

及到性别问题，以及哪些领域可能会包含与性别有关的维度。这不仅要求对当前的政策问题有所

了解，还需要从技术层面上理解官方统计数据中所使用的概念框架和方法。在官方统计中传统上

使用的某些重要框架和方法对于男性或女性可能是有偏差的，因此在统计数据中并不能完全反映

女性或男性的活动和偏好。此外，使用“住户”概念作为政策分析的基础单元意味着假设所有住

户成员都是同质的。 

一个统计概念中有偏的例子是“经济”的定义。传统的经济定义关注那些可以在诸如国内生

产总值（GDP）中体现出来的货币化部门，这种分析排除了无酬的家务劳动。为了全面了解在

一个国家中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很重要的是要有全面反映各种类型的工作的数据。为了更为充分

地探讨这些问题，国家统计机构目前逐渐开始推行时间利用调查，来采集有关各种形式工作的数

据（参见第 3.4 节）。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联合国统计司，2009a）4也意识到单独进行测量

的需要，并建议在卫星账户中体现国民账户体系（SNA）定义之外的生产活动的价值。 

在其他领域中，诸如家庭状况、生育偏好、避孕行为和实际生育等传统概念对于男性也都是

有偏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中主要是针对女性来采集信息。不过，瑞典目前是少数几个同时针对男

性和女性来采集和发布有关家庭状况、避孕行为和生育方面数据的国家之一。 

第二类问题是当分析和展示的单元为住户时产生的，例如有关贫困和社会排斥的传统方法。

在住户内部资源是平等分配的假设前提下，这种方法通常是合理的。对于某些以住户为单位进行

征税和提供福利的公共政策来说，住户是一个合适的单元。但是，使用住户作为贫困分析的单元

掩盖了住户内部资源分配性别上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和男性不同工作激励的影响。在男性和女性

的个人层级上采集数据以及在住户层级上采集数据都很重要，以便通过制表汇总和分析同时反映

                                                      

4 参见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SNA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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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住户和个人模式特征。 

住户概念使得女性在统计数据中不能突显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使用了“户主”的概念。通常

整个住户的特征是根据户主的特征来界定的，并且户主通常是住户中最年长的男人。这种做法掩

盖了一系列的性别问题。例如，“户主”可能并不是挣钱的男性：有两个人挣钱的住户的最高收

入者可能是女性；女性可能是家庭主要收入者，而男性主要负责照顾家庭；住户可能是由女同性

恋者或同性恋夫妇组成。使用“住户参照人”概念（参见专栏 3.2）的优势是提问只需针对某一

个参照人，而不会做出错误的性别假设。 

性别统计数据开发的重中之重是在以前被认为性别不是很相关的领域中将性别问题突显出

来。与其对性别关系的性质和意义进行假设，不如公开进行分析论证。在传统分析中有许多假设

都存在问题。这些假设包括：假设性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其他社会和经济动力更为重要；假设

妇女的利益始终是与她们的丈夫一致的；假设某个特定类别的人总是男性或者女性。开展性别统

计能为检验这些假设提供实证依据，从而进行更好的分析和政策制定。 

1.6 性别平等 

很多情况下，分析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同点和相同点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性别不平等的本质

和原因。当前很多政策设计旨在减少性别不平等，需要统计数据来把握相关的进展。不过，性别

平等的概念是比较复杂的。 

性别平等的定义取决于对性别差异的认识。所有的差异都是不平等吗？或者有一些差异是可

取的、并非体现不平等？实现性别平等是否意味着改变妇女的地位，或是意味着更深层次的也涉

及男性生活的改变？定义性别平等的各种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种。基于相关统计数据的性别分析会

表明，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哪种方法是最合适的。 

在联合国行动纲要（联合国，1995a）中明确指出了性别政策与一些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之

间的关联。 

第 41 段：“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条件，不应该孤立地将其看

成是女性的问题。这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公正和发达社会的唯一途径。女性赋权和男女平等是实现所有

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安全的先决条件。” 

第一种定义方法，平等意味着单一的评价标准，即如果不能完全一样，则不会有平等。相应的

例子是同工同酬。这种方法是最普遍的，并且得到了大多数致力于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的支撑，

它们所基于的便是平等对待的原则。这是对性别平等概念最简单和得到最好的理解的意涵。一个

用于测量这种性别平等概念的指标的例子就是性别工资差距（参见 4.1.3 小节）。 

第二种定义方法，不同的方面有同等的价值，这意味着在评价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时并不是使

用简单的单一标准。相应的例子是无酬看护工作，以及是否和如何将其与有酬劳动同等对待。时

间利用调查（参见第 3.4 节）对于估计女性和男性在有酬和无酬劳动上花费的时间上，提供了非

常宝贵的数据。为了与有酬劳动同等对待，国民经济核算是否应该试图对无酬看护工作进行货币

化估值？这种方法会促使制定一些专门针对女性的政策，例如带薪产假。不过，也有人指出，这

种方法存在一定风险，即可能会被用作对现状的辩护，而非促成平等。差异也可以意味着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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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这种方法并不少见，但其在阐释性别平等的内涵时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第三种定义方法，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只能通过男女双方的行为和标准的转变来得到实现。

相应的例子是通过改变结构条件，例如通过在工作场所提供照顾服务来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来

自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可以提供有用的洞见），或者通过改变性别权力关系以减少针对妇女的暴

力（参见第 4.12 节），从而实现性别平等。 

这种方法需要整个社会有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与平等概念的第一种定义是类似的，即平等

是通过最终达到同一性来实现的，不过不同点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转型的分析中定位这个问

题。这是在性别主流化的策略内最常采用的方法，即追求在所有的分析和政策领域中都纳入性别

平等的观点。 

性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三种定义方法存在激烈的争论。并不需要决出哪一种方法对于生

产与性别平等相关的统计数据是最好的。恰恰相反，性别统计学家的工作是生产事实证据，以促

进这些争论的讨论和解决。 

在性别平等的概念上，还存在一些进一步的细微差别，其中包括机会平等和公平。 

机会平等的概念侧重于个人享受到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对待的机会，它接近于平等对待的

概念。不过，由于其关注个人公平，因此这种方法很少考虑更为宽泛的有关资源分配的制度问题。

机会平等可以被看成实现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公平的概念是比平等更接近公正的概念，因为它允许一些不平等被视为是合理的。 

例如，如果性别工资差异是由技能上的差异而不是歧视导致的，则是性别工资公平而非工资

平等。此外，要得到公平的结果，很多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平等的待遇被认为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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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统计数据？ 

2.1 导言 

随着性别问题在国家和全球事务中的不断推进，产生了对统计数据的新需求。政策制定者、

研究人员以及倡导者们都需要更多数据，并且越来越认可性别视角是指导数据收集和正确分析的

基本前提。正因如此，他们不仅要求获得用于制定性别平等政策所需的数据，而且也在努力推动

统计制度的改变和改革，以生产更有针对性的信息。做性别统计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要为相关

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实证基础；二是对于改善整个统计体系有着重要作用，推动其更为准确和全

面地描述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全部人口的活动和特点。 

2.2 性别统计的重要性 

性别统计是分析和评估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状况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

统计有助于提升对性别问题的认知、促进公众讨论和性别状况的改变。此外，研究也需要性别统

计数据，以帮助进行各种解释和理论的开发和验证，以便更好地理解性别在现实社会中的运作机

制。所有的这些数据使用都是制定促进更大程度性别平等的政策的基础。而且，性别统计还用于

监测和评估政策执行的效果和效率。 

这些需要性别统计数据的政策制定、课题研究和公众讨论等主要着眼于性别平等和妇女地位

的提高。此外，性别统计也应用于一些性别并非是首要问题的政策领域。许多情况下，社会和经

济政策都受性别维度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这些情况下，用于支持性别分析的实

证基础的数据可获得性对于调查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理解政策对诸如女性或男性等不

同群体的作用和效果上的差异，就可能无法全面地理解政策含义和实现其政策目标。 

所有这些性别统计数据的使用都有助于改进统计系统本身。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者和用户之

间进行对话沟通很重要。例如，性别问题专家提出他们自己的数据需求，并由此识别出当前数据

缺口。他们推动在概念、方法、主题和数据序列方面进行改进，以更好地反映女性和男性各自的

活动和贡献。在响应数据用户的需求时，非常重要的是，统计人员需要考虑可能会导致性别歧视

的个人成见和社会文化因素。这样做不单单是可以得到更好的男女性别信息，并且可以改善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实际的测量。 

与所有官方统计一样，非常重要的是，性别统计也需要遵循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1994 年通过

的《官方统计基本原则》。特别是原则 1：相关性、公正性和平等获取；以及原则 2：职业标准

与伦理，官方统计工作必须在公正和合乎道德的基础上运行，并且严格根据专业考量来确定有关

统计数据收集、处理、存储和展示的方法（联合国统计司，1994 年）。 

2.3 性别统计用于政策制定 

在国际层面，一系列的联合国政府间决议要求各国制定有助于提升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的政

策，并且生成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性别统计数据。这些决议包括 1979 年通过的联合国《消除对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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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5，以及 1995 年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6。 

性别平等也是 2000 年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通过的《千年宣言》7（联合国，2000 年）中的一

项基本内容（见专栏 2.1）。八个“千年发展目标”（MDG）为测量《千年宣言》承诺的实现进

展提供了框架。其中第三个目标明确呼吁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有关指标涉及教育、就业和

决策等方面。不过，保障性别平等对实现所有其他目标而言也至关重要，各个国家在报告目标实

现进展时，只要适用性别视角，都需要提供分性别的数据8。 

 

专栏 2.1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目标 1 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 

目标 2 普及小学教育 

目标 3 促进两性平等和女性赋权 

目标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 5 改善孕产妇保健 

目标 6 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目标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目标 8 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其他国际和跨国组织还有进一步的法律规定和要求。例如，1997 年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

9（欧洲议会，1997 年），以及根据北京会议精神所做的《男女平等就业和平等提供商品和服务

的指导意见》（欧盟委员会，2000b）及后续行动。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专门的政策和立法

项目来促进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 

性别数据的可得性与可及性，对于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以促进国家和国际目标的实现具有重

要作用。使用统计证据来制定合理政策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家所公认，并且体现为《第四届世界妇

女大会行动纲领》的一个战略目标。目标 H.3 是：“生产和发布分性别的数据和信息，以用于规

划和评估”（联合国，1995a）。紧接着是一整套详尽的行动方案，实际上也是统计发展的议程。

有些行动强调对统计数据的一般性要求：“确保根据性别和年龄来收集、整理、分析和呈现有关

                                                      

5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cedaw.htm 

6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platform/plat1.htm 

7 http://www.un.org/millennium/declaration/ares552e.htm 

8 参见

http://mdgs.un.org/unsd/mdg/Resources/Static/Products/Progress2009/MDG_Report_2009_Pro

gress_Chart_En.pdf 

9 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1997D/htm/1199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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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统计数据，并且反映与现实社会中女性和男性有关的问题。”其他一些行动则指明了要做

哪些工作来生产与特定主题相关的统计数据。 

性别统计也涉及到与性别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政策的制定。许多政策看起来与性别平等没有

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会间接地受到性别关系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没有直接明确需要关

注性别方面的影响，通常也有必要从性别视角对政策进行分析。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暴力犯罪。

“暴力犯罪”概念看起来与性别毫无关联，但是，暴力犯罪的一个较为隐蔽的方面就是丈夫对妻

子的家庭暴力行为。忽略了这部分暴力犯罪则意味着很重要的一部分暴力犯罪没有被测量，从而

在政策和方案的制订中不会被考虑到。引入性别视角有助于制定出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政策，并且

可能是更为有成效的政策。 

政策制定者代表着统计数据的战略用户（“统计”一词本身就暗含着与国家活动有关）。“统

计数据生产过程”有其特定步骤（参见 3.2 节），数据生产者应当与政策制定者保持非常紧密的

互动，在此过程中双方的角色和职责是清晰明确并受到尊重的。这些步骤包括： 

 社会中性别问题的识别：在意识到社会中存在性别问题并且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以理

解这些问题时，这个过程就开始了。有的性别问题可能与国家某一特定的核心政策问

题有关系，例如贫困。不过，贫困与性别的关系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也有一些明显

的性别问题，例如与性别有关的暴力行为，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需要掌握更多的这

方面的信息。 

 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在识别出问题之后，下一步就是生产出统计数据来测量问题本

身。这可能需要采用全新的工具，比如进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调查。此外，可能还

需要通过在抽样调查或行政报表中增加一个或更多问题，或者针对问题或报表来扩展

回答的选项，或者改变问题的提问方式以使得这些问题在性别倾向上更加中立，来改

善现有的数据收集。此外还有可能要做的，就是改善数据采集人员的招募和培训，确

保他们知道他们在访问中的角色与相关性别问题的相互关系。 

 性别统计数据的推广与发布：仅仅发布经过改善的统计数据是不够的。为了发挥统计

数据的作用，需要将数据送达政策制定者们（包括公务员和民选代表）以及能够给他

们提建议的人手中。另外，需要将数据送达诸如妇女团体等一些性别问题倡导者受众，

他们可以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以促进必要的政策调整。最后，需要将统计数据送

到在政策领域有影响力但是通常并没有意识到性别问题的人们那里。对于每一类受众，

可能需要提供不同的数据产品，采用不同的推广策略和不同的数据发布方法。 

 性别与政策分析：一般来说，国家统计机构负责生产统计数据，而不要求从政策角度

开展数据分析。事实上，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国家统计部门不应该进行政策陈述。相

反，他们只应该呈现“事实”。而对于国家统计体系中同样从事数据生产的其他部门，

例如教育部或卫生部等，情况则有所不同。不过，负责政策分析和建议的部门与负责

统计数据生产和发布的部门通常不是同一个部门。因此，性别与政策分析工作往往由

国家统计部门之外的其他行动主体来进行，他们来分析统计数据的意义和内涵。尽管

国家统计人员不直接负责数据分析，但是他们需要清楚，他们对统计数据的呈现方式

会影响后续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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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措施中性别分析的使用：从性别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政策能够促进性别平等。当

然，认为政策制定通常主要是基于事实和数据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各种不同的社会

力量都会影响到政策制定。不过，有可靠的事实和数据对任何政策建议者而言都是有

力的支持。这也会促进“基于证据”而非基于假设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进而，有

助于促进政策制定者们就不同观点开展理性讨论。 

 识别数据缺口和认识新问题：理想情况下，政府应该监测政策实施的产出（可交付物）

和效果（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各界也会监测这些有可能解决性别问题的政策的影响。

例如，妇女健康领域的工作机构可能会监测避孕方面新的政策做法，而为遭受家暴的

妇女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监测制止家暴方面的政策，诸如采取措施请施暴的

成员离开家庭。这些监测过程可能会引领我们识别和确定那些现有知识不足的领域。 

上面讲到的都是一般性的情况，不同国家和不同主题的政策制定过程都不一样。这取决于国

家统计部门中谁在负责某些特定问题。例如，由国家统计部门还是由其合作机构来生产有关的统

计数据，这一过程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这一过程还取决于对特定性别问题认识的高度和广度，

以及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度。还取决于政府的工作方法、自身对制定出基于证据的政策的自豪感，

以及对改善性别平等的承诺。有些情况下，那些反对政策改革并以寻求更多证据为由搞拖延战术

的人们，也可能会提出数据需求，从而间接推动通过获取性别统计数据来加强性别认知的过程。 

2.4 面向公众的性别统计 

当有新数据可以提供时，国家统计部门在通知政策制定者们的同时，还需要通知其他社会各

界。研究人员、分析人员、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代表最主要的数据用户，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将

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不同作用告知公众。 

2.5 性别统计改善国家统计体系 

性别统计数据旨在以更为精确的方式来反映现实。性别统计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要浮于表面和

因循守旧，以便能够把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那条无形的线画出来，使性别差异更加清晰。为

了更好地描述现实和避免不必要的偏见，统计人员需要不断完善定义和改进数据采集方法。 

专栏 2.2 是有关于印度就业统计数据的发展，介绍了倡导改善低收入就业女性数据的努力不

仅得到了更好的关于这些女性的数据，而且改善了印度大多数的就业女性和男性的数据。 

在提高官方统计数据的性别敏感度的过程中，国家统计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开始新数据的采集（例如，时间利用调查或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调查） 

 审查定义 

 改善数据采集（问题措辞、样本设计、访问员效应等） 

 改进统计结果的呈现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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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2  印度就业统计数据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印度自雇女性协会（SEWA）一直

通过不懈努力来推动印度政府对

非正规就业的统计。SEWA，特别

是其创始人 Ela Bhatt 和国家公

关协调人 Renana Jhabvala 认识

到了可以借助统计数据的力量，

对非正规就业的原因进行倡导，

将信息传达给政策和规划的制定

者，以改善就业群体的处境。正

如 Ela Bhatt 所说：“......雇主们常

说：‘谁是家庭帮工？他们有多

少？他们在哪儿？他们不存在。’

而且他们经常取笑奚落我们”。

SEWA 认为，通过采集有关特定

类别家庭帮工的数据（先是兼职 

家庭帮工，然后是全职家庭帮

工），他们能够让当局相信这些

人的重要性并为他们争取福利

基金的覆盖范围。SEWA 还利用

统计数据支持通过 1996 年国际

劳工组织（ILO）家庭工作公约，

并且在印度乃至整个东南亚掀

起改善家庭帮工工作条件的努

力。这些努力的成果还包括国家

劳动力数据的全面完善。 

SEWA 并没有将自己局限

在小型课题研究上，而是在重塑

国家统计政策制度方面扮演积

极角色。它成功游说印度政府成

立研究自雇女性问题的委员会， 

并且在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参与其中，

与各方通力合作开展研究，参加调查

的规划，并且认真关注与其成员有关

的数据采集决定。这些努力对低收入

工人的生活起到明显改善。统计领域

较为重要的另外一个成果是，促使印

度在非正规就业的统计数据开发方

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该成绩很大程度

上应归功于国家统计服务部门与诸

如 SEWA 等社会团体的紧密合作。

这些努力对统计的影响远不止对非

正规就业女性数据的改善。由于该国

90%以上的工人都是非正规就业，因

此结果是提升了所有劳动力的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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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如何生产性别统计数据：一般性问题 

3.1 导言 

本章将从获取可靠的性别相关信息的视角来讨论主要的测量问题，展示统计生产过程的核心

阶段，描述在每一个阶段如何避免性别偏差。之后，将讨论在国家统计系统的范围内可以用于生

产性别统计数据的各种数据来源。从全国性数据采集的大类看，这些来源可以分为四种：人口普

查、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企业调查以及行政记录。本章还将特别提到时间利用调查，该部分与

其他类型的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是分开讲述的，因为时间利用调查可以为分析许多重要的性别问

题提供丰富的信息。 

3.2 统计生产过程 

3.2.1 概要 

总体设计 

与其他统计数据一样，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过程涉及一系列内在高度相关的活动。其中的每

一个活动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都可能会对最终产出的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非常重要

的是，要从头到尾用全局的视角审视整个过程，确保所有活动是高效并且无缝连接的，并形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清晰明确的目标和有效的测量方法应该指导数据生产过程的总体设计。 

核心步骤 

从广义上看，生产性别统计数据的过程与其他统计领域的生产过程是类似的。通常来说，包

括一系列重要的步骤（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8a 和 Hedman 等，1996 年），下面就这些

步骤进行详细讲述。 

 选择需要进行调查的主题 

 识别数据需求，这些数据用于理解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的性别差异，以及男性和女性

各自的角色和贡献 

 评估现有的概念、定义和方法，来产生无偏的性别相关信息 

 必要的时候，开发新的概念、定义和方法，以充分反映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开发数据采集方法：选择调查对象，即针对谁来采集信息；调查设计，例如确定样本

量、问卷开发和测试；培训访问员，确保在数据采集中使用标准化的方法，并且避免

产生性别偏差 

 使用可产生可靠结果的方法来采集和处理数据 

 采用简单易行的方式来分析和展示统计数据；向包括政策制定者和规划制定者在内的

广大用户发布统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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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国家的全国统计系统的框架下，这些步骤的操作方式根据性别统计数据的需要目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不过，生产性别统计数据通常意味着要在主要目标并非是性别问题的数据采集中

应用性别视角。因此，上述过程都需要考虑性别问题，在每一个步骤上，要考虑到传统的社会文

化因素可能会导致的性别偏差。而且，这些活动的执行也会根据数据是来源于直接从特定的人群

或企业采集数据的统计调查、来源于抽样调查还是人口普查，或者来源于统计数据采集并非其主

要目的的行政系统而有所不同。在抽样调查的情况下，这些步骤非常适用，但是对于其他数据来

源，特别是对于行政记录来说，还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会在后面针对每种数据来源进行专门介绍

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讲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盟统计局和经合组织联合开发了（参见专栏

3.1）非常实用的通用参考模型，用于统计数据的生产。 

 

专栏 3.1： 通用统计业务流程模型（4.0 版本） 

通用统计业务流程模型（GSBPM）的阶段和子流程 

质量管理/元数据管理

1
明确需求

2
设计

3
构建

4
采集

5
处理

6
分析

7
发布

9
评估

8
归档

1.1
确定信息需求

1.2
咨询和确认需

求

1.3
建立产出目标

1.4
识别概念

1.5
检查已有数据

可获得性

1.6
准备业务案例

2.1
设计产出

2.2
设计变量描述

2.3
设计数据采集

方法

2.4
设计抽样框和

抽样方法

2.5
设计统计处理

方法

2.6
设计生产系统
和工作流程

3.1
构建数据采集

方法

3.2
构建或改善流

程环节

3.3
配置工作流程

3.4
测试生产系统

3.5
测试统计业务

流程

3.6
最终确定生产

系统

4.1
选择样本

4.2
准备采集

4.3
进行采集

4.4
完成采集

5.1
集成数据

5.2
分类和编码

5.3
检查 核实和

编审

5.4
插补

5.5
得到新变量和

统计单位

5.6
计算权重

6.1
准备初步产出

6.2
验证输出

6.3
仔细审查和解

释

6.4
应用公开发布

控制

6.5
完成产出

7.1
更新产出系统

7.2
生产发布产品

7.3
管理产品发布

7.4
推广发布产品

7.5
管理用户支持

8.1
确定归档规则

8.2
管理归档知识

库

8.3
保存数据和相

关元数据

8.4
处置数据和相

关元数据

9.1
收集评估输入

9.2
执行评估

9.3
同意行动计划

5.7
计算汇总

5.8
完成数据文件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

盟 / 经 合 组 织 组 成 统 计 元 数 据

（METIS）联合工作组，开发出

“ 通 用 统 计 业 务 流 程 模 型 ”

（GSBPM），建立的基础是新西

兰等国开发的模型，最初是用于

为统计机构间开展有关统计数据

生产的讨论提供标准语汇。 

它还提供了用于在统计机构内

部进行流程质量评估的框架。它适

用于所有统计生产活动有关，而不

论其数据来源如何（抽样调查、行

政记录、数据集成等）。该模型不应

被看作是必须一步一步严格遵照执

行的框架，而是作为一种灵活的工

具，可以描述和定义生产官方统计 

数据所需的一套业务流程。该模

型包括九个阶段的统计业务流

程，每一个流程又分成许多子流

程，此外还有两个总体流程：质

量管理和元数据管理。更多信息

请参阅 www.unece.org/stats/ 

gsbpm。 

 

  



 

 

15 

 

确保数据质量 

数据是国家统计机构的主要产品，因此数据质量是关键所在。在撰写本书之时，联合国统计

司正在开发通用的官方统计数据的国家质量控制框架（联合国统计司，2010 年）。其他国际性

的统计数据质量框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质量评估框架10，以及合作与开发组织的用

于经合组织统计活动的质量框架和指南（经合组织，2003a）。与欧洲统计实践法则相关联的是，

欧盟统计局发布了质量报告的 ESS 标准，其中包括了用于概述统计产出的质量模板（欧盟统计

局，2009 年）11。 

质量保证框架定义了什么是数据质量，以及如何保证数据质量。质量是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

度进行定义的，因此被分解成几个方面。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质量框架从以下 7 个方

面来识别统计数据质量： 

1. 相关性：统计数据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因此，相关性是指所需要的统计数据是否被

生产出来了，并且所生产出的统计数据是否是需要的。它还涉及方法的合理性，特别

是所使用的概念（定义、分类等）反映用户需求的程度。 

2. 准确性：统计估计值与真值之间的吻合度，不过绝对的准确度是很难确定的。 

3. 及时性：数据可用的时点与其所描述的时间或现象的时点之间的时滞。 

4. 守时性：指数据实际发布的日期与应该被发布的目标日期之间的时滞。 

5. 可及性：指用户可以获得数据的物理条件：去哪里获得数据、如何提出数据请求、数

据提供时间、清晰的定价政策、便利的行销条件（版权等）、微观或宏观数据的可获得

性，以及多样化格式（纸质、数据文档、CD-ROM，网络……），等等。 

6. 清晰度：指数据是否附带有充分恰当的元数据、是否带有诸如图表等来辅助说明数据

本身的各种图解、是否提供了有关数据质量的信息。 

7. 可比性：指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统计特征的真值本身之间的差异造成的，还是

由于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可比性包括： 

 不同时点的可比性——即不同时点的数据的可比程度。 

 不同空间的可比性——即不同国家和/或地区的数据的可比程度。这里，国际标

准的制定和应用尤为重要。 

 不同估计域的可比性——即不同统计估计域的数据的可比程度。 

还应该提及“成本效益”的概念。虽然它没有被定义为质量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任何的质量

分析中都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如果在相同质量的情况下能更高效地生产产品，则节约出的资源就

可以用于改善这项产品或其他产品的质量。 

质量的其他方面可以在组织的层面上而非在单个的数据集上进行识别。其中包括专业性、诚

                                                      

10 http://dsbb.imf.org/Applications/web/dqrs/dqrsdqaf/ 

11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ver1/quality/documents/ESQR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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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以及法律和组织环境。 

应该对这些内在关联的每一个维度进行管理，以确保生产出高质量的性别统计数据。 

避免性别偏差 

在统计流程的任何一个步骤上都可能产生各种类型的测量误差。性别偏差是性别统计数据中

特别关心的一种误差，因为它会严重影响数据的可靠性。需要识别这种偏差的可能来源，并加以

解决。 

下面将详细讨论性别偏差，以及其他的测量问题，这些都需要在遵循上述识别出的核心步骤

的性别统计数据生产流程中加以考虑。在第 5 章中将讨论最后一个步骤，即数据发布。这些章

节讲述了如何改善流程的各部分，以避免性别偏差并且使统计产出的有用性达到最大。 

3.2.2 评估数据需求和来源 

要确定应该生产出哪些性别统计数据以及应该给这项工作什么样的优先排序，统计数据的生

产者需要理解本国的性别问题以及与性别问题有关的政策目标和规划。这需要按照统计生产流程，

与相关的政策部门、研究者和统计数据的其他潜在用户进行接触，并与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 

一旦识别出数据需求，统计生产者需要评估现有的数据来源，以判断这些数据来源满足这些

需求的程度，并将回答负担降到最低。一些数据可能是由国家统计系统进行周期性的收集；一些

数据可能是可得的，但是不能充分反映性别差异，或者其中包含某些偏差；一些数据可能根本没

有被收集。详细评估现有数据可以发现，在现有数据采集中通过修改概念、定义或方法，可以解

决部分数据缺口。在其他情况下，还需要新的数据采集活动。例如，欧盟统计局发现在测量工作

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时还存在数据缺口，于是在 2005 年的劳动力调查中增加了这方面的专题

模块。 

在分析性别相关信息的需求、分享有关现有数据有用性的经验和寻求解决数据缺口的办法时，

研讨会、专题会和用户咨询会都是非常有用的机制。 

3.2.3 概念、定义和分类 

概念与定义 

在数据采集活动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待被测量的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有关的定义。为了生

产性别统计数据和分析性别问题，概念和定义必须对测量男性和女性的经验都是合适的，并且适

用于理解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 

虽然现有的概念对于某些类型的分析是适合的，但是对于性别研究可能存在缺陷。在这种情

况下，应该考虑根据可选的或延伸的概念来开发辅助测量值的可行性，以提供更丰富的性别见解。 

例如，基于现有劳动力定义的就业测量是一国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但是只能从最宽泛的层

面上提供经济生产中的性别贡献的一部分信息，因为大量无酬劳动被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了。在

许多国家中，通过更为全面的地同时采集覆盖有酬生产活动和无酬生产活动的数据，周期性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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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义的就业进行测量。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例如通过附加到劳动力调查的辅助性

问题模块或者通过时间利用调查。 

各国测量什么概念、使用什么数据采集方法，以及数据准确性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全国性调查

项目的具体设计、配置的资源和推动它的用户的重要程度。在一些国家中，对一些性别相关概念

更为准确的测量很可能是来自住户抽样调查，而不是人口普查，因为前者可以在访问员的培训上

更多地强调性别问题，并且可以分配更多的问卷内容来获取细节信息，以进行更为精确的定义。 

标准框架 

在数据采集的规划阶段中，要获取的数据项应该根据相关的标准和分类来进行清晰的界定。

使用标准框架来采集和展示数据有助于强化其有用性和可比性。例如，在企业调查和住户调查中，

关于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的信息需要按照行业、职业或地区进行分类。如果使用标准分类，则可

以保持这些信息在不同的时点和不同的数据采集中的可比性。 

通过使用标准概念和数据项，还可以整合来自不同来源和组织的数据；一些标准的开发本身

就以此为核心目标。数据整合可以改善数据的可比性和相关性，并且减少重复数据采集。这对于

性别统计报告和分析特别重要，因为数据很可能覆盖很多不同的主题，并且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数

据来源。 

国际标准和指南 

有很多的国际标准和指南与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相关，它们有助于改善概念基础、数据采集

的设计和实施，以及结果的国际可比性。这些标准和指南覆盖了定义和分类、数据采集方法、问

卷模块、估计技术等各个方面。 

例如，在一些领域中已经由专家开发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概念和定义，这包括：国民经济核

算、就业、人口、健康、教育、住户收入和支出。类似地，在许多领域中也一直使用国际分类，

包括：行业；职业；疾病和相关的健康问题；机能、残疾和健康；教育阶段和领域；就业状况；

以及国家和地理区域。相应的例子包括：时间利用统计活动的国际分类（ICATUS）、国际标准职

业分类（ISCO）、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和与其对应的欧洲经济活动统计分类（NACE）、国

际标准教育分类（ISCED）、国际疾病分类（ICD）、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NUTS）12。 

国际社会也针对 2010 年一轮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提供了具体的指南，该指南对于这些来

源的性别统计数据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人口普查，欧洲统计学家会议针对 2010 年一轮的人口

普查，就与住户、家庭、当前活动状态等核心概念相关的定义和分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2006b）给出了建议。联合国统计司在 2008 年发布了第二版的《人口与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

其中更多地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于农业普查，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在一些重要的农业

概念中使用性别敏感的定义（例如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次级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者、

次级农业生产经营者）（联合国粮农组织，2005 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 年）。 

                                                      

12 参见 http://ec.europa.eu/eurostat/ramon/nomenclatures/index.cfm?TargetUrl=LST_NOM& 

StrGroupCode=CLASSIFIC&StrLanguageCode=EN，以得到国际统计分类和命名法的列表，以及相关

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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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社会所做的很多改善性别统计数据质量和覆盖范围的努力，都体现在这些标准

和指南的具体建议，以及正在进行的一些其他国际提案上。联合国在其报告《2005 年国际妇女：

统计进步》中指出了这些发展的许多方面，同时明确了许多还需要继续改进的概念和方法领域（联

合国，2006a）。 

3.2.4 调查单元 

单元类型 

在统计生产过程的早期需要清晰地界定两种类型的调查单元。调查单元指的是信息采集的总

体单元。这些单元指的是诸如个人、住户、企业、农业生产单位、学校、医院等物理实体。分析

单元指的是生产出的统计数据所对应的单元。分析单元决定了待被采集的数据项，其可以指物理

实体或者诸如出生、住院隔离、经济交易等事件。 

住户层级和个人层级的调查单元 

调查单元根据统计数据的数据来源而有所不同。当数据来源是人口普查或住户调查时，这个

问题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其中通常涉及两个层级的调查单元，即住户层级的单元和个人层级的单

元。这两个层级的单元对于性别统计来说都很重要，并且在不同层级上收集的数据也通常是结合

在一起使用。 

住户问卷中采集的信息通常用于识别该住户中的所有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该信息由住

户参照人提供，对于判别住户及家庭类型和确定其构成很重要。问卷还通常获取有关每一个成员

的人口特征与其他个人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出生国家等）以及有关住宅的少量数

据。另一方面，个人问卷主要针对特定的个人和一些特定的问题，使得可以详细了解更多的主题。 

当来自这两类问卷的信息合在一起时，就可以提供信息来分析诸如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条件、

家庭环境、孩子成长的环境类型等问题。例如，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识别经济条件较差的住户，

之后这些住户可以分住户或家庭类型来分析。还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分析以下问题：单身母亲和

有配偶的母亲在就业安排上的差异；有小孩或没有小孩要抚养的夫妻住户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

异；以及女性个人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等。 

与性别统计有关的调查单位问题 

数据采集所采用的调查单元会影响可生成的测量值类型以及可以进行的分析类型。对于个人

层级的数据，在分析女性和男性的个人收入、支出和财富时要特别小心，因为在同一住户内部不

同成员之间通常会共享一些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共享会受到住户规模和构成上的影响。因此，资

源分布的分析通常是基于住户收入、支出和财富的测量来进行，其中考虑到住户规模和构成的差

异会对测量值进行调整或当量处理。对于住户层级的数据，如果数据采集使用“户主”概念或者

获取的信息不足以充分描述住户成员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会产生问题。关系数据如果采集不充分

可能会对不同住户和家庭类型的识别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对单个成员所在的住户和家庭状况

的判别。在下面的专栏 3.2 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和相应的处理方法。专栏 3.3 提供了一个国家

案例，介绍了爱尔兰在其 2006 年的人口普查中如何完善关系信息采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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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住户层次数据采集方法中所涉及的问题 

参照人方法 

许多住户方法使用“住户参

照人”的概念。每一个住户成员

与这个人的关系被记录下来，然

后使用该信息来得到感兴趣的住

户和家庭类型。 

过去一般使用住户的“户主”

作为参照人，在有些国家目前仍

是如此。不过，许多国家认为“户

主”这个概念已经不再合适（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6a）。

特别是当考虑性别问题时，这个

概念很难界定，而且对当前许多

住户的情况也不适用。 

如果使用这个概念而数据采

集方法和培训中并没有指明如何

识别户主，则会使问题变得复杂。

在有些情况下，引入“房主”的

概念作为替代，其定义为使用其

姓名进行住房登记的住户成员。

这种方法比使用户主概念更客观

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与住户中的

权力关系一致。 

各国使用不同的提问形式来

获取关系信息，并且使用各种标

准和程序来选择参照人。这些标

准一般注重选择住户中的成年人

来辅助进行住户结构的判断。经

过仔细挑选，使用这种方法可以

得到有关大多数住户和家庭类型

的准确信息。不过也有一些情况，

例如有多个家庭户，或几代同堂

的情况，使用这种方法未必总能

给出所需的结果。 

通常是越贫穷和越被边缘

化的住户，其规模越大，结构越

复杂。移民家庭往往也不符合

“标准的”核心家庭模型。因此，

对于那些非常贫困的住户的处

境，“住户参照人”的做法有错

误解读的风险。 

 

关系矩阵方法 

一个更为准确的住户结构

判别方法是使用矩阵来描述每

个住户成员与每个其他成员之

间关系。该方法是欧洲统计学家

会议（CES）针对 2010 年人口

普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2006b）推荐的。CES 报告指出，

一些国家在使用矩阵方法进行

普查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

验，而另一些国家也已注意到因

这种方法的复杂性而带来的问

题。例如，制作完成矩阵费时较

长，特别是对于规模较大的住户

而言。对于那些使用矩阵方法不

可行的国家，CES 推荐使用“住

户参照人”的方法，并且就如何

选择住户参照人提供了指导。 

 

住户类型比较 

参照人方法有时也用于住

户比较。例如，将参照人为女性

的住户与参照人为男性的住户

进行比较分析，或者按照住户参

照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职业

和年龄组对住户进行比较。 

在进行这种比较时也存在一些

问题。有些与识别和定义参照人的概

念性问题有关,有些与同质性假设有

关，这种假设认为参照人的情况某种

程度上也反映在了其他住户成员的

情况中。 

使用“住户参照人”概念进行的

此类分析混淆了两个方面，一是其作

为辅助数据采集的一个工具，二是关

于其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含义的设想。

分析人员可能假定参照人就是家庭

的主要经济支柱，或者是家庭主要的

决策者。在现实中，被选作参照人的

人通常因其性别和年龄等其他因素

而在住户中和社会上具有更多地位。

在有些情况下，大部分时间不在家的

某位成员可能被指定为参照人。以这

种可变的参照人为基础来进行住户

比较可能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除了根据户主或参照人的性别

来分类以外，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有用

的分类方法。例如，CES 推荐 2010

年人口普查按照一人户和多人户来

进行分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2006b）。可以再对这些住户以各种

方式做进一步分解，以表明其组成和

性别特征（例如：单身女性或男性住

户、单身母亲或单身父亲住户、夫妇

有孩或无孩住户、失业住户、一人挣

钱或两人挣钱的住户等）。从性别视

角来看，对有孩住户和无孩住户进行

区分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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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3：在爱尔兰人口普查中改进对住户关系数据的采集 

在 2002 年爱尔兰人口普查

中，人们被问到“您与第一个人

的关系”时，所给选项有丈夫或

妻子、伴侣、儿子或女儿、母亲

或父亲、女婿或儿媳、岳父母或

公婆，以及其他（请填写）。该方

法不能完全反映诸如几代同堂等

情况中住户成员之间的关系数

据。例如，无法识别孙子女的父

母。 

对于 2006 年普查，中央统计

局（CSO）重新设计问题，以识

别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且扩

展了清晰的选项列表。以下改进

方法摘自 2006 年的问卷。住户中

每一个人都被问及他/她与之前

问到的所有其他住户成员之间的

关系。 

第 5 个人：勾选第 5 个人与第 1、2、3、4 个人之间的关系 

3  您与第1 2 3 4个人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 
参见页背面的例子 
一个人只对应划一个勾 

第5个人与其他
人之间的关系

人员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丈夫或妻子

伴侣

儿子或女儿

继子女

兄弟姐妹

母亲或父亲

继父母

女婿或儿媳

孙子孙女

其他亲属

无亲属关系
 包括养子女 

第1列中各框描述第5个
人与第1个人之间关系 

第2列中各框描述第5个
人与第2个人之间关系 

第3列中各框描述第5个
人与第3个人之间关系 

第4列中各框描述第5个
人与第4个人之间关系 

 

 
来源：中央统计局，2006a 

 

3.2.5 调查设计和内容 

调查设计中目标的作用 

测量目标应该统领调查和问卷设计的各个方面。主要目标可以是针对某个特定主题来获取全

国性的数据，其中涉及到一些核心的问题，例如性别、年龄和地理类型（例如城镇、乡村、偏远

地区等）。这些目标会决定样本设计，包括样本量和地域分布。如果抽样调查是要获取女性和男

性在一些细分层次上的可靠数据，或者是要提供性别组在子类上（例如分种族或民族）的测量值，

则抽样设计必须确保样本量对于在可接受的置信区间内得到感兴趣的数据是充足的。例如，有关

女性遭受暴力的调查的目标之一是用于评估为受害者提供的服务的使用情况。为了估计调查所需

的整个样本量，设计人员必须确定他们期望获取多少个案例（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8 年）。另外，还可以对感兴趣的子群体进行过度抽样，以减少整体

成本，同时仍然可以达到调查的目标。 

问卷设计和内容 

对于从数据采集中得到的统计数据的质量，问卷起到主要的作用。如果设计不仔细或者不适

当，就会对问题的回答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有可能会产生差错。较早地并且清晰地确定估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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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防止问卷设计不能满足用户数据需求的情况发生。在设计问卷之前，先设计数据分析制表

模板（要生成的表格范例，其中有行和列的标题但是没有数据）和/或多变量模型也可以帮助在

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在问卷设计中融入性别视角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满足数据采集目标所需要的数据项； 

 与这些数据项有关的概念和定义； 

 将这些数据项转化成具体的问题； 

 问题的问法和措辞； 

 问题的顺序和编排。 

这一过程需要对概念和定义进行细化、对问题的问法进行调整，或者对数据采集的方法和流

程进行重新的设计，以使得数据采集对于性别问题更加敏感。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增加问题，

因为修改现有的问题可能会破坏数据的连贯性，这会使得不同时点的数据难以进行比较。在所有

情况下，增加新问题或修改现有的问题都应该做到利大于弊，其中弊端还包括问卷太长或者重复。 

用户咨询委员会对于确定调查问卷的设计和数据项的内容是有用的。这类委员会有助于明晰

要测量的概念，并且有助于克服在测量某些问题时可能出现的阻力，其中包括对于性别分析非常

重要的一些问题。在需要对问卷内容进行精简以满足调查预算的约束或者数据采集机构对于被访

者负担有承诺的情况下，他们对于特定数据项的相对重要性的建议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组建这些

委员会时，应该注意要确保囊括了各类用户，其中包括对性别问题非常敏感的个人。委员会的成

员也应该了解特定的调查可以采集到哪一类的数据，以及所得到的统计数据可以进行哪些分析。 

在开发问卷时，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最常见的性别偏差。在专栏 3.4 中概括了产生误差的常见

原因。还应该注意性别问题与其它因素的交互影响，例如文化和教育背景。这些交互影响可能会

因为特定主题的无回答（全部不回答或部分不回答）或者提问的形式而产生偏差。问题应该对于

所有被访者来说都是清晰的，因此被访者不会基于他们个人的参照标准而对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例如，在女性遭受暴力的调查中，一些被访者可能不会认为他们正在遭受的行为是一种犯罪，如

果刻意强调这是违法的，则他们可能不会报告这些情况。更好的做法是，不要使用这种措辞，而

是使用其中的要素来描述事件：使用暴力、威胁、使用武器、身体接触、身体伤害、财产损失等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8 年）。 

测试问卷 

应该对数据项和问题进行测试，这也是问卷开发过程的一个环节。在问卷最终定稿之前，应

该允许发现和纠正任何有关性别的问题。 

要测试数据项的概念和术语对于女性和男性是否都适合和适用，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方法是组

建焦点小组。焦点小组是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小组，他们从目标总体中被挑选出来进行数据采集。

在进行数据采集设计的早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女性和男性是如何理解特定概念、判断这

些概念对于不同情况的适用性、测试术语的定义解释，并帮助确定在问卷中要使用的语言。从这

些焦点小组得到的反馈可以帮助数据采集的设计人员开发出能有效实施并且使性别偏差降到最

低的问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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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4：问卷使用中产生性别偏差的常见原因 

定义和概念不充分 现有定义和概念无法准确反映目标人群中常见的性别差异。 

问题表述不当 用于直接测量或衍生测量特定概念的问题或问题组是不完善的。例如，农业

普查中关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问题通常表述有问题，以致该工作仅仅被理

解为常规的有酬经济活动。结果，许多女性没有被记录在农业普查中。 

被访者选择不当 在这种情况下，所选的被访者不了解以致无法正确报告住户所有成员的信

息，或者参加工作或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成员信息。例如，男性被访者可能

将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女性报告为没有参加任何经济活动。 

访问员选择不当 由于自身的看法成见、培训不足或疏忽大意等原因，访问员的提问可能会引

入偏差和个人价值观。（参见 3.2.6 节）。 

沟通问题 当被访者无法理解问卷内容或语言时，会产生沟通问题。如果问题表述过于

技术化或者术语太复杂，就会产生沟通问题，而且相比男性而言，这一问题

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掩盖真相 在这种情况下，被访者有意给出错误的回答，要么是为了迎合一些社会上可

接受的标准，要么是他们对所问问题感到害怕或疑虑。例如，某个男性会否

认其妻子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某个女性会否认其住户中存在家庭暴

力。 

 

除了焦点小组之外，还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技术来设计问卷问题，以减少性别偏差。例如，

一旦开发出初步的问卷问题，经过训练的方法学家就可以进行认知性访谈或者预测试。通过一些

潜在的被访者来测试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回答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回答的可能范围。如果男性

和女性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则可以对问题进行修改，使其能够被一致地解读。另外一种办

法是，根据调查的目标，针对男性被访者和女性被访者设计不同的问题或者使用不同的例子。 

问卷初稿的试点测试或实地测试是确保数据采集方法恰当的一种工具。这种测试会在目标群

体中实地访问一定数量的人员。这可以帮助在正式进行数据采集之前发现和纠正问题。在一些情

况下，测试中采集的数据可以提供有关整个数据采集结果的一些非常有用的基础性指标。测试结

果还可以用于估计可能的回答率，以及抽样误差、样本量和总体的变异性。 

专栏 3.5 通过美国所做的一个全国性调查阐述了与性别有关的目标是如何影响抽样和问卷

设计的，以及在设计有关性别主题的问题时焦点小组和认知性访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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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5：性别有关的目标和问题测试对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的影响 

在连续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

查（ATUS）的开发过程中，建立

了一系列估计目标。其中一个核

心目标是测量劳动力花在 17 个

主要活动类别上的时间以及与之

相关的被访者的住户特征和人口

特征。其他调查结果表明时间利

用模式与被访者是否有孩子以及

被访者的性别紧密相关。基于此，

抽样设计人员根据住户中是否有

孩子和孩子的年龄进行分层。如

果不进行事先规划，就可能出现 

调查中某个类别样本量很小，以致

于无法提供按照这一重要住户特

征进行分类的可靠估计值。另一个

目标是测量“被动的”和“辅助的”

儿童照看（除了主要的儿童照看以

外）。被访者对这些用语可能都不

清楚。设计者将相应的概念定义为

被访者花在以下活动上的时间：负

责照看孩子的生活、通常知道孩子

在做什么、并且在必要时能够进行

干预。 

为了帮助进行问题编写，由不

同受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组成

了两个焦点小组。将提供的被访者

照顾孩子的视频片断展示给小组

参与者，让他们用不同的词语来描

述这种照顾。然后使用认知访谈和

有关的报告听取来测试这些词语。

最终，选中了一个由焦点小组的参

与者提供的短语“有一个需要其来

照顾的孩子”。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07a，2007b） 

 

具体实例：问卷措词对于女性工作的重要性 

国家经验显示，问卷措词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定领域是测量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力参与。在许多

国家中，这种努力都反映了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会被低估的担忧。例如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中的问

题没有充分收集有关女性在家庭农场或在家里的各种活动的工作信息时，这种低估可能会产生

（参见 4.4 小节 无酬劳动）。 

各国采用了不同的办法来使得数据采集中有关劳动力的问题更加与性别相关。一种方法是修

改问题的措词和/或新增问题，来确保采集所有感兴趣的活动的信息。例如，在住户抽样调查中，

许多国家在主要涉及有酬劳动的传统劳动力问题的基础上，补充增加了涉及到无酬劳动的问题。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列表来识别那些属于经济活动的活动，但是从被访者的角度看，可能不愿

意考虑这种方法。对于基于问卷访问的数据采集，这可能需要访问员读出具体活动的列表，以确

认被访者是否在调查时期内参与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活动来取得报酬、利润或者家庭收益。或者，

也可把活动列表融入到问卷中，依次询问每一种活动。 

专栏 3.6 进一步提供了与测量女性工作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背景，并且重点介绍了数据采集问

题背后的影响因素。 

专栏 3.7 和 3.8 提供了两个国家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通过问卷设计来改进女性工作的测量。

第一个例子介绍了美国是如何在其当期人口调查中通过改变问题的措词来改进女性工作群体的

测量。第二个例子介绍了巴基斯坦在其劳动力调查问卷中加入经济活动列表，使得女性劳动参与

的测量得到了很大改善。 

专栏 3.9 介绍了危地马拉结合其农业普查，使用了单独的研究，使得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工

作更好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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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6：女性工作测量的问题 

女性参加工作及其对国民经

济的贡献与男性相比，总是容易

被低估和误读。劳动力统计通常

将女性高度参与的一些工作类型

排除在统计范围外，导致这一结

果有三个主要因素。 

（1）某些工作类型识别或描述起

来比较困难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从

事难以识别或描述的工作。这种

工作可能没有现金回报。工作可

能是不定期的，或者是非正规的。

这种工作还可能因为离家近或在

家办公而经常被家务活打断。（参

见第 4 章第 3 节，非正式就业） 

如果这种工作不在国家立法

或管理框架允许范围内，或者如

果提供这种工作的企业或其他经

营实体没有注册的话，则通过企

业调查就很难识别。如果从事这

些工作的人本身也不认为他们自

己是在工作，则通过住户调查也

难以识别这种工作。在这两类调

查中，如果不是基于标准的工作

方法和操作，则这类工作很难进

行描述。 

如果是属于不规范的领域，即

使是那些收入稳定的工作也难以

描述。这些工作有可能没有很好地

被记录，工种彼此也各不相同。例

如，在女性职工比例通常较高的服

务行业中的有些工作，其规范性要

比该行业中的其他工作或诸如制

造业等其他行业的工作的规范性

差一些。 

（2）某些工作类型的测量优先级

较低 

在采集劳动力数据时有些工

作受到重视有些工作则被忽视，取

决于测量方法之下的优先级设置。

在许多国家，常规劳动力调查工作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劳动力市场趋

势的即时指标，以供进行经济政策

决策和劳动力市场谈判时使用。为

此，调查的焦点绝大多数都是关于

面向市场的工作及其经济价值（例

如，提供现金报酬或以销售商品和

服务来获得货币收入的工作活

动）。在这种背景下，住户自产自

用的商品和服务，即家务劳动的附

加值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结果，将

这种工作作为这些调查的一部分

被认为是比较次要的，并且没有其

他数据采集工具可用于这种目的。

（参见第 4 章第 4 节，无酬劳动） 

（3）数据来源和方法的限制 

与数据收集实践有关的成本

和其他限制也会影响所生成的测

量值。这些限制根据数据来源的不

同而不同。例如，住户抽样调查可

能会排除居住在偏远地区或居住

在集体机构中的人口；而企业调查

可能会排除特定类型的活动或规

模很小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农

业普查和抽样调查中排除了没有

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农业生产

经营单位，这会掩盖女性对农业工

作的重要贡献。 

无论使用什么数据来源，都要

对待测量的特征进行分类分组，这

势必会突出某些方面而抑制其他

方面。由于无法测量劳动力市场中

工作的连续性，因此需要一套标准

来建立“已就业”、“未就业”和“不

从事经济活动”等类别。类似地，

由于无法测量每一个工作在每一

种情况下的所有特征，因此某些特

征相比其他特征要给予优先关注。

例如，对于就业情况，就业人员的

职业、就业状况和收入等几项通常

比工作地点、工作条件、工作障碍

和无酬志愿工作等更多地被涉及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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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7：改善美国当期人口调查中对女性就业人口的测量 

当期人口调查 

在美国每月开展的当期人口

调查中，对就业的定义是指在调

查参考周内至少工作 1 个小时以

上的人。不过，在 1994 年以前，

用开放式问题来测量从事经济活

动的人口对于男性来说比对女性

更有效，因为它关注被访者的主 

要活动。问题是“您上周做得最多

的是工作、居家还是其他事情？”

对于主要是居家但仍有工作收入

的女性来说，这种问法容易导致有

些工作的漏登。为了分析性别偏差

和其他问题，在重新设计调查时对 

问题进行了完善。目前问题是：“上

周您从事过任何有酬的工作吗？”

在重新设计调查之后，发现了更多

的就业人口，其中主要是每周工作

小时通常小于 10 个小时的女性。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2007b） 

 

专栏 3.8：改善巴基斯坦劳动力调查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测量 

巴基斯坦劳动力调查在就业

问卷中增加了一个活动列表，用

于更好地考察人们从事非正式和

非正规工作的情况。该列表覆盖

的是被访者自己从事的但是又不

认为是工作的一些活动。 

该列表涵盖了 14 种活动。例

如，包括：农机作业（如犁地、

播种、插秧、除草等），食品加工

（如对谷子进行脱粒、研磨和烘

干等），建筑工作（如对房子屋顶

和墙壁进行粉刷、对围墙进行修

复等），服装加工（如缝补衣服、

织毛衣、编织等），以及采购和销

售。向被访者询问上周他们是否

从事了列表中所列的任何一项活 

动，如果是，从事了多少小时。对

于有些活动，还要让他们将为自己

家人从事活动的小时数与为其他

人从事的获得现金或实物报酬的

小时数区分开。只有当具体问到这

些活动时，才能发现许多被访者也 

是劳动人口。通过使用列表发现，

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数量会增加

一倍以上，结果使得巴基斯坦的女

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率数据

显著提高。相比之下，男性的参与

率并没有多大变化。 

巴基斯坦的劳动参与率，2005-2006 年 

 标准问题的活动率 活动列表的活动率 

总体 46.0 57.0 

男性 72.0 72.0 

女性 18.9 41.1 
 

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8b 

 

专栏 3.9：改善危地马拉农业部门中女性就业的可见度 

在危地马拉，后院养殖是家

庭自给自足的一项重要经济生产

活动，活动开展区域包括住房本

身。为了调查这种活动，在 2003

年全国农业普查的同时还开展了 

后院经营情况调查。人口普查结果

表明，尽管男性占农业经营的主导

地位（92%），但是在后院经营方

面女性则占主导地位（79%）。这

些发现对于提高女性在农业生产 

和住户食物安全方面贡献的可见

度、以及完善将来的数据采集都是

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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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挑选和培训访问员 

训练有素的访问员对于生产无偏的统计数据来说是另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在挑选访问员的

过程中需要仔细评估和核实访问员的基本特质。除了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内在激励之外，有时候访

问员的性别、年龄或种族等也可能很重要。例如，在有关遭受侵害的调查中，通常认为女性访问

员有助于问出诸如性侵害等敏感事件，而不论被访者是男是女。 

另一方面，在性别歧视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女性访问员在进行访问时困难可能更大（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8 年）。 

在进展到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阶段之前，需要对访问员进行很好的培训，以使得他们在采

集和处理数据时能够有效和准确地履行职责。例如，访问员和督导员需要理解数据采集的目的、

所使用的概念和定义、数据采集问卷中涉及的问题、要遵照的流程，以及与被访者接触以获取他

们配合的一些沟通技巧。 

要发展必备的理解力、技能和内在激励以及确保所有的访问员都使用标准的方法，培训项目

和培训手册是非常重要的。缺乏一致性是产生偏差的一种可能来源。这些培训项目应该就如何执

行数据采集的各个阶段提供说明和指导，并且要介绍数据采集的背景和目标。另外，提供之前的

数据采集所得到的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例子也是有帮助的。 

为了得到与性别相关的信息，访问员需要对性别问题有较强的认知，比如女性和男性对于某

个主题或特定的提问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对于敏感的主题，例如家庭暴力或心理健康，访问员

需要知道被访者可能经历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况，并且能够在遇到这些情况时应对得当。 

就如何处理不容易进行的访问或涉及情感问题的访问提供技能培训，有助于确保访问员在所

有情况下都能专业地和得体地进行应对，并且控制他们自己的情感。这种培训通过建立支持网络

可以得以巩固，以帮助访问员缓解在涉及敏感主题的工作中所产生的压力。这种网络包括：联系

咨询专家、与其他访问员沟通、办公室交流、在访问结束后的自愿情感交流等活动。在整个调查

期间，访问员的培训和对访问员工作的监控都应该是贯穿始终的。 

3.2.7 数据采集和处理 

采集模式 

数据采集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采集方法是否适当。在不同的国家中，有效的数据

采集模式有很大不同。这些模式包括：电话采集、邮件采集、面访、自己收集整理资料、网络采

集和各种类型的行政管理资料。有时候会使用计算机辅助式电话访问（CATI），或者在面对面调

查中使用计算机辅助式个人访问（CAPI），而不是编辑纸质的问卷。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数据采集模式的选择。社会规范、技术基础设施和成本都特别重要，并

且会限制选择的空间。数据采集本身的特点也会有影响，例如用于满足主要目标的数据类型、涉

及的主题的复杂度和敏感度、问卷问题的特征、隐私和保密方面的考虑等。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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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回答率、被访者的偏好、被访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抽样框的属性以及目标群体的特征。例

如，在一些国家中，使用电话调查难以得到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电话调查的抽样框通常是基于

固定电话用户。但是，目前只使用手机的住户越来越多，他们与其他住户可能存在结构上的差异，

这可能会造成偏差（例如，在没有固定电话的住户中，租住在公寓中的单身年轻住户可能有更高

的比例）。 

还应该考虑可能的性别影响。不同的采集模式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或者被感知的情况是不同

的。如果特定的方法对于女性或男性更有效，或者对他们的回答率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则可能会

导致性别测量偏差。 

在基于访问的数据采集中，如果访问员和被访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受到个人或文化特征的影

响，也会发生测量偏差。访问员的年龄、性别、外貌或举止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回答。在

一些情况下，访问员和被访者之间某些特征相似可能会对回答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其他的情况

下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需要考虑到上述情况，并且适当的情况下采取措施来最大可能减少数据

质量的风险。 

专栏 3.10 提供了面对面调查的例子——澳大利亚 2005 年个人安全调查，其中实地测试和

其他研究表明，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高度个人化的问题，访问员的性别可能会对女性和男性的回

答有不同的影响。这个例子介绍了如何来管理风险，以避免在进行整个调查时产生这种问题。专

栏 3.11 介绍了比利时在开展调查时为了规避性别偏差所做的努力。 

 

专栏 3.10：管理访问员效应：澳大利亚 2005 年个人安全调查 

澳大利亚 2005 年个人安全

调查（PSS）的访问员是从澳大利

亚统计局负责住户调查的访问员

中挑选出的，其中包括一些之前

已经从事过有关该主题调查的访

问员，例如 1996 年的女性安全调

查（WSS）。从 WSS 获得的专家

建议、事实和经验，以及来自 PSS

实地测试的发现，都表明男性和 

女性更愿意与女性而不是与男性

访问员沟通敏感信息，而且在沟通

时觉得会更舒适一些。基于此，从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住户调查

访问员中挑选女性访问员来开展

该调查。如果被访者有要求，可以

为其安排男性访问员。并且在可能 

的情况下，尽量招募资深的或工作

经验更丰富的访问员来从事 PSS

调查工作。组织者给访问员提供一

份材料，上面对调查内容和访问员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了说

明。然后，访问员据此来决定他们

是否愿意参与该调查工作。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6c 和 2006d。http://www.ab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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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1：比利时调查中用于减少因性别偏差所引起的错误而采取的措施 

比利时努力通过提高意识并

指导和培训访问员严格遵守标准

化的问题来避免出现性别偏差。

即便如此，使用计算机辅助个人

访谈（CAPI）时问题表述也会受

到性别的影响。访问员的个人特

征也会影响被访者的回答。而且

只有通过在数据库中对访问员的 

这些特征进行编码，才有可能分析

这种影响，例如年龄和/或民族会

影响被访者的回答。 

在对移民进行调查时，要注意

访问员和被访者之间的匹配。对穆

斯林女性的访谈只能由女性访问

员来进行。 

接触模式也可能会引入偏差。

例如，在比利时的电话访问中，相

比于中年男性或年轻人，中年女性

比较容易接触到，因为她们在家的

可能性更大。同样，在面对面访谈

中，找到单身女性也比找到单身男

性更容易。 

比利时统计局网站主页 http://statbel.fgov.be/ 

 

编辑和插补 

许多统计机构在处理问卷时使用编辑和插补技术来解决问项无回答。 

这些技术通常使用一套规则来为缺失的回答分配一个数值。例如，如果被访者没有提供有关

特定特征的回答，则基于他（她）的其他回答或者相同或相似的其他住户的回答来赋值。 

在插补的情况下，根据预先确定的一套与被访者相似的特征，可以识别信息“供方”记录。

然后借用供方记录中的数值来替换原始记录中的缺失值。例如，缺失的收入值可以用性别、年龄、

职业和教育特征类似的供方的收入值来进行替换。确定插补规则的分析人员应该要注意可能会产

生性别偏差的地方，例如，从所有的工作者而不是从具有类似特征的男性或女性中选择记录来插

补工作小时数或收入，就可能产生性别偏差。 

虽然对于某些问项无回答可以分配“未回答”的编码，但是对于性别和年龄等经常与其他个

人特征进行交叉分组的核心变量来说，一般不这么做。例如，欧洲统计学家会议关于 2010 年人

口普查的建议指出，性别和年龄信息如果缺失或不完整，则应该通过其他办法衍生得到相关信息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6b）。 

加权和定基  

加权是调整来自抽样调查的结果以推导出总体结果的过程。这包括为每一个样本单元分配权

数，以显示该样本单元代表了多少个总体单元（例如住户或个人）。这些权数要根据总体基数进

行校准，以确保调查样本的估计值与总体在年龄、性别、常住地等方面的独立估计的分布是一致

的，而不是与样本本身的分布一致。校准到总体基数有助于弥补因抽样的随机性或无回答造成的

特定人群的过度覆盖或覆盖不足。 

由于回答率在不同的人口特征组之间通常是有差别的，因此这些估计技术能够确保在产生总

体的估计值时每个人群都能有足够的代表性。 

例如，因为女性通常比男性的回答率高，因此男性的权数通常要比女性的权数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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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 

3.3.1 数据采集的类型 

在上述统计生产流程中，应先评估现有的数据来源，必要时再考虑开展新的数据采集活动，

选择和开发数据采集方法。 

数据采集主要有四种类型：人口普查、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企业调查和行政记录。每一个

都是性别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虽然它们提供的信息通常是互补的，但是它们是基于不同的方法

论，这会影响其能提供的性别信息的类型、范围和质量。 

通常，并没有哪一种数据来源可以提供比其他数据来源更好的或更多的性别相关信息。对于

每一种数据来源，可用于性别分析的信息质量都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所使用的概念、定义

和分类；提问的方式；以及用于获取数据的采集方法。在本章之前的部分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影

响因素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产生性别偏差。 

不同来源数据的测量值不一致的现象在许多国家中以及国家间存在。造成这种不一致性的原

因很多。例如，可能是由于一些复杂的概念缺乏界定清晰且广泛认可的定义（例如暴力、工作、

收入、贫困、社会排斥等）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数据采集方法的差异造成的（例如自填式问

卷的回答与访问员进行面访的回答可能是有差别的，电话访问中的回答与面访的回答也可能不

同）。从方法上进行审视有助于理解这种不一致性并且确定解决这种影响的最佳办法。 

3.3.2 人口普查 

为什么人口普查对于性别统计非常重要？ 

人口普查通常是一个国家开展的最大规模的统计数据采集行动，并且也是最最重要的统计数

据采集活动之一。虽然人口普查的目标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目标都是准

确测量某个特定时点本国和最小的地理区域上的人口总数和人口的基本特征。这些信息对于全国、

区域规划以及地方规划，政策发展和评估，以及许多行政管理目标都非常重要。 

人口普查的数据采集方法包括从个人直接收集信息，以及/或者从现有的人口登记中间接获

取信息。对于直接从个人采集信息的情况，包括自填问卷（纸质或电子问卷）或访问员进行的调

查。为了减轻被访者的负担，一些国家对全部人口使用短表，同时抽取一个样本来进行长表调查。 

不论使用什么方法，针对总体中的每一个人所采集的数据都必然要包括性别和年龄，以及其

他基本人口特征和社会特征（例如婚姻状况、出生地和常住地）。通常，还会覆盖其他一些主题，

例如住户成员之间的关系、文化程度、经济活动状况、职业和住房情况。 

人口普查是一个丰富的信息来源，可以从许多生活维度来分析女性和男性的差异。还可以使

用人口普查的信息，从性别的视角来研究特定的子群体，例如老年女性和男性，或者居住在农村

的人口群体，并且可以在社区层级上分析性别问题。可以根据特定的住户类型和家庭构成来生产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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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进人口普查来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数据呢？ 

2010 年轮的人口普查的规划过程为各国提供了审视过去做法的机遇，以确保在方法的各个

方面以及统计过程的各个阶段融入性别视角（参见专栏 3.12）。 

 

专栏 3.12：欧洲统计学家会议针对 2010 年轮人口和住房普查的建议 

 

针对 2010 年轮人口和住房普查，欧洲统计学家

会议（CES）采纳了一系列建议。CES 的建议为各国

在确定自己的核心和非核心主题内容、数据项定义、

分类、问题的表述以及采集方法等方面提供了指导。

CES 的建议可以通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网站下

载：www.unece.org/stats/census 

 

为了确保高的回答率和准确的填报，在人口普查中获得广泛的社区支持至关重要。许多国家

在进行人口普查之前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宣传，以增加公众对于数据采集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

人口普查需要每个人参与的认知。这种宣传也有助于填报一些性别敏感数据。提升公众对人口普

查的认知，以及改善包括性别统计在内的人口普查数据的使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持续努力

的过程。 

应该改进人口普查的问题，以包括更多性别相关的概念，就如在调查设计的部分中所讨论过

的一样。 

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增加新内容，以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信息，例如通过增加新问题可以正确

识别某些子群体和少数族群。在人口普查中增加新问题时，还应该注意确保不能影响整体数据质

量（例如，由于被访者感到问卷太长或者问题太冒昧而影响回答质量），并且成本不会变得太高。

这可能还需要一些权衡，比如删减掉原有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种选择是在现有的人口普查问题中增加选项，这不会增加太多成本或者被访者的负担。

在许多情况下，在住户抽样调查中增加新问题而将人口普查限定于最基本的信息收集，投入产出

比可能更好。 

为了减轻被访者负担，在几个国家中，人口普查至少部分地开始采用基于登记数据的做法。

应该监测和评估这种变化对于性别统计数据的影响，因为基于登记的数据可能某种程度上不能完

全反映现实状况，而且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在一些国家中，没有取得合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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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权（因此不会在登记数据中体现）的非正规迁移劳动力，男性可能会比女性更多。人口普查数

据的发布通常是可以进行改进的领域。基于人口普查的数据产品通常展示的是地域层级上的数据，

而没有包含性别的视角。不仅应该及时发布性别相关数据和重要发现，而且展示的方式应该使得

政策制定者很容易地理解并且很容易将其转化成政府的政策。例如，爱尔兰的中央统计办公室编

辑了一份出版物，其中利用 2006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与性别和诸如性倾向、家庭状况、年

龄和残疾等其他因素相关的不平等（中央统计局，2007 年）。此外，还应该考虑改进分性别数

据的可及性。例如，更便捷的微观数据在线访问将会鼓励研究人员在性别分析中更多地利用这些

数据。 

 

专栏 3.13：如何让人口普查与性别的相关性更强：尼泊尔和印度 2001 年度人口普查的经验 

尼泊尔 尼泊尔 2001 年度人口普查在性别问题上的主要改进： 

 对包括住户、就业和广义经济活动在内的几个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使其更具性

别敏感性。 

 引入了几个新问题，例如，识别出至少有一个女性成员拥有房产、土地和/或牲畜

的住户。 

 对其他几个问题的回答选项作了修订或增补（例如，婚姻状况）。 

 从性别角度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对普查中采集的所有个人信息都根

据性别进行了分组计算，并且发布了相关的结果）。 

 结合尼泊尔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职业和行业分类（例如，有些延伸经济活动通常由

尼泊尔女性从事）。 

这些变化和受访者意识的大幅提高都促进了人口普查中性别敏感数据的改进。女性识

字率和女性劳动就业率的提高正是这种改进的表现。此外，还第一次有了关于一夫多妻和

再婚情况的数据，为了解当前社会主要的婚姻形态提供了新的信息。正如预期的那样，新

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再婚，并且男性多配偶的几率是女性多配偶几率的三倍以上。 

2001 年度关于婚姻状况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通过在现有的普查问题中增加一个或两

个选项，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性别敏感数据，而无需增加大量的成本负担。 

印度 在 1991 年人口普查到 2001 年人口普查之间，印度在改善女性的统计数据方面做出了

特别的努力。 

从全国来看，2001 年成年人的性别比有所改善，但是 0-6 岁年龄组的儿童性别比则显

示出大幅下降，表明在印度一些地区女童所面临的形势严峻。这一发现引起媒体关注，从

而掀起了一场运动（“拯救女童行动”）来控制和监管女性堕胎。作为这一发现的结果，在

国家和邦一级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在女性就业方面，2001 年度数据表明，在全国和许多先前女性就业率很低的邦，女性

就业率呈现上升势头。数据还显示了女性边缘劳动力的数量大幅增加，这表明在 2001 年

度人口普查中关于该主题的数据采集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来源：《在南亚和西亚人口普查中融入性别》（联合国人口基金，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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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3 提供了尼泊尔和印度的一些经验，介绍了他们是如何从性别的视角完善 2001 年

人口普查，从而得到可用于性别敏感政策制定和项目规划的更好的统计数据。 

3.3.3 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 

为什么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对于性别统计非常重要？ 

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直接从个人采集信息，并且可以较为深入地涵盖更为广泛的主题。这种

数据首先要包括样本中每一个人的性别和年龄信息。一些调查具有多维目标，并且覆盖许多相对

独立的主题。一些调查的关注点比较全面，会涉及到一系列主题，其目标是研究各主题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分析如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等跨领域问题。其他调查主要关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例如

劳动力参与、教育、健康、残疾、犯罪和安全、社会资本或时间利用。还有一些调查的设计只是

为了提供特定子群体的统计数据，例如土著居民或移民。 

这些调查产生的统计数据通常是国家统计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

互为补充。这些调查提供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测量值，其中包括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

生命周期内的转型变化，以及各种子群体之内和之间的成果差异。 

抽样调查提供的性别信息有助于了解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信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

会政策的制定和监测、政府服务供给的规划和评估，以及社会经济现状与发展的研究中。 

抽样调查可以定期进行，也可以频次较低或者是一次性的。调查可以是横向的，提供某个时

点人口及其生活的“快照”；也可以是纵向的，对同一组个人进行持续追踪，从而帮助了解生活

的许多方面的动态变化，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这两类调查可以相互补充，并且都可以提供有价

值的性别信息。 

基于人群的调查的主要类型是住户调查，其针对在私人住户中生活的人口来采集信息。采集

方法通常包括个人访谈，用于获取住户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的信息。这些访谈可以是面访或者是

电话访谈，也可以是计算机辅助的访谈或者是没有计算机辅助的访谈。在一些情况下，也使用自

填问卷来获取数据（例如特别敏感的性别相关主题或者需要详细日志记录的主题）。 

如何改进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来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数据呢？ 

虽然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可以很大程度上控制所采集的数据类型和质量，但是在一些领域中

要获取可靠的性别相关信息仍然是很困难的。在一些情况下，性别分析所需的数据可能需要以专

项调查的方式进行采集。 

对于数据缺口较大的方面，比较可取的做法可能是先审视现有调查的内容，以确认是否可以

通过这些现有调查来解决问题（例如参见澳大利亚统计局，2007b）。在性别不平等较为严重的

区域中，还可以通过在现有调查中附加较短的问题模块来增加性别相关信息的数据采集量。一些

国家已经发现，要获取与政策制定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紧密相关的数据，这是一种成本节约型的方

法。例如，许多国家开展定期的劳动力调查，以测量就业、失业和劳动力参与的水平和变化趋势。

由于在这些调查中性别和年龄本身就属于核心的人口特征变量，因此引入附加模块可以在不影响

数据的主要使用的情况下很好地拓展现有的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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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4 提供的例子介绍了澳大利亚是如何在其 2005 年个人安全调查中改进了性别相关

性，以及如何解决其基于调查的暴力测量值之间的不一致。专栏 3.15 介绍了各国如何使用劳动

力调查来获取附加主题的数据。 

 

专栏 3.14：提高澳大利亚针对暴力的调查数据的有用性 

澳大利亚统计局开展的 2005

年度个人安全调查采集了有关躯体

暴力和性暴力，以及虐待、骚扰和

在家和社区内的安全感等经历的信

息。这是针对该主题同时采集女性

和男性有关经历的全国性调查。关

于该主题的上一次调查是在 1996

年，采集的信息仅限于女性的经历。 

2005 年度调查的结果得以首

次对性别差异进行分析。例如，调

查发现： 

 大多数澳大利亚成人（95%的

男性和 83%的女性）天黑后在

家感觉安全； 

 每 20 名 女 性 中约 有 1 人

（5.8%）以及 10 名男性中有

1 人（11%）报告说在调查前

的 12 个月内遭受过暴力。 

 40%的女性和 50%的男性报

告 15 岁以后曾经历过至少一

次暴力； 

 1.6%的女性和 0.6%的男性

在调查前的 12 个月内遭受过

性暴力，而大多数侵犯者是家

庭成员或朋友（其中女性是

39%，男性是 44%）。 

尽 管 尽 了最 大努 力 来确 保

2005 年度调查数据针对女性的部

分与 1996 年度调查数据具有可

比性，但是由于数据采集方法不

同，而且用于测量暴力行为的概念

和定义也不同，因此这种比较也不 

容易进行。即使上述这两个方面

是相同的，也还存在由于方法和

流程因素、环境影响以及问题表

述方式等原因造成的测量值的显

著差异。 

澳大利亚还采用了跨部门审

查的做法，以确定可满足未来用

户对犯罪受害人和相关数据需求

的最佳调查方法。他们分析了数

据采集方法和频率上的差异，并

且设计了一套优选的调查模型，

从而能够生成更好整合和更加有

用的数据。目前这种新模型正在

实施中。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6c，2006d 

 

专栏 3.15：在欧盟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中附加额外的模块 

2005 年欧盟统计局劳动力

调查包括了一个关于协调工作和

家庭生活的专门模块，以满足这

一领域的大量政策需求。考虑到

这些需求和模块不能超过 11 个

变量的限制，该模块的目标是： 

 得到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

愿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不

能参加的原因，以及该原因是

否与缺乏合适的小孩及其他需

要照顾的人的看护服务有关； 

 从工作与家庭生活协调的角度

来分析工作所能给予的灵活

度；以及 

 估计请了多少假，例如父母

请假照看孩子。 

该模块针对调查样本户中每

位 15-64 岁成员收集数据。调查

的核心变量可以按照性别和年龄

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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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企业调查 

为什么企业调查对于性别统计非常重要？ 

企业调查指的是针对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统计数据采集。这些数据采集包括与

特定行业或活动（例如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相关的普查和抽样调查，以及囊括各行各业的

调查（例如覆盖雇主、小企业等）。这些调查的抽样框通常是根据企业名录库建立的，名录库记

录了每一个实体的某些信息。如果采集了参与经济的个人（管理人员、老板和雇员）的分性别信

息，则调查和名录库都可以提供性别相关信息。不过，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数据采集的情况会有所

不同，这也通常反映了用户的优先需求和这工商登记可得性。 

从生产性别统计数据的角度看，企业调查可以提供有关女性就业人员和男性就业人员非常有

价值的信息，其中包括工作的类型、工作条件和他们对于经济活动的贡献。企业调查还可以提供

关于女性和男性企业主和小企业主或管理者的信息，其中包括所经营的企业类型和企业的运营状

况。 

下面是一些从这种数据来源生成的统计数据的类型的实例。 

 就业人员：在不同行业和职业中男性和女性的就业人数、平均的周工作小时数和收入；

全职和兼职男性和女性就业人员的工作小时数和收入的差异；不同司法管辖区内工作

和薪酬安排的差异；收入构成的差异（例如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支付方式的差异以

及支付方式与不同支付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 

 企业主：女性和男性参与创业活动的比例；不同性别创立小企业的动机差异；分性别

创立企业的困难；以及这些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和营业额。 

 农业生产经营者：女性和男性负责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经营的不同比例；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类型和规模；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地点和产值。 

 

专栏 3.16：12 个东欧国家企业创立发展状况调查 

此项调查于 1999 年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

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等 12 个国家开展。该调查是中小

企业统计（DOSME）项目的一部分。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是从 1998 年新成立的中小企业中抽选出的样本。

这些企业的识别是基于行政登记资料。第二次 DOSME 项目在 2001 年进行，调查 1999 年和 2000 年新

注册的企业并且跟踪调查其中经营较好的企业（虽然在跟踪调查中没有询问企业创始人或经理的性别和其

他特征）。 

DOSME 项目是第一个主要关注包括性别在内的企业管理者/所有者的特征，而非主要关注企业本身特

征的重要国际研究。问卷采集有关于每一个企业和企业创始人的数据。企业数据包括组织机构形式和具体

运营情况。个人数据采集只针对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或合作制企业的主要合伙人，包括：企业家的性别、年

龄和教育程度；为什么创建企业；企业启动资金的来源；调查参照年份的资产设备或建筑场地的投资；以

及在销售其产品服务和开展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 

调查结果在 DOSME 网站上可以找到（欧盟委员会，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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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数据可以与通过住户调查收集的相关主题的数据一起使用，用于分析诸如性别工

资差异、创立企业和企业所有权上的性别差异、以及在农村社会背景内性别的角色和责任等问题。

当这样使用数据时需要当心，因为住户调查和企业调查中所测量的概念以及采集数据的方法都可

能存在差异，而这会对数据质量产生影响。 

专栏 3.16 通过 12 个东欧国家的例子，介绍了如何通过企业调查来获取创业方面的分性别

数据。 

如何改进企业调查来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数据呢？ 

企业调查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改进，以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信息。首先，应该提供分性别

的数据。在一些情况下，分性别的数据应该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还需要更详细的数据或不同的关

注点，以充分支持性别问题的分析。例如，自营及其经营活动方面的信息就有可能不够详细。我

们需要采集更多有关自营类型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生存和成长的数据，以理解所有者或经营者的性

别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和产出。 

还需要关注覆盖的问题，因为许多调查使用企业规模作为门槛来确定调查对象，或者排除特

定的地理区域或行业。例如，性别敏感的农业统计数据可能也需要覆盖没有土地的生产经营单位，

但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农业普查和抽样调查中通常会设置最低的土地面积门槛而将其排除在调查

范围之外。 

在发展中国家中，许多女性在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生产经营单位工作。为了测量女性

对于农业工作的贡献和得到生产经营单位类型的全面信息，这些非常小的生产经营单位也需要被

辨识和覆盖。 

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了核心概念的指南和性别敏感的定义，以帮助各国在农业普查和抽样调

查中融入性别视角（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4，2005）。这些也被吸纳到其给各国有关 2010 年的

农业普查的建议中。在全国性数据采集中采纳这些建议应该有助于提高各国的和国际的性别统计

数据的质量。 

3.3.5 行政记录 

为什么行政记录对于性别统计非常重要？ 

行政记录是一类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用于研究各方面的性别差异。在行政记录系统有效运

行的国家中，可以提供国家层面和分区域的经常性数据。使用这些记录来生成所需的统计数据是

一种成本节约型的方法，因为所需的数据已经作为常规行政运行的一部分被定期采集了。这种数

据还可以帮助了解在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中没有被很好覆盖的性别问题。 

行政记录中较大比例的数据是与个人相关的。这种数据通常可以按照性别来分组，因为许多

记录已经包含了相关个人的性别。性别信息被记录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法律法规。例

如，如果税收是按住户或夫妇而不是按个人进行征收，则税收登记就很难与按个人征收的情况一

样可以得到较多分性别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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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记录可以产生大量的统计数据，其中包括与教育、健康、犯罪和司法、出生、死亡和结

婚、工作和经济活动等有关的数据。例如，个人所得税记录是非常有用的统计信息的潜在来源，

既可以用于了解经济赋权的情况，也可以用于了解是否被收入补助福利政策所覆盖。总的来说，

可能的情况是女性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比男性少，因为通常她们挣钱比男性少。税收记录可以帮助

了解一国分性别收入状况的差异程度。在那些有与家庭或儿童相关的福利政策的国家中，税收记

录还可以说明这些福利主要发放给了男性还是女性。 

行政记录的优势之一是其覆盖了相关的所有实体，而不是一个样本。因此，行政记录有潜力

比抽样调查提供更为可靠的和更精细的分性别数据。不过，行政记录的有用性可能会受到其他因

素的制约。具体说来，行政记录只覆盖了目前被执行的行政功能所关注的那些实体；详细的行政

记录可能不及时；定义和分类可能与统计目的所需的不一致。例如，劳动力领域的一些行政记录

只覆盖了正规企业的雇员；一些可能只覆盖比较固定的（长期的）就业人员；其他行政记录可能

只覆盖了本国居民或合法移民，因为只有这些人群才有权利享受某些特定的福利政策。 

许多国家在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中大量使用了行政记录。专栏 3.17 和 3.18 分别使用了塞尔

维亚司法统计的例子和墨西哥教育统计的例子，来证明这些记录对于生产这些国家的性别相关信

息是非常有价值的。 

 

专栏 3.17：塞尔维亚使用行政记录生成司法统计数据 

塞尔维亚共和国统计局通过 9

种常规数据采集途径，从行政管理

系统中获取数据来编撰司法统计数

据。这些数据采集的填报单位是公

共检察院和法院。所有由刑法和处

理刑事犯罪行为的其他法规所规定

的刑事犯罪行为都被记录下来。数

据采集的目的是通过司法系统来跟

踪刑事罪犯。所收集的罪犯数据包

括：刑事罪行类别；性别；年龄；

职业；国籍；调查结果；以及量刑 

结果。 

例如，采集到的有关成人贩卖

人口罪行的数据显示，在 2005 年

有 68 个犯罪报告，涉及 67 个已

知犯罪分子，其中 5 名是女性。

这些案件的结果是： 12 宗被驳

回；11 宗已经停止了调查；另外

44 宗已经完成了诉讼。 

对于那些已经完成诉讼的情

况，10 人被判刑，其中 9 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 

由于女性是某些犯罪行为

（例如性虐待、强奸、性贩运和

强行包办婚姻）的主要受害者，

因此有关这些罪行的数据可用于

推断性别受害人。从 2007 年开

始，随着在诉讼和审判中采集受

害者的年龄和性别数据，将有可

能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专栏 3.18：墨西哥生使用行政记录来生成教育统计数据 

墨西哥在性别平等领域的一

些社会政策行动已经证明了从行

政记录中采集统计数据的有用

性。从 1997 年开始，有关学生辍

学的信息开始分性别收集，证实

了女生辍学率相对较高。 

根据这一信息，墨西哥的人才

发展机会计划寻求并且获得了额外

资源，从而可以为女生提供更多奖

学金，让她们能更长时间留在学校

完成学习。这样，与男生相比，女

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更高。 

经过该项措施的多年实施，

基础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实际上已

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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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进行政记录来提供更多的性别相关数据呢？ 

行政系统本身可能很难进行修改，因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统计数据。在改进来自行

政系统的数据时，各国可能采取的措施反映了其特定的国情，其中包括正在运行的组织安排的特

点。从性别统计的角度看，还需要特别关注一些方面，下面来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国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分性别的出生和死亡行政登记

存在大量的出生漏报。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要建立和维护可以得到及时定期的出生

死亡统计数据的民政登记系统，需要政府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许多其他领域中，还需要改变数据采集的概念和方法，以更好地发挥行政数据对于解决性

别问题的价值。例如，公安和法院的记录可以用于理解司法系统对于家庭暴力的响应，但是只有

当在基础记录中采集了受害人的性别和受害人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时这才是可能的。另外，还需

要有界定清晰和广泛认可的关于家庭暴力定义，以及被大家所接受的用于记录相关事件的程序。 

某些主题的统计数据生产可能需要编辑整合来自不同来源的行政记录数据。各个机构在其行

政系统中采用标准化的做法有利于共享信息，例如使用一致的识别码。另外，行政数据库的覆盖

范围及其使用的定义也会随着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的变化而变化。在发布数据序列的同时，也

需要附带说明这些行政变化对于统计数据的影响。 

在大部分与人有关的行政登记中都有性别信息，但是在许多国家公开发布的一般性统计数据

中并没有使用这些信息。有时候根本没有从行政记录中生产任何统计数据，或者只在很有限的范

围内加工得到了少量统计数据。这些情况下，应重点关注提高对分性别数据用于性别分析重要性

的认识，并开发有助于促进相关数据及时提取和广泛发布的工具和机制。 

通过行政系统来生产和发布统计数据可以在与行政记录的管理部门达成协议的条件下，由国

家统计机构具体负责。不过，在许多情况下，统计工作也可能分散到各个政府部门中，即使他们

的主要业务并非是生产统计数据。如果生产性别统计数据产生的变化会增加成本或者加重他们及

其用户的填报负担，这些政府部门（通常是行政数据的管理者）很可能并不愿意去重视性别问题。

因此，需要让相关政府部门相信这些数据的价值，把它作为整个国家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行政数据在统计方面的有用性的重大提升有时候可以通过统计生产者、相关数据的管理者和

用户之间有针对性的精诚合作来实现。这些努力的方向包括：就现有测量值的定义进行协商并达

成一致、开发新的测量值、安排获取行政列表来创建抽样框、建立数据编辑整理的标准程序、或

者确定发布数据的优先顺序和相关的策略。一些国家发现，基于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或用于特定

统计领域的信息开发计划等协议框架之内来开展这类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专栏 3.19 使用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经验作为例子，介绍了统计机构对于提升用于统计目的

的行政数据的质量所采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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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9：影响用于统计目的的行政数据的质量：几个例子 

澳大利亚 根据与其他部门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和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

（AIHW）负责维护数据字典和其他统计标准。这些数据字典和统计标准用于根据来自各

个不同政府部门管辖的行政数据来编辑整理全国最基础的数据集和其他的关键统计数

据。这些标准可以使得在诸如出生和死亡、死亡原因、犯罪和司法、医疗服务、疾病、

健康劳动力、住房补助、以及残疾和福利服务等领域编撰的全国性统计数据是一致的。（澳

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2005 年）。 

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表了一份“关键原则”申明和一本《澳大利亚国家统计服务手

册》。这些内容适用于所有基于各种数据来源生产统计数据的机构。该手册的目的是提供

一份参考指南，指导如何进行数据采集、从行政系统中提取数据、管理统计数据、将行

政或调查数据转换成统计数据，以及随后的统计数据分析等（澳大利亚统计局，2008a）。 

爱尔兰 作为开发跨政府机构的行政数据转化成统计数据的潜力的政策的一部分，爱尔兰中

央统计局（CSO）2003 年在 6 个核心政府部门开展了社会数据持有情况的考察。最终报

告就标准问题和跨数据源分类的使用提出了多项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 

 一些社会统计数据在个体、家庭或住户级别更有意义。如有必要，应当将数据

持有情况进行结构化整理，以便将个案级别的或基于事件的信息汇总起来用于

编辑个体、家庭和住户统计数据。 

 所有官方数据来源都应当使用标准的分类和编码系统。CSO 应当带头推广、维

护和发布这些分类信息。 

 CSO 应当与各个部门合作，制定一套核心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这些变量既

可以通过行政方案和调查来独立采集，也可以在满足数据保护限制的前提下，

通过诸如社会和家庭事务客户记录系统部等中央资料库来更便利地获取。在这

套核心数据集中应当包括空间信息和国籍资料。 

 单个部门在设计其行政方案申请表时，应当使申请表有共同的外观和内容，这

样才能确保所有行政方案都能以同样的方式采集到核心信息。 

 

3.3.6 关联不同的数据来源 

在一些情况下，把不同数据采集中得到的数据关联或结合起来能够极大提升目前根据各个数

据来源单独编辑整理的统计数据的价值。 

连接数据包括将调查数据与普查数据或行政数据关联在一起；将不同的行政数据集关联在一

起；或者将不同普查周期或不同调查周期的数据关联在一起。是否可以进行连接以及如何进行连

接取决于是否使用了可比的定义和分类、成本和收益，以及保密和隐私等考虑。 

在专栏 3.20 中提供了不同国家近期或当前的一些数据连接项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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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0：近期或当前数据关联项目的例子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在 2006 年的人口普查时，发起了一个提升人口普查数据

价值的项目。该项目包括基于 5%人口抽样调查记录样本来建立一个统计纵向人口普查

数据集（SLCD）。SLCD 利用概率关联技术，将澳大利亚自 2006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人

口普查数据汇集在一起。通过这个项目可以看到，人口普查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人员，

使数据更有用。例如，该项目将为未来几年与性别有关的纵向研究课题提供丰富的数据

资源。 

爱尔兰 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参与了几个用于将诸如养老金和收入数据等由不同部门持有的

数据关联起来的项目。该统计局还在 2006 年开展了普查后的全国残疾人研究项目，该

项目将选定的一组人员的人口普查数据与在随后的抽样调查中所采集的同一批个人数

据汇集在一起。这两项措施增加了现有性别相关信息的数据，以供决策者、策划者和研

究者使用。 

新西兰 新西兰统计局（SNZ）已经生成了雇主和雇员关联数据（LEED），以便能够洞悉劳

动力市场的运作及其与企业业绩的关系。LEED 从税务系统中提取行政管理数据并与来

自 SNZ 的企业抽样框的企业数据汇集在一起。 

SNZ 根据这一关联信息生成年度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大量关于人们与劳动力市场互

动以及他们收入来源的年度纵向统计数据。数据中包括有收入及其变化、工作年限、兼

有多份工作以及自雇等信息。2006 年度的报告中还有如下发现： 

 兼有多份工作的女性人数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无论兼有多少份工作，女性从每份工作挣得的收入往往比男性少。 

 

3.4 时间利用调查 

3.4.1 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 

时间利用调查是一种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它对于性别统计和分析特别有用。因此，我们将

更为详细地介绍这种数据来源。 

时间利用调查采集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在某个时间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在特定时段内是如何

为不同的活动分配时间的，通常是调查一天或多天当中的 24 个小时活动。这些信息提供了人们

日常生活的写照，是性别相关信息的丰富数据来源。 

时间利用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从事每一项活动花费的时间，以及从事

活动的背景信息。通常根据性别、年龄组、农村/城镇、以及数据分析所感兴趣的其他特定群组

来对数据进行分组汇总。通常会在调查中增加辅助性主题，以拓展统计数据的分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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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时间利用调查为什么重要 

时间是一项基本资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使用方式。人们如何使用这项资源，直接影响到他

们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并且对于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生活的更大范围的社区的福祉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时间利用调查得到的数据对于理解上述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性别差异非常重要。女性

和男性的时间分配模式反映了他们在角色、条件和机会方面的差异，并影响着他们的家庭和社会

生活，以及他们个人价值的实现。 

通过时间利用调查得到的统计数据被广泛应用于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决策、规划和研究活

动。掌握了人们如何支配自己时间的信息，分析人员和研究人员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决策在非

经济层面和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因性别而有不同。另外，他们也能够更好地评

估什么时候应该开发新政策或新服务或者需要对现有政策或服务进行调整，以应对女性和男性不

断变化的需求。 

统计数据可以为许多与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变革相关的问题的讨论提供实证支持。数据可以

显示人们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睡觉、照顾小孩或老人、志愿服务或娱乐等活动上所花费的时

间。在显示与性别有关的不同时间分配模式方面，时间利用调查重点突出了女性和男性各自在家

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条件。统计数据还可以提供有关人们在哪儿以及和谁一起花费多少时间

的信息。例如，数据可以显示父母花多少时间和孩子呆在一起，不论他们是否同时还做了其他事

情以及是在家还是在别的地方。 

时间利用统计数据对于研究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性别角度来

理解这些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OFW，2007 年）。这些统计数据对于探讨诸如住户内部

的劳动分工以及女性和男性所受到时间压力的程度等问题至关重要。这些数据还可以用于考察一

个领域中的变化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例如，女性和男性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对他们在有酬劳动和无

酬劳动、居民生活、旅游、休闲等方面的不同参与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存在相当大的争论。时间利用统计数据可以揭示女性和

男性平衡工作、家庭，以及其他需求和承诺的不同方式。例如，统计数据可以显示人们花费多少

时间在工作（包括有酬和无酬工作）和其他事情上。由于调查一般允许对 24 小时内的工作进行

活动分解，因此可以研究这些工作环节的先后顺序以及各活动间的相互关系。如果采集到同时发

生的活动的数据（不只是主要活动），也可以对活动时段的重叠进行研究，例如，在旅行中完成

的工作或与家人在一起时所完成的工作。一些调查还包括了关于生活各方面时间安排方式的满意

度、以及对时间压力的感受等问题。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对女性和男性如何平衡他们的工作需求、

小孩看护、休息或锻炼需求、以及其他承诺或需求等进行深入了解。 

研究表明，在测量有酬劳动时间方面，时间利用调查比劳动力调查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数据来

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2007 年）。例如，时间利用调查覆盖了劳动力调查中所没有包括的、

女性通常更容易涉及到的有酬劳动的非典型情况。不过，从性别分析角度来看，开展时间利用调

查的最大价值之一是将无酬劳动纳入了调查与分析的范围。在许多经济体中，大量的无酬劳动不

在传统定义的经济生产范围内。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由于男性和女性在这些活动上的贡献是不对

等的，因此对花费在这种类型工作上的时间信息进行采集至关重要。有关不同类型的无酬劳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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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数据一般只能通过时间利用调查才能得到。许多国家已经使用这种数据，结合各种估价方

法来对无酬劳动进行估价，其中还包括分性别进行估价。这些估价使得可以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

内对无酬劳动进行分析，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已经用于开发住户卫星帐户，其核算与整个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是分开的，但又能与其兼容（参见 4.4 节：无酬劳动）。 

专栏 3.21 以澳大利亚的时间利用调查为例，介绍了可能提供的数据和一些应用。 

 

专栏 3.21：时间利用数据及其应用：澳大利亚 2006 年时间利用调查 

该调查提供以下信息： 

 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社区从事

无酬劳动花费的时间； 

 照顾小孩以及家里家外其他需

要照顾的人； 

 每一个家庭成员照顾其他家庭

成员与他参与劳动力市场程度

之间的关系； 

 女性和男性从事有酬劳动的小

时数差别，以及他们参与劳动

力市场的障碍； 

 平衡有酬劳动与生活的各个方

面； 

 外包家务活； 

 各种休闲活动方式，包括休

息放松、参加健身活动、参

加各类文体活动等； 

 人们在一生中不同阶段的

生活方式； 

 老年人、失业人员和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中女性和男性

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对社会

支持的需求； 

 交通运输和旅行问题； 

 住户中科技的渗透和使用，

及其对人们消磨时间方式

的影响；以及 

 人们的社会交往情况，例如与

同一住户的其他家庭成员、与

不同住户的亲戚以及与朋友

呆在一起的时间。 

 可以分性别来提供信息，也可

以分年龄和住户规模、构成和

收入等其他人口和社会经济

特征来提供信息。我们可以通

过将这些结果与之前 1997 年

和 1992 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

较，来分析近年来时间利用模

式的变化情况。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0 年，2008b，2008c 

 

3.4.3 时间利用统计中性别数据的附加价值 

性别维度对于时间利用方面的许多研究都至关重要。例如，对于分析住户内部的劳动分工、

男性和女性对家庭内外不同类型生产活动的贡献程度、社会网络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类型住户中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和休闲之间进行平衡的情况、照看孩子任务的分担情况和随着孩子

年龄增长的照看方式的转变、以及人们在一生中不同阶段的日常活动模式上的性别差异等问题，

分性别（以及分其他人口特征）的时间利用数据都是必需的。 

使用已开展多年的时间利用调查所获得的分性别数据来进行跨时间比较，可以提供有价值的

补充信息。例如，可以利用这种数据识别出男性和女性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模式上的发展

趋势，从而研究这些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趋同或趋异的程度如何，以及分析与女性和男性

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转变有关的大量其他问题。 

专栏 3.22 列出了根据多个国家的全国性时间利用调查得到的一些与性别有关的发现，从中

可以了解时间利用调查能够提供的信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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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2：从全国性时间利用调查得到的性别相关发现的几个例子 

英国 

2005 年 

总的来看，2005 年女性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务活 - 女性平均每天花在家务上

的时间是 178 分钟，而男性为 100 分钟。 

按照各种经济类型分，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都比男性长 - 例如，全职工作的女性

花了 151 分钟在家务上，而同样全职工作的男性则只花了 113 分钟在家务上。 

平均起来，男性在有酬劳动上花费的小时数往往比女性长。男性更经常会因为工作

需要而出差旅行，而女性则更关注采购等家庭事务。男性比女性更经常使用私家车。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看电视、玩电脑和参加其他休闲活动。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时间在

阅读和与其他人相处方面。（英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加拿大 

2005 年 

1986 年至 2005 年期间，加拿大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日都变长了 - 男性延长了 0.6

小时，女性延长了 0.7 小时。 

女性仍然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而且感受到的时间压力比男性更大。但是，现在越来

越多的男性辞去有酬的工作回归家务劳动，而女性则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办公室里。因此，

虽然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分工中的差距仍然存在，但是这种差距正在慢慢变小。（加拿大

统计局，2006c）。 

澳大利亚

2005 年 

2006 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和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安排他们的时间。平均而言，男性每

天花费 19%的时间在娱乐和休闲上，19%的时间在工作有关的活动上，以及 7%的时间

在家务活上。女性每天花在娱乐和休闲上的时间少些（16%），花在家务活动的时间几

乎是男性的两倍（12%），而花在工作有关活动上的时间约为男性的一半（10%）。 

与 1992 年相比，男性花在工作有关的活动或家务活动上的时间几乎没有变化。然

而，女性花在工作有关的活动上的时间增加了 12%，而她们花在家务活动上的时间下降

了 5%。 

对于 15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母亲比父亲花更多的时间在儿童看护活动上，而不论

父母亲是否都参加工作，不同年龄的儿童和不同看护类型都是如此。对于母亲和父亲而

言，花在看护活动上的时间均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减少。（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8c） 

18 个欧盟国家

1998-2004 年 

根据欧盟统计局对 18 个欧盟国家全国性的时间利用调查结果所作的分析，整个欧

洲的时间利用模式大体上非常相似。平均而言，20-74 岁的女性比男性花在家务劳动上

的时间更多，多出比例从瑞典的不到 50%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超过 200%不等。 

大多数国家的调查都显示，男性平均花在有酬的工作和学习上的时间比花在家务上

的时间更多，而女性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大多数国家，男性每天劳作的总小时数（包

括有酬的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比女性更短。 

尽管女性的自由时间往往比男性更少，但是在如何分配自由时间方面女性和男性颇

为相似，而且各个国家之间也大抵相同。（欧盟统计局，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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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数据采集方法 

国际准则 

有几个国际机构已经制作了有关数据采集方法的材料，以便协助各国规划和开展时间利用调

查。特别要指出的是： 

 联合国在 2005 年出版了《时间利用统计数据生产指南：测量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联

合国，2005 年）。这本指南提供了有关时间利用统计领域内各国实践和国际倡导行动。

该指南是一本旨在推进方法与实践协调统一的参考书。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其性别统计网站上专门介绍了时间利用调查（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2008c）。网站上提供了各国开展此项调查的方法细节，以及与时间利用调

查有关的国际准则的链接。除了各个国家方法和实践的详细信息以外，该网站还包括

了他们所使用的采集工具，并且提供了通过调查得到的部分主要统计数据。 

 欧盟委员会于 2000 年首次发布了《统一的欧洲时间利用调查指南》，并于 2005 年正

式出版（欧盟委员会，2005a）。2008 年的指南更新是基于以下两条原则：一是保持

与之前指南的可比性；二是加以简化（欧盟委员会，2009）。该指南的目的是让欧盟

成员国在可比的基础上实施时间利用调查，以使结果具有可比性，从而大幅提升所获

数据的价值。该指南提供了详细的方法建议，其中建议内容包括问卷、日志表、活动

分类和编码、实地调查、估计过程和基本统计表等。 

时间利用调查的日志表和问卷 

通常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参考总体中选取一个住户样本，并且针对这些住户中被选定的个人，

通过面访或电话访谈的方式来采集数据。尽管各国使用的调查工具和方法很多，但是一般都会通

过时间日志表来采集基本的时间利用数据，并且通过住户和个人调查问卷来获得大量的补充信息。 

对于性别统计而言，尤为重要的是把能够按照性别、年龄和住户构成对数据进行分组的那些

问题纳入进来。此外还需要有教育、劳动力状况和收入等其他个人和住户特征，来支持多种类型

的性别分析。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国家使用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时间利用日志表。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 24

小时日志表，其中被访者要详细记录在一个或多个 24 小时全天时间内的所有活动，并且需要记

录每一个活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日志表可以是由一个人代表其他住户成员来填写，也可以是住

户成员各自填写自己的部分，或者由访问员在与住户成员面谈或电话沟通后代为填写。 

日志细表和简表的区别 

日志表可以分为细表和简表。细表需要逐字记录有关活动的描述（包括同时发生的活动）、

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附带的背景信息，其中包括做这件事是为了谁以及发生的时间和地

点。然后，将这些活动编码成详细的活动分类。简表通常不需要特别详细地记录每一个活动，活

动的描述只需要能够满足一套更粗的活动分类即可。专栏 3.23 和 3.24 以澳大利亚 2006 年开展

的时间利用调查为例，分别讲述了细表方法和简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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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3：细表采集方法：澳大利亚 2006 年时间利用调查 

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6 年开展

的时间利用调查，针对约 3000 个

随机抽选的住户进行了数据采集，

采集方法为：面对面访问住户中的

成年成员，询问与该住户和住户中 

每个常住成员的有关问题，同时让

每位 15 岁以上的住户成员在面访

后自填完成指定两天的纸质日志。

日志覆盖从午夜开始计时的连续

48 小时，要求被访人填写每 5 分 

钟内所从事的主要和次要活动，

如下图所示。此外还询问了每一

个活动的背景信息。访问员会在

日志的封面上标注要填写日志的

指定日期。 

第 1 天 每 3 小时为一个时间段（午夜 12 点-凌晨 3 点，凌晨 3 点-早晨 6 点，早晨 6 点-上午 9

点，等等） 

每 5 分钟为一

个时间间隔 

您 做 的 主 要 活

动是什么？ 

（ 请 记 录 所 有

活动，即使该活

动 只 持 续 了 几

分钟） 

您 做 这 件 事 是

为了谁？ 

（例如，自己、

家人、工作、朋

友、慈善事业、

社区） 

您同时还做了

什么？ 

（例如，看小

孩、看电视、

听广播） 

活动开展时您

在哪儿？ 

（例如，在工

作、在家、在

公交车上、在

开车） 

您 和 谁 一 起 在

家 ？ 或 一 起 外

出？ 

（例如，没有跟

谁在一起、跟家

人一起、跟朋友

一起） 

6.00      

6.05      

6.10 等等      

   

必需时间 1. 个人护理活动 要求被访者用自己的话来讲述他们参加的活动，

而不是从经过编码的活动列表中进行选择，因为这样

可以采集到更为详细的数据，从而能够满足更广大用

户的需求。 

然后，按照澳大利亚的时间利用活动分类标准，

将填写完成的日志中所记录的这些活动由办公室人

员统一编码到约 270 个小类中去。根据该分类标准，

还可以将这些小类归到 64 个中类和 9 个大类当中

去。之后，这 9 个大类又可以被归到 4 种时间类型

上，如左边一栏所示。 

契约时间 

（Contracted 

time） 

2. 就业活动 

3. 教育活动 

义务时间 

（Committed 

time） 

4. 家务活动 

5. 小孩看护活动 

6. 采购活动 

7. 自愿的工作和看护活动 

自由时间 8. 社会和社区互动 

9. 娱乐休闲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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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4：简表采集方法：澳大利亚 2006 年时间利用调查“精简版” 

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6 年期间

还测试了用于采集时间利用数据的

另一个替代方法，即采用简表来替

代细表。作为多用途住户调查的一

个组成部分，该方法对 1500 个住

户样本试验了“精简版”的时间利

用调查。测试的目的是判断精简版

的调查结果是否与同一年度进行的

细表调查结果具有可比性。精简版

时间利用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不会对

外发布，不过应该会发表一篇评估

精简版调查的有用性的文章。 

采集方法是从住户的常住居民

中随机选择一名 18 岁以上人员，

并且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系统和他

开始电话访谈。询问一系列问题记

录被访者从头一天（有时会再提前

一天）早晨 4 点开始的 24 小时内

从事的所有活动，包括花费在每一

项活动上的时间以及从事该活动是

为了谁。不需要清楚每一项活动的

其他背景信息，同时从事两项活动

的情况下，只记录最主要的一项活

动。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访谈，可

以让访问员通过活动编码器，利用

查找功能从整个时间利用调查编码

数据库中提取活动代码，对活动进

行编码。 

澳大利亚的精简版调查和细

表调查之间的关键区别如下： 

 在精简版调查中，访问员让

被访者回忆他们前一天的活

动，而细表调查则要求人们

记录面访之后指定两日内有

关自己活动的日志； 

 精简版调查中的活动仅被编

码成 30 个中类活动，而细

表调查中的活动则被编码成

约 270 个小类； 

 精简版调查只针对每个住户

的 1 名 18 岁以上的被访者，

而细表调查则包括所有 15

岁以上的住户成员； 

 精简版调查重在记录主要活

动，而细表调查则要记录所

有活动以及每一个活动的额

外背景信息（例如，这个人

在哪儿、还有谁跟他在一起、

以及他同时还从事了其他什

么活动）； 

 精简版调查是多用途调查

的一部分，相关的人口和社

会经济数据本身也是多用

途调查的核心数据集的一

部分。而细表调查则能够在

时间利用日志之外，通过住

户和个人问卷采集丰富得

多的住户环境信息；以及 

 在输出结果方面，细表调查

能够提供丰富得多的数据。 

与细表调查相比，精简版调

查应当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

度提供在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以

及其他主要活动类别上所花费时

间的估计。如果调查结果是可比

的，则可以在两次细表调查中间

使用精简版调查来更新无酬劳动

的价值，并且以更快的频率来跟

踪时间利用模式的变化。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6a 

 

替代方法 

具体选择细表还是简表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调查的分析目标、可用资源的情况、被访者的

识字情况、以及调查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可比性等。经常需要进行一些权衡取舍。例如，细表

方法可以生成较为丰富的数据集，但是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按照用户希望的频率来进行这样

的调查。这也因此鼓励各国采取或考虑采取简表调查方法，即访问员要求被访者回忆他们前一天

的活动，而不是去填写详细的日志。对于那些文盲率较高且自己填写日志有困难的群体，可以采

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特别有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2005

年）。应当记住，从细表方法转到简表方法可能会影响不同时点的时间利用数据的可比性。另外，

英国也同时使用过这两种方法。它在 2000 年的时间利用调查中使用了细表；而在 2005 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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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利用调查中使用了简表，并将其作为 2005 年全国统计综合性调查的一部分13。英国基于对这

两种方法的评估得出结论认为，简表数据集就其本身来说极具价值，并且能够显示自从进行细表

调查以来在时间利用上发生的任何主要变化。但这种方法在以下方面存在局限性：与 2000 年大

约 250 个细表编码相比，2005 年的预编码日志中只有 30 个活动代码；在对两种调查方法进行

完全代码匹配时存在一些困难；还有就是 2000 年和 2005 年之间的一些数据差异变化可能是由

于采集方法的不同导致的。 

3.4.5 其他测量问题 

通常与基于人群的调查有关的测量问题也会影响到时间利用调查。不过，特别是对于性别分

析，也有一些时间利用调查所特有的问题会影响其所得到的统计结果的可用性。现将比较重要的

问题概括如下。 

 

调查范围 

由于许多国家目前越来越关注对小孩和老人的时间利用以及其他群体的时间利用的进行分

析，因此在判定调查的范围时需要特别注意调查要覆盖的参考总体、区域和住宅。对于许多性别

分析人员来说，年龄是一个关键变量。近几次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年龄范围

的下限，排除了全部或部分儿童。尽管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规定年龄范围的上限，但是如果从调查

范围中排除掉某些人所居住的特殊住宅，则也会排除掉一部分老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在定义参考总体时所使用的不同年龄限制可能影响到结果的国

际可比性。例如，对于参加统一的欧洲时间利用调查的各个国家来说，用于排除部分儿童所使用

的年龄界值就从 3 岁（意大利）到 20 岁（瑞典）不等（欧盟委员会，2005a）。 

对于调查范围包括了儿童的情况，可能需要采用两个版本的时间利用日志：一个针对成人组，

一个针对儿童组。其文本和示例内容需根据每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统一的欧洲时间利用调查

指南》提供了两个版本的例子，但是需要注意它们实际的日志构成是一样的（欧盟委员会，2004

年）。 

 

调查设计 

样本设计需要考虑到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在一年内以及一周各天中的周期性变化和其他变化。

考虑到这种情况，一般要么将调查连续地安排在全年期间，要么将调查安排在一年中的若干时段，

以便使记录日期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每一个采集周期内的每周各天当中。由于人们经常根据每年

或每周的不同时间来改变自己的活动，因此对活动的不均匀采集会导致有些活动报告得过多或过

少，而且这种多报或少报的程度也存在性别差异。为使日志活动能较好地代表每周各天，一般要

事先决定日志记录的日期并且不再去更改。 
 

                                                      

13 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Source.asp?vlnk=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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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对于许多时间利用调查来说，一个特别的挑战就是实现调查内容和被访者负担之间的合理平

衡。除了时间利用之外，一些有关于其他主题的问题也会显著提升数据用在不同类型性别分析方

面的价值，因此也受到用户的强烈推崇。在内容上与之前的时间利用调查保持可比性也是一项重

要要求。不过，由于需要被访者花费一些时间来完成访谈和填写日志，而所花时间的长短会对回

答率和所报告数据的质量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认真考虑内容取舍。 

加拿大在 2005 年的时间利用调查中设计了较多的调查内容，同时却做到了让被访者的负担

减至最小，它所使用的方法是将样本随机分成两个子样本，让不同的子样本中的被访者填答问卷

中的不同部分。 

被访者的合作 

由于对被选住户而言，填写问卷尤其是日志是比较繁重的工作，因此有些时间利用调查的总

体回答率相对较低。无回答所导致的偏差大小取决于无回答者与有回答者之间的差异程度，并且

女性和男性中无回答的比例可能是不同的。为了鼓励被访者积极配合作答，需要在开始与住户进

行接触时就对调查的重要性和保密性进行解释，并且在访谈时要再次强调。这些解释对不同类型

的住户都需要是有意义的。在解释过程中，有关在调查中采集的信息将如何被使用的例子非常有

用，有关如何在日志中记录信息的例子也很有用。 

活动分类 

无论使用何种采集方法，都需要一个全面的活动分类或列表。因此，所有活动都可以进行适

当的归类。对于性别分析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分类或列表有足够的代表性，既能够覆盖主要由

女性从事的活动，也能够覆盖主要由男性从事的活动。通过提供有关活动目的的额外信息可以进

行更为准确的分类，因此可以在时间利用日志中增加一列“为谁”的内容，这对调查来说是有帮

助的（例如，有助于将无酬的家务劳动与无酬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区分开来）。 

最近几次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许多国家都使用自己的分类标准来满足自己的目的，而其他一

些国家则使用了联合国于 2003 年首次发布的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国际分类标准（ICATUS）试行

版。该国际分类标准的制定的目的是用于帮助各国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和进行国际比较。该标准包

含 5 个层级的分类，其中第一层级为 15 个大类，第二层级为 54 个中类，第三层级为 92 个小

类，第四层级为 200 个组别，第五层级为 363 个活动子组（联合国统计司，2003）。 

例如，拉美国家对 ICATUS 进行了适当调整以满足区域性用途。拉美的标准 CAUTAL 与

ICATUS 是可比的，但是它包括了一些在拉美国家的时间利用调查中所认定的活动14。 

数据处理和估计 

根据时间利用调查生成高质量的估计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被访者在面访之后

完成细表，然后在办公室对所记录的活动进行编码和分类，因此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编码员在

编码过程中保持准确和一致对于估计值的可靠性来说非常重要。各国使用了各种工具和技术来实

                                                      

14 http://www.eclac.org/deype/noticias/noticias/2/38832/GTGenero_mexic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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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要求的编码标准。专栏 3.25 讲述了意大利在 2003 年时间利用调查中使用了一些专门的数

据编审技术来提高日志的数据质量。为了确保每周各天和每年各月都能同等地被代表，需要进行

权数调整。 

 

专栏 3.25：意大利 2003 年时间利用调查中的日志数据的编辑 

意大利在其 2003 年的时间利

用调查中，采用了确定性规则（使

用自动化程序）和非自动化规则（使

用经过培训的编码工作人员）来改

进日志数据的编码工作。 

在进行编码之前，将被访者在

主要活动、并行活动、活动地点和

交通工具等方面的描述话语以文字

方式记录在调查处理系统中，从而

为每一个活动生成了相当数量的字

符串（或片段）。这样就使得被访者

的话语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理 

解，并且特定类型的问题报告也能

够被识别出来。对所记录的字符串

进行分析（这些字符串通常写成句

子的形式）大大增加了对校正规则

和策略进行规范化的潜力，以处理

其中文本和代码并非一一对应的

情况。 

由于编码过程的复杂性，使用

了计算机辅助编码。通过这种方法

并结合对编码工作的持续监控，有

助于防止编码过程出现错误。辅 

助编码用于指出与重要事件有关

的特定编码问题，然后在编辑阶

段由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加以解

决。 

编辑过程中会发现各种错

误。例如，在对就业活动的调查

汇总，有超过 60%的日志中至少

有一个活动片段需要被更正；而

在对学习活动的调查中，有超过

46%的日志中至少有一个活动

片段需要被更正。 

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2008a，2008b 

 

调查的产出物 

在解读时间利用数据时需要格外小心，使用“平均”概念的时候尤其如此。在调查的产出物

中需要很好地解释包含有这种数据的统计表格的结构以及所使用的一般惯例，以帮助分析这些数

据。表格可能显示所有人在某项活动上花费的平均时间，或者仅由该项活动的参与者所花费的平

均时间。例如，所有人花在工作上的平均时间是将参加工作的人和不参加工作的人放在一起的平

均数，也是将周末和节假日与工作日放在一起的平均数。有时候，考察同质的群体如何花费时间

会更有意义，例如按年龄或家庭构成来区分的已参加工作的男性和女性。表格中与参与者有关的

平均时间都对应着不同的人口群体，因此在这些表格中作任何计算都需要考虑相关的人口群体。 

此外，表格还可以显示参与率，而非花费在活动上的平均小时数。女性和男性参与特定类型

活动的程度是反映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就平均小时数来说，2005

年加拿大年龄在 25 至 54 岁的男性日均花费 2.5 小时在无酬的家务劳动上，而女性花费的是 4.3

小时。就参与率来说，69%的男性做过家务，而女性这一比例是 90%（加拿大统计局，20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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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性别统计相关重点领域及对数据采集的建议 

4.1 导言 

存在许多与性别统计相关并且需要性别统计数据的问题和领域。在本章中，我们选择了一些

在其中性别视角特别重要的主题进行介绍。对于每一个主题，我们将分析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重

要、性别统计数据所带来的价值、如何改善数据采集，并且为进一步的阅读提供建议。 

许多性别平等问题与工作和就业领域有关。在本章前面的四个小节中针对以下内容进行分别

阐述。 

 劳动力的规模、结构和特征 

 非正规就业 

 无酬家务劳动和志愿服务工作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 

第一小节“劳动力的规模、结构和特征”概述了用于描述劳动力的概念，以及如何将其与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界定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书中解释了目前对经济活动人口的测量，

并将经济活动人口分成互斥的两类：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这两类经济活动人口与非经济活动人

口加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接下面来阐述与性别有关的问题。 

性别平等不仅是一个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更广泛的范围，即在不同行业、

职业、专业水平、充足平等的薪酬水平和体面的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平等工作机会。这也是一个自

我赋权的问题，而自我赋权是实现各种群体内两性平等的必要步骤。本部分的内容将涵盖：职业

隔离、性别工资差距、如何避免低估女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在应用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

和国际就业状况分类（ICSE）时可能出现的偏差。 

非正规就业是很多人们特别是女性的主要生活来源。由于非正规就业的就业群体并没有被正

式的就业制度安排完全覆盖，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保护、权利和发言权。统计数据需要足够详细，

以反映出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就业条件。不过，通常缺乏对非正规部门的充分测量。本小节定义了

相关的概念，并且指出了一些可用于刻画非正规工作类型的问题。 

无酬家务劳动和志愿服务工作指的是超越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但是属于广义生产范

围内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无酬看护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虽然这种叫法并不精确。

女性往往从事着大量的无酬家务劳动，但是由于它被排除在了目前所界定的劳动力统计范围之外，

因此她们对经济的贡献通常会被低估。国际劳工组织的决议提到了要同时关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

产范围之内和之外的工作时间的测量。通常也缺乏对志愿服务工作方面的统计，虽然它对经济和

生活质量是有贡献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也提到了要关注志愿服务工作的测量。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家庭责任是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主要制约因

素。儿童看护服务和休假安排可以促进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协调，因为这可以分担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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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和男孩）在家庭中所需要共同负担的工作。劳动力调查提供有关就业的基本统计，但时间

利用调查可以了解所有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之间的平衡，不论这些活动是发生在工作中、家里或者

其他地方。 

在本章中涵盖的其他与性别问题有关的主题包括： 

 创业 

 决策 

 农业 

 获取资产 

 信息和通信技术 

 教育、研究和科学 

 卫生 

 基于性别的暴力（性别暴力） 

 社会性别态度 

本章的结尾部分讲述了两个跨领域的问题： 

 少数族群；以及 

 社会排斥 

4.2 劳动力的规模、结构和特征 

4.2.1 问题是什么 

劳动力是对“经济活动人口”最常用的一种测量。根据第 13 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国

际劳工组织，1983 年）的有关决议，劳动力指在特定时期内提供了劳动来生产由联合国国民经

济核算和平衡表所定义的经济货物和服务的所有人，不论性别。 

这里“生产经济货物和服务”指的是那些隶属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之内的货物和服务，

也就是在估计国内生产总值（GDP）时所包括的货物和服务，因此这些产品和服务只是在经济

中被实际生产出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一个子集。排除在外的是那些家庭自己最终消费的无酬服务

（除了自有住房的居住服务）。 

而且，根据第 13 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的界定，一国的总人口可以被分为三个

互斥且完全的类别，具体如下（国际劳工组织，1983 年）： 

 就业群体——指在规定最低年龄以上的、在参考期内从事了一些工作的所有人，从事

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资或薪金、利润或家庭收益，不论是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取得收入，也不论他们是否暂时不在岗； 

 失业群体——指在规定最低年龄以上的、在参考期内属于以下情况的所有人： 

 “没有工作”，也就是不属于由就业的国际概念所定义的有偿受雇或者自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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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就绪，可以马上工作”，也就是在参考期内准备好了被有偿雇用或者自雇；

以及 

 “找寻工作”，也就是在规定的最近时期内采取了具体的步骤来寻求有偿雇用或者

自雇 

 非经济活动人口——指不论年龄、不属于就业群体也不属于失业群体的所有人口。 

国际劳工组织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只包括上述三类中的前两类，而不包括“非经济活

动人口”。将全部人口分为以上三个互斥完全的类别取决于对经济活动原则的应用（即在给定参

考期内这个人实际做了什么）和一套就业群体优先于失业群体、失业群体优先于非经济活动人口

的优先排序规则。分类还取决于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的清晰理解，这决定了哪些活动被看

作是“就业”。 

很重要的是要指出，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可以包括有酬或无酬的活动，以及包括货物和

服务在内的各种生产活动，而不论货物和服务是否在市场上出售。如果一项自产自用的生产活动

被表示为“在某个经济体中实际发生的主要货物和服务流（否则就需要被剔除）”（联合国统计司 

2009a，第 6 页），当前的国际标准则将其看作是国民经济核算边界中的内部交易。例如，以下

自产自用的无酬活动可以被视为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之内的生产活动： 

 住户自产自用的农产品的无酬生产 

 住户自产自用的任何其他产品的无酬生产，包括建造住宅、生产衣服、家具、厨具、

运水、取木材等 

 自产自用的自有住房居住服务的生产 

从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排除之外的，从而也从就业范围中排除的活动包括以下生产活动： 

 住户内用于直接满足人类需要或需求的准备和供应膳食的无酬活动；应该指出的是，

由家佣准备膳食属于有酬的服务活动，因此被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内。 

 “自己动手做”的一些装饰和小型维修等无酬活动，通常这是经常发生的，并且通常

被看作是居住者的一种责任，其中包括购买装饰或装修的材料以及支付给施工人员、

木匠、水管工等的小费、服务费和维护费。 

 无酬的住户服务，例如清洁、看护儿童、接送住户成员、住户理财和管理等。 

 一些形式的志愿劳动（参见《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 19.37-19.41） 

上述无酬活动在广义的生产范围范围内被国民经济核算视为是生产性的。但是，由于测量和

概念的限制，它们一直被排除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之外（参见《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

的 6.29）。 

大部分的志愿劳动活动原则上已经被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之内，理想情况下应该

进行测量，例如志愿者为了市场化的企业或非市场化的单位所做的无酬活动。 

对于一国在其就业测量中是否包括以及如何包括那些生产自产自用产品的无酬劳动群体，在

不同国家之间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例如在摩尔多瓦，那些只是从事自产自用农产品生产的

人们，如果时间超过 20 小时也被视为就业。但是，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中是将他们排除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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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 列出了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之内所包括的和所排除的无酬非市场活动的例

子。 

 

专栏 4.1：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内所包含和不包含无酬活动的例子 

包含的无酬活动（如果该活动在一国产品的生产

和自我消费中占有较大比例，并且如果存在比较

接近的平行市场） 

不包含的无酬活动（如果该活动由无酬的住户成员或志

愿者提供） 

种植或采集田间作物、水果、蔬菜 

生产鸡蛋、牛奶和其他食品 

狩猎动物和鸟类 

捕捉鱼、蟹和贝类 

拾柴 

砍柴和筑杆 

收集修缮屋顶及纺织用材料 

烧炭 

开采板岩 

切割泥炭 

取水和运水 

脱粒和铣削粮食 

制作黄油、酥油和奶酪 

屠宰禽畜 

修补兽皮 

腌制肉类和鱼类 

制作啤酒、葡萄酒和烈酒 

榨油籽 

编织篮子、席子、纺织品 

制作陶壶、盘子和家具 

制衣和裁缝 

用非主要产品来制作手工艺品 

修建住宅、农场建筑 

建造船只和独木舟 

清理耕地 

无酬护理工作： 

打扫、装修和维护住宅，包括小的维修 

清洁或修复家庭耐用消费品、车辆或其他物品 

做饭和喂饭 

看护、训练和指导儿童 

看护生病、体弱多病者或老年人 

运送家庭成员或他们的物品 

志愿者工作： 

为老年邻居购买杂货 

在公立学校志愿作为一名教师 

为工会的申诉委员会服务 

为附近的清洁委员会服务 

在庇护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协助 

在教会担任执事或招待 

义务提供法律咨询建议 

担任儿童足球队的教练 

为弱势儿童制作衣服 

为无家可归的家庭建造住房 

帮助非营利性环保组织采集水样 

 

虽然一些志愿者活动和所有无酬住户服务属于生产活动但是被排除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

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对这些活动进行统计上的测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主要

是女性做的，并且对社会的福利和经济都有重要的贡献。识别那些从事无酬家务工作和志愿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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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人们是有用处的，不论他们是否被包括在劳动力测量中。目前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 

4.3 小节将讲述用于测量这种在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之外的无酬劳动的方法，以及其对以

下问题的重要性： 

 对各种形式的女性工作（主要是针对女性，但不仅仅是女性）进行更加全面的测量 

 对在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之外的工作对经济贡献的估计 

 更好地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 

4.2.2 为什么重要 

普遍认为提升就业上的性别平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消除贫困的核心机制

之一。同时它也是推动家庭和社区中、甚至社会中的女性经济赋权的重要因素。女性参与就业增

加了他们对住户资源的贡献，并且提高了她们对这些资源分配的控制，从而得到更大的经济独立

和自主性，这两者对于女性赋权都是非常重要的。 

出于这些原因，就业被认为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机制之一： 

 目标 1，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将所有人都获得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的工作，其

中包括女性和年轻人，作为其核心的具体目标之一。 

 目标 3，提升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使用女性在非农部门工资性就业中的份额作为核

心指标之一来监测其进展（联合国，2000b）。 

性别不平等一直存在于许多与工作相关的领域中。社会文化态度、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欠缺、

缺乏控制生育时间和间隔的选择，以及就业政策都使得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提

升就业中的性别平等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应该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包括在各个行业和职业

中进行就业、获得充足平等的工作薪酬、平等地享有体面的工作条件（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

社会保护、基本权利、工作合同和话语权等最广泛范围上的工作机会平等。另外，男性和女性工

作者还有不同的需求和局限性。例如，生育保护只是针对女性，而育儿假会影响到男性和女性工

作者双方以及他们的家庭（国际劳工组织，2009 年）。 

4.2.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性别平等的倡导者一直高度强调改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其在经济中更为广义的生产

性角色的统计数据。1975 年，在墨西哥城会议中通过的世界妇女年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强调，

诸如“女性工作者的平等机会和平等对待、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以及她们工作的权利、

同工同酬、同等工作条件和同等的晋升机会”等主题上的数据对于制定政策和监测进展情况非常

重要（联合国，1975 年，第 88-107 段）。 

有关经济活动人口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参与情况的基本描述。通过定

期采集就业人口、失业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分性别统计数据，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各个国

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统计数据还表明，相比于男性，各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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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更少，并且女性失业和成为“沮丧的求职者”的可能性更大。“沮丧的求职者”指的是那

些目前没有工作、做好了工作的准备、但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能找到工作而放弃寻找工作的人们（因

此被包括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当进一步按年龄来对这些统计数据分组时，则可以清楚地看到

年轻女性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在除了欧盟以外的几乎其他所有区域中她们的失业率都是最高

的（国际劳工组织，2009 年）。 

综合的劳动力统计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发布和分析，涉及到就业群体、他们的工作和雇

主的特征等分性别的信息，这可以进一步详细了解女性和男性在就业条件上的差异。特别重要的

是，就业统计数据要根据经济活动的门类、机构部门、职业、就业状态、就业收入、工作时间、

以及家庭中是否有儿童及儿童的年龄等家庭情况进行交叉分组。例如，这种详细的信息表明了在

这些就业群体中，相比于男性，女性在正规部门中从事常规全职工作的可能性较小。相反，女性

更倾向于：从事工作小时数较短的工作；更多地从事兼职工作和季节性的工作；更可能失业且失

业时间更长；集中在经济中效率较低的行业、工资较低的职业，并且就业类型承担着较高的经济

风险，例如家庭帮工和自雇者；在非正规的工作岗位上就业；相比于男性工资较低（联合国，

2000a）。另外，女性同时承担无酬的看护工作或无报酬或低报酬的经济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女性就业通常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几种职业上，比男性从事的职业种类少得多。平均来说，在

经合组织国家中，10 种职业中女性就业人数合计就占到所有女性说业人数的一半，而 20 种职

业中男性就业人数合计才占到男性就业总人数一半（经合组织，2007a）。另外很重要的是要知

道女性和男性都集中在哪些具体的职业上。例如在瑞典，97%的办公室秘书是女性，而在机动

车制造中只有 1%的从业人员是女性（瑞典统计局，2006 年）。有时这种现象被称为“职业隔离”。

通常，重要的是要分析那些女性主导的职业是否是技能水平较低、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职

业。女性通常发现她们自己处于低工资的职业中，但是即使是在相同的职业组别中通常也比男性

挣钱少——她们的起薪更低、更少被提拔、或者由于生育和家庭原因有更多的职业中断。 

上述类型的信息的可得性对于设计和评估旨在创造就业岗位、改善工作条件和提升就业中的

性别平等的政府政策来说非常重要。这些政策和项目包括：培训和技能开发；帮助特定群体开始

工作或重返工作的方案；工作生活平衡政策；社区工作项目；创业帮扶；税收减免；以及其他促

进就业的正向激励措施。对于制定和评估有关收入获取和维持、消除贫困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

政府政策来说，分性别、职业、经济活动门类以及诸如受教育水平等其他社会人口特征的就业相

关收入的详细统计数据是特别重要的。 

性别工资差距 

目前国际上有几个公认的指标来评估和监测女性和男性进入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不过，

就女性和男性从就业中获得的经济报酬方面，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测量指标。在目前的各种尝试中，

一个指标就是性别工资差距（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8a）。 

性别工资差异是一个强有力的测量指标，用于提供在总就业收入中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情况。

其计算方法为男性和女性之间平均收入的差额占男性的平均收入的百分比。性别工资差距的估计

值根据以下情况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数据来源（住户调查、企业调查还是行政数据来源） 

 计算方法（使用均值还是中位数来计算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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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的类型（小时工资还是月工资、净工资还是总工资、是否包括额外的福利） 

 在计算中所涵盖的就业类别（由于可靠的自雇收入数据通常不可得，因此性别工资差

距的计算通常只针对受雇者） 

2007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对 12 个国家进行了评估，以了解数据的可得性和理解使

用不同的数据来源和不同的收入概念对于计算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各个国家中数

据来源、概念、数据的定义和覆盖范围都存在较大差异，并且需要更一致的方法来改进数据的可

比性。理想情况下，性别工资差距应该基于就业的概念，并且应该尽可能包含工资收入的各个组

成部分。这可能并不现实，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测量。 

测量性别工资差距的不同方法取决于数据的可得性，但是也取决于这些指标的政策使用目的。

例如，基于小时工资的工资差距通常要比基于月（或年）工资的工资差距要小很多，原因主要是

因为有更多的女性是从事兼职工作。月（或年）工资捕捉了工作时间上的性别差异的影响，因此

如果目的是要测量“带回家的工资”上的差异，则应该使用它。这种性别工资差距部分取决于女

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同参与情况，还部分取决于女性与男性的工资差异。另一方面，基

于小时工资的数值测量了所做工作的工资差距（或单位值），而不论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如果目

的是使用指标来测量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市场中的整体地位，则这种指标更有针对性。如果焦点是

测量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则指标应该针对不同的职业来单独进行计算，用于比较同等岗位上男性

和女性的就业的收入。 

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对两个核心方面进行了测量：性别隔离和歧视。第一个方面与个人特征（例

如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上的差异有关，并且取决于个人选择或性别角色。第二个方面与诸如

会阻碍女性到达最高级别的职位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以及其中在同等工作绩效的情况下女性

比男性挣得少的直接歧视等因素有关。根据诸如年龄、部门、行业、职业、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年

限等特征来对特定群体计算工资差距，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性别工资差距出现的原因，

并且区分不同因素对于工资差距的影响。它还有助于识别性别工资差距比较大的一些职业群体。 

4.2.4 数据采集的建议 

2003 年，第 17 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专门讨论了性别统计的主题，并且在其

结论中强调了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性别问题，而且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劳

动力市场的运行（Mata-Greenwood，20003 年）。ICLS 建议，劳动统计应该满足以下四个方

面的需求： 

1) 劳动统计要以各个层级的政治意愿为基础，这适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分析机构，以及

所有可以提供行政信息的机构。 

2) 劳动统计的数据采集流程要尽可能地确保在常规情况下涵盖用于描述性别问题的所有

相关主题。这些主题可以包括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国民经济核算中不包括的工作、

按照雇佣类别中详细的职业和地位分类来划分的就业状况、来自有酬劳动和自雇工作

的收入、生命历程方面的统计、终身学习和工作的时长。 

3) 劳动统计项目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程序的设计要确保，定义和测量方法可以足够详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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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和充分描述所有的工作者和工作情况，使得可以进行相关的性别比较。住户调查

和企业调查以及行政数据来源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周期性的时间利用调查非常重要。 

4) 所得到的统计数据应总是作为常规出版物的一部分，数据的展示的方式要清晰地展现

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以及可能影响相关情况的因素。这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做到：（1）详细地并且有针对性地展现相关的主题；（2）根据相关

的描述变量，例如个人和家庭情况、工作环境和制度设置来提供统计数据。 

下面来讲述与上述需求有关的一些问题。 

（1）政治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首先需要有“政治意愿”。为了在劳动统计中真正实现性别主流化，有必要

超越劳动统计按照性别进行分组的简单需求，关注深层次的复杂问题，这必须要通过开发有关（被

感知到的）女性和男性的经济角色方面的统计数据来解决。所需要的改变是深远的，并且需要政

治意愿来实现它们。从上述四个方面的需求来分析一国的劳动统计数据是规划该国性别统计项目

的一项重要工作。分析会揭示目前已有的统计数据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改善它们的需要和可行性。 

（2）全面涵盖所有活动和工作情况 

第二个需求潜在的挑战是女性的生产活动与男性是不同的，并且劳动统计中所涵盖的标准主

题通常并没有全面地把它们描述清楚。因此，女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通常会被低估。本手册的目

的是特别关注对于全面描述女性的生产活动以及她们与男性的差异非常重要的所有主题。本部分

着重于生产范围内由国民经济核算所界定的那些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生产用于销售或交易的

货物和服务的活动，并且包括生产自产自用产品的无酬活动，前提是自产自用的数量在一国该产

品的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在专栏 4.1 中给出了例子）。 

不过，实际上只有几个国家在其就业的定义上包括了自产自用产品的无酬生产。有时候当在

就业定义中包括了这种活动时，被访者可能也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就业。因为这种无酬活动通常主

要由女性承担，把这些活动排除在外会导致对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程度的低估，进而低估她们对

经济的贡献。 

为了改善对这些活动的覆盖情况，一种方法是使用可被称为“就业”的各种活动的列表。例

如，巴基斯坦 2005/06 年的劳动力调查使用了一个列表，其中包括了主要是在家里开展的活动，

例如农业、磨粉和其他食品加工、手工艺品、建造和主要的修理、运送水、拾柴和具体的个人或

社区的工作活动（参见第 3 章中有关调查设计和内容一节中的专栏 3.8）。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现

有的劳动力问题中附加一个或两个额外的与无酬活动有关的问题。例如，保加利亚在其劳动力调

查中包括了有关自产自用的农业产品或其他产品的生产的具体问题（参加专栏 4.2 中的问题 n.3）。 

（3）定义和测量方法 

对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和测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常许多注意力都是放在描述和测量就

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上。但是，“非经济活动人口”的类别也同等重要，特别是从性别视角来看。

应该考虑此类别下的各种子群体。例如，对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男性比女性的失业率更

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在找工作方面更为成功，也不表示女性比较没有兴趣进入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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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保加利亚 2008 年劳动力调查中用于界定就业人口的问题 

1. 上周你是否为了获取报酬或利润而从事过任何工作（至少 1 个小时）？ 

2. 上周你从事过以下活动中的任何一种吗？ 

 生产农产品或其他产品（如果你出售了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其在家庭消费中占主要部分） 

 出售水果、鲜花、报纸、杂志、书本、彩票或其他产品；兑换货币 

3. 上周你为公司、农场、亲戚或住户中其他成员所开办的营业场所从事过无酬劳动吗？ 

4. 虽然上周你没有上班，但是你有工作或者有自己的企业、农场和经营场所吗？是否是由于生病、

休假、产假或其他原因而暂时不在岗？ 

 

如世界银行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工作机会有限并且用于扶持那些承担家庭责任的就业女性的

家庭和社会政策并不慷慨的时代，相比与男性，女性在找寻工作时更容易受挫，因此会被算作为

“非经济活动人口”，而不是“失业人口”（Paci，2002 年）。 

另一个问题与失业的测量有关。“找寻工作”是界定失业人口的核心标准；不过，相比于女

性，它与男性的关系更大。许多做好准备工作并且如果有工作机会就会投入工作的女性并不会“找

寻”工作，因为找寻工作需要时间和四处跑动，这通常是女性所缺乏的东西，原因就是要承担家

庭责任。不找寻工作的原因还可能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有关，例如认为目前在本区域没有合适的

工作机会，或者可能与个人因素有关系，例如会认为缺乏相关的工作技能或者雇主会认为他们太

年轻了或太老了。 

这也适用于“准备就绪标准”，这一标准用于检验当前是否准备好马上投入工作（例如从失

业人口中要排除那些在寒暑假期间临时找工作的学生）。目前用于测量失业的国际准则将“准备

就绪”界定为在参考期（参考周或日）内可以马上投入工作15。不过实际上，由于考虑到并非所

有正在找寻工作的人都能够在被给予工作机会后立刻就投入到工作中，许多国家倾向于使用更长

的时间段，例如接下来的 15 天或参考期之后的两个星期。不过，许多正在找寻工作并且如果有

工作机会就会去工作的女性在参考期内并不能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因为家庭责任需要她们在开始

工作之前安排好小孩看护或接送等事情。 

为了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在找寻工作行为和是否可以马上投入工作方面的差异，所使用的方法

包括识别所有当前没有就业、但是想工作、并且可以马上投入工作的人们，即使他们没有在寻找

工作（Mata-Greenwood，1999 年）。如上所述，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较长的参考期（例如在参

考期或调查访问之后的两周内）来确定当前是否可以马上投入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用于刻画工作特征的分类通常不能描述清楚女性所从事的活动与男性所从事

的活动之间的差异。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可能处于非典型的工作环境中，即处于正规部门之外的

                                                      

15 根据第13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所采纳的国际劳工组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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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非常规的无酬劳动环境中。这种工作的特征通常不像正规工作的特征那样被描述得比较

清楚和详细。例如，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通常在女性主导的职业（例如秘书）中细分类

较少，而男性主导的职业（诸如工匠）被描述得更为精细（Anker，1998 年）。ISCO 1988 尽

量以性别中性的方式对所有职业进行命名，例如使用“空乘人员”而不是“空姐”，不过，在国

内编码中通常并不使用这些词汇。结果，这些职业中的女性可能不能被正确地归类。而且，在一

些国家中“性工作者”这一职业对于女性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职业，但是它仅隐蔽地被包括在四位

编码的子类别“其他未分类的个人服务工作者”中。ISCO 近来进行了更新，以反映 1988 年以

来工作类型的发展，并且借鉴 ISCO-88 的经验进行改进。更新的分类在 2007 年 12 月颁布，并

被称为 ISCO-08。与文员有关的分类部分进行了改写，以便为大量女性从业的职业提供更有意

义的细分类别（国际劳工组织，2008b）。 

在应用就业类型分类标准时也存在偏差。“受雇者”所从事的有酬劳动的特点是：他们受雇

于某个雇主，并且从工作中得到的薪酬并不直接取决于其工作单位的营业收入。其他则属于自雇

工作，其中所得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从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得到的利润。对于那些在自己公司或

农场工作的人们来说，如果雇用了至少一名员工连续为其工作，则将其定义为“雇主”；如果没

有雇用员工，则将其定义为“自营人员”。而“家庭帮工”帮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开办公司或农

场，通常不拿报酬。他们不能被看作是合伙人，因为他们对经营单位运营的义务承担程度与经营

单位的负责人并不在一个可比的层面上（国际劳工组织，1993）。不过，在家庭经营单位、农场

或商店中工作的女性通常被自动算作为家庭帮工，即使她们与她们的丈夫是同等地工作。在这种

情况下，国际标准建议将她们识别为“雇主”或“自雇者”（与她们的丈夫一样）。 

有关劳动力的结构和特征的统计数据应该根据一些用于反映该工作者个人和家庭特征的背

景变量来进行分组，这有助于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解释女性与男性在劳动力参与和活动上的差异。

与男性和女性的个人和家庭特征有关的变量包括她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是否有小孩需

要看护、家庭中是否有成人需要照顾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限制女性和男性可以投入到经济工作

中的时间和精力。在许多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状态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劳动力市场

的参与（以不同的方式）。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还需要关注的变量是她们在妻子中的排

行。个人所属的住户类型（例如单亲家庭、女性户主家庭等）也是非常有用的描述性变量。 

4.3 非正规就业 

4.3.1 什么是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和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的相关概念是目前劳动力统计中比较新的主题，用于了解

就业非正规化的各个方面（Hussmans,2003 年）。在 1993 年，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

通过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国际统计定义，指的就是非正规部门企业中的所有工作，即小型16和/

或非注册的、没有完整的账目17、从事非农业活动18、生产至少某种商品或服务用于销售或交易

                                                      

16 后来在国际报告中推荐标准为雇员不到5人。 

17 这些企业由个人或住户所有，并不独立于其所有者而作为单独的法人，因此没有完整的账户使得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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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营非公司制企业中的工作。如果所在企业符合非正规部门的定义标准，则在非正规部门企业

中受雇的员工例子包括自雇摊贩和自雇的外包工（在家里工作的人员）。 

由于并不是所有非正规工作的形式都发生在非正规部门的企业中，因此 2003 年第 17 届国

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决定将基于企业的概念拓展到基于工作的概念，即非正规就业。后一个概念

在定义就业的非正规性时强调就业的条件，而不是企业的特征。因此非正规就业被定义为在给定

参考期内全部的非正规工作，不论是发生在正规部门企业中，还是发生在非正规部门企业或住户

中。它涵盖了所有不受监管或保护的就业。那些从事非正规工作的人员包括没有签订明确的书面

合同的非注册雇员，因此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但是并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些人员。还包括即使有正

规合同但是不享受社会保护、带薪年假、病假或养老金计划的就业人员。有时这些类型的工作也

指非标准、非典型或不稳定的工作。 

因此非正规就业包括多个不同类型的就业人员，可以根据就业状况19分为更多的同质类型，

即非正规自雇和非正规受雇。专栏 4.3 展示了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概念框架。 

非正规自雇直接来源于企业的特征，或者来自就业状况本身的特征，其中包括： 

 在自己所有的非正规部门企业中工作的雇主 

 在自己所有的非正规部门企业中工作的自营人员 

 家庭帮工（不论是在正规部门企业还是非正规部门企业工作） 

 非正规的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如果有的话） 

 生产的产品只是用于住户自身使用的自营人员（如果被认定为受雇） 

非正规受雇指的是由正规或非正规企业或者住户雇用的、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受雇人员。如果

雇佣关系在法律上或实际上不受国家的劳动法、收入税、社会保护或某些就业权益（例如提前通

知辞退、辞退金、带薪年假或病假）等的约束，则受雇人员被认为是从事非正规工作。  

                                                                                                                                                        

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其所有者的其他活动在财务上分开。 

18 包括农业部门中的二级非农业活动企业。 

19 参见 4.2.4 小节中就业类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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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3：非正规就业的概念框架 

为了得到对非正规就业的标

准定义，国际劳工组织于 2002 年

开发了一个概念框架*。根据就业

状况这一重要的分类变量对工作

进行了分类，该变量有助于识别工

作类型和就业性质，从而推动对非

正规就业人员的识别。 

该框架从三个维度来对总体

就业情况进行分类：生产单位类型

（矩阵的列）、就业状况（矩阵的

行）和工作的正规或非正规性质

（矩阵单元）。 

从图中可以看出，家庭帮工总

是属于非正规就业，因为他们通常

没有明确的书面合同且不受劳动

法的约束。其他自雇类别的就业人

员（作为雇主、自雇人员或生产合

作社成员），如果他们在非正规部

门中的企业就业，就是非正规工

作；如果是在正规部门中的企业就

业，就是正规工作。由于就业的独 

立性质，工作特征无法与企业特征分

开。雇员或从事有偿或带薪就业的人员

既能被归到正规也能被归到非正规就 

业：这取决于他们的雇佣关系是否受到

国家劳动法、所得税、社会保护的约束

或是否享有一些就业福利。 

根据就业状况进行工作分类 

就业状况 
生产单位类型 

正规部门企业 非正规部门企业 住户** 

家庭帮工 IE IE — 

雇主 FE IE — 

生产合作社成员 FE IE — 

自雇人员 FE IE IE 

雇员 IE FE IE FE IE FE 
 

IE（紫色单元）：非正规就业。 

FE：正规就业。 

— ：所提生产单位类型不存在这种就业情况。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download/guidelines/def

empl.pdf 

**住户是指生产商品专为自己最终使用的住户，以及有偿雇用家庭成员的住户。 

 

在就业关系符合非正规就业定义中所界定的标准的前提下，非正规受雇人员比较常见的情况

包括： 

 非正规企业的员工（虽然根据其就业条件，这也可以存在于正规就业中） 

 临时的或按天计酬的劳动者 

 临时的或兼职的工作人员 

 有酬的家务工作者 

 非注册或未申报的就业人员 

 外包工（也称为在家工作者） 

由于非正规就业一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因此统计数据的用户往往混淆非正规就业和非

正规部门中的就业。下图（图 4.1）显示了非正规就业（紫色的椭圆）和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绿

色的椭圆）之间的重叠部分，但是也可以看到非正规工作有在非正规部门中的，也有在非正规部

门之外的，虽然后者并不常见。有时候一些统计数据的用户使用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的说法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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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和在非正规部门之外的非正规就业（绿色和紫色区域的交集）。 

在说到不可观测的经济是也可能会产生混淆，这指的是一部分难以进行测量的经济，也就是

没有被包括在编纂国民经济账户时所用的基础数据源中的生产活动。 

 

图 4.1 

 

   

 

 

 

 

 

 

 

 

 

根据经合组织测量不可观测经济的手册（经合组织，2002 年），这些生产活动包括： 

 地下生产，例如躲避公共权力机构以逃脱税收或社会保障缴费（有时也被称为“隐形

经济”或“黑色经济”） 

 非法生产，例如毒品交易、卖淫、走私商品，这些可能或者不可能被包括在统计或财

政报告中 

 非正规部门的生产，例如非正规部门的活动，虽然是合法的但是基于非法定的关系，

并且由于生产的规模较小使得可能没有进行登记。 

 用于自身使用的住户生产，即产品或服务是由生产它们的住户自身所消费或资本化。 

显然，在非正规部门和不可观测的经济之间存在部分重叠，因为部分不可观测的活动不在非

正规部门的范围之内，并且部分非正规部门的活动也不在不可观测的经济的范围内（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2008e）。例如，住户为游客或助教提供房间可能是非正规部门的一部分但是可以

被观测到。街头交易者或出租车司机可能不能被观测到（比如，无法被政府统计测量到）且都属

于非正规部门，尽管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实际上，要在地下、非正规和非法活动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线并不容易。不过，众所周知，在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大部分非正规部门活动既非地下活动，也不是非法活动，因为这只是

参与其中的个人和住户的一种生存策略。这推动了在这些国家中实施针对非正规部门的调查

（Hussmanns，2003 年）。 

正规部门 

或住户中的 

非正规工作 

非正规部门 

中的非正规 

工作 

非正规部门 

中雇员的 

正规工作 

非正规部门 

中的就业 

总体就业情况 

非正规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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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非正规就业为什么重要 

在非正规部门企业之内和之外的非正规工作是就业的一种重要来源，并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中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不论是滋生于生产的传统形式，还是作为市场全球化的结果，

在这些国家中非正规就业成为许多人的主要生计来源。在教育机会有限的地方，它还是获得创业

潜能和在岗技能的重要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02a，2002b）。 

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中，非正规就业也变得非常重要。在中央计划经济

之下，非正规活动被认为是非法甚至是禁止的。目前在中欧和东欧（CEE）国家和独联体国家（CIS）

中，这些活动日益承担起创造就业岗位、提供收入和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角色。 

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创造工作岗位、创造收入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大多

数情况下它代表的是在面对正规部门中就业机会不足、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社会安全网不完善、

主要存在于公共部门中的普遍低工资时的一种生存策略。由于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没有被正规

的劳动制度安排所覆盖或者说充分覆盖，因此他们缺乏保护、权利和充分代表。结果，这些就业

人员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并且通常陷入贫困。 

虽然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中非正规就业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都是重要的就业来源，但是对于

女性尤其是如此。甚至： 

 对于女性来说，非正规就业通常是比正规就业更大的一个就业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02a）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相对于男性，非正规就业对于女性来说是比重更大的一个就

业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02a） 

 女性集中在更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类型中（Chen 等，2005） 

 非正规就业中的平均收入很低，并且在缺乏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还不足以使住户脱

离贫困（Chen 等，2005） 

在发达国家，与非正规就业概念相一致的就业制度安排也很重要，甚至变得越来越重要。自

给性自雇、兼职和临时的有酬就业——包括固定期限、合同工、临时性、季节性和随叫随到的

工作，以及通过临时机构得到的工作都通常更多地被归类为非标准就业，因为它们不同于有权益

保障以及劳动和社会保护的全职、全年的工作。根据与这些类型的工作相关的福利和权益，也可

以将它们视为非正规就业。再次强调，相对于男性，这些安排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就

业来源。例如，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与男性相比，有更多的女性从事兼职就业（包括工资性

就业和自雇）和临时工作。这些工作所谓的灵活性通常被视为是正面的，特别是女性而言，因为

允许她们将有酬劳动和无酬的家庭责任结合起来。加拿大的一些证据表明，这些收入存在“收入

处罚”，并且相对于男性，这种“处罚”对于女性来说更大。工作是兼职工作的事实本身并不证

明这是一份非正规的工作。也有一些兼职工作有标准的（或按比例分配的）福利，例如社会保障、

年假、病假等。这里可以提到灵活安全的概念。也就是说，结合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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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收入保障，这一概念目前由欧洲就业策略20所推动。 

4.3.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有关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详细统计数据对于充分测量所有就业人员和所有部

门对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对于改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中的性别平等的测量也非常重要。

而且，根据就业类型和经济活动门类分组的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的数据可以为分析劳动力市场

中女性和男性在就业条件和职业分布（例如集中度）上的差异提供新的信息。 

例如在摩尔多瓦，2003 年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总就业人口中 38%属于非正规就业，其中女

性和男性的比例大致相似（女性中 39%属于非正规就业，而男性的比例为 38%）（参见 ILO 和

RoM，2004 年）。不过，虽然总体比例大致相似，但是工作的类型是非常不同的。当分性别和

分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来看经济活动的每一个标准分类时，就可以看到有关工作的性别偏好方

面的新信息。摩尔多瓦的数据显示，虽然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但是在该经

济活动门类中男性在正规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在非正规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分

组数据表明，非正规部门中女性就业有 80%集中在农业、林业和渔业这些传统行业中，而不是

集中在更有发展前景的经济活动行业中。女性的经济活动通常在住户的较小的附属地块上（并没

有注册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她们生产的农产品全部或部分地供应市场。 

有酬就业这一大类也反映了女性和男性在就业质量上的重要差异。国际劳工组织在 5 个东

欧国家中的研究发现，女性在诸如兼职工作（通常是非自愿的）和固定期限合同就业等灵活工作

安排上的分布并不均衡（Caze 和 Mesporova，2003）。这些类型的就业通常质量较低且缺乏安

全感，因为这些工作通常没有充足的社会保护。 

另外为了使得就业的性别属性更加明显，关于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详细统计数据

可以用于设计基于证据的政策，以改善女性和男性的就业情况，其中包括他们的就业条件、法律

和社会保护，以及得到培训和诸如贷款和小额信贷等经济资源的机会。另外，这种统计数据还可

以促进旨在提高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组织非正规就业人员、以及实施适当的监管框架、政

府改革、城乡发展计划等方面的政策制定。由于非正规就业、脆弱性和贫困之间的联系，详细的

非正规就业统计数据还应该用于减贫策略开发和项目实施中。 

最后，详细的非正规就业统计数据可以用于支持千年发展目标的监测过程。非正规就业是在

背景指标“就业结构上的性别差异”中指定的核心类型，该背景指标是由千年发展目标的跨机构

和专家组中的性别指标小组推荐的，用于监测千年发展目标 3“女性平等和赋权”的实现进展。

该指标分别展示了有关女性和男性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以及各个就业类型

上的就业数据（指标列表见专栏 4.4）。  

                                                      

20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16&lang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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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千年发展目标 3 的背景指标：提升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就业结构上的性别差异 

行  男性 女性 

0 总就业中的份额 

（男性+女性=100%） 

% % 

1 总就业 100.0% 100.0% 

2 农业就业 % % 

2.1 自雇、雇主及生产合作社成员 % % 

2.2 家庭帮工（非正规） % % 

2.3 雇员 % % 

 2.3.1 正规 % % 

 2.3.2 非正规 % % 

3 非农业就业 % % 

3.1 自雇、雇主和生产合作社成员 % % 

 3.1.1 正规 % % 

 3.1.2 非正规 % % 

3.2 家庭帮工（非正规） % % 

3.3 非家庭雇员 % % 

 3.3.1 正规 % % 

 3.3.2 非正规 % % 

3.4 家庭雇员 % % 

 3.4.1 正规 % % 

 3.4.2 非正规 % % 

3.I 正规非农业就业 

（3.1.1+3.3.1+3.4.1） 

% % 

3.II 非正规非农业就业 

（3.1.2+3.2+3.3.2+3.4.2） 

% % 

注：此指标由国际劳工组织在会商“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与组织化”（WIEGO）后提议，由千年发展目标的跨机构和

专家组中的性别指标小组推荐，用于监测千年发展目标 3 的实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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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解释千年发展目标 3“非农工资性就业”的就业指标中存在的问题，更宽泛的指标被

认为是必需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非农工资性就业只占总就业的很小比例。而且，它包括在收入、社会

保护和保障方面差别很大的各种类型的就业。指标背后的这些特点使得很难将女性在非农工资性

就业中的份额变化解释为进步或者是不足。由背景指标“就业结构上的性别差异”所提供的更为

详细和全面的信息将有助于监测上述目标是否取得了进展。 

4.3.4 数据采集的建议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集有关非正规部门之内和之外的非正规就业的数据。在这些国家中，

有几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正在实施第一次劳动力调查。即使当一国没有明确将非正规部门就业和

非正规就业作为数据采集的目标，只要在调查问卷中已经包括了用于测量的合适问题，也可以生

产有关这些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 

用于捕捉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的问题应该关注就业人员在其中工作的企业的特征。如果有关

于企业规模、法律所有权、账户类型和企业是否进行了注册等问题，则可以得到有关非正规部门

的就业统计数据。另一方面，用于识别非正规就业人员的问题应该关注工作的类型。我们已经看

到，一旦知道就业状况和生产单位的类型，则只有雇员的非正规工作需要通过其他问题来进行识

别（例如，我们已经知道非正规部门企业中的所有自雇人员都属于非正规就业）。如果还有一些

问题来询问所有的受雇人员的社会保护或其他就业福利，特别是社会保障缴费或带薪休假，则可

以将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区分开来。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如何将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很好地应用到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一

般都会采集在非正规经济中常见的工作类型的数据，例如兼职工作、临时工作和自给性工作。不

过，数据采集和标准统计表格通常并不按照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来区分这些就业安排，特别是

在灵活安全的背景下（参见 4.3.2）。 

当然，如果在劳动力和经济统计数据的生产中将有关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的数

据采集作为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则是更好的做法。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工作论文“测量非正规

经济：从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到非正规就业”中可以找到相关的指导准则（Hussmanns，2005

年）。目前正在准备有关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调查的手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工作论文“摩

尔多瓦共和国中的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2004 年）提供的信息既包含了 2003

年摩尔多瓦劳动力调查中所使用的问题，还有作为统计结果的附件（参见专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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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5：与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有关的问题：2003 年及以后的摩尔多瓦劳动力调查 

为了识别和描述被认定为属于非

正规部门的生产单位（企业），还需要

在劳动力调查问卷中新增以下问题： 

a) 企业的法律组织，其中受访者是雇

员 

- 企业、组织、机构（有法人地位） 

- 个体农业企业 

- 个体企业或合伙制（没有法人地

位） 

- 个体工作活动（自给性就业人员） 

- 私人住户 

- 不知道 

b) 企业的注册 

- 已注册 

- 正在注册 

- 没有注册 

- 不知道 

c) 单位的规模（雇用人数） 

- 1-4 人  

- 5-9 人 

- 如果少于 10 人：填写单位中的准

确雇员人数 

- 10-19 人 

- 20-49 人 

- 50-99 人 

- 100-199 人 

- 200 人及以上 

d) 工作场所的类型 

- 受访者的家里 

- 家之外的企业、工厂、办公

室、商店、车间等 

- 农场或农地 

- 客户或雇主的房子 

- 建筑工地 

- 市场或街上的摊贩 

- 没有固定位置 

- 其他（请指明） 

只有问题 a)和 b)用于界定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所有这些问题都问到了被

访者的主要活动和次要活动。除

了农产品的住户生产者，这些问

题针对所有受雇人员。对于只生

产自给自足农产品的住户生产

者，还增加了一个问题来询问在

调查参考周内在该活动中的工

作小时数。那些只生产自给自足

农产品的住户生产者如果在该

活动中的工作时间不到 20 个小

时，则不会被认定为受雇人员。 

关于非正规就业中的受雇

人员的识别，在劳动力调查问卷

中增加了以下问题用于测试： 

1． 就业合同或协议的类型（书

面；口头） 

2． 雇主对雇员社会保险的缴

纳（是；可能是；否；不知

道） 

3． 享受带薪年假的可能性

（是；否；不知道） 

4． 如果生病享受带薪病假的

可能性（是；否；不知道） 

5． 生育时享受产假的可能性

（是；可能是；否；不知

道；不适用） 

只有问题 2、3 和 4 用于

界定非正规有酬就业。 

2003 年之前在劳动力调

查问卷中已经包括了有关工作

持久性的问题（长期还是临时

工作）。 

这些问题只针对受雇人

员。（从 2004 年起，所有问题

都涉及到主要工作和次要工

作）。 

另外，在调查问卷的开始

部分，有一个问题用于追问摩

尔多瓦共和国中最常见的非正

规活动的类型，以识别在调查

参考周的受雇人员和他们在次

要活动上的投入。这是因为如

果某个人已经被识别为受雇人

员，则他只能被归为非正规部

门中或非正规工作中的受雇人

员。如果在调查问卷中不包括

这个筛选性问题，则存在被访

者不将非正规活动报告为就业

的风险。 

 

在统计表格和分析中，非正规和正规就业可以作为广泛使用的类别来展示所有主要的经济活

动分类。例如，上述提到的摩尔多瓦报告的所有表格都使用了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性别作为

基本的分组类别，其中包括经济活动的行业、职业和就业状况。而且，附加表格按照单位类型进

行了分组，即正规部门企业、非正规部门企业和住户。 



 

 

67 

 

4.4 无酬劳动 

4.4.1 什么是无酬劳动 

劳动力统计数据只捕捉了一部分有关女性和男性的工作信息（参见 4.1 小节）。大量在家里

和社区中的无酬生产性活动对于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以及经济的整个生产都非常重要，虽然在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一般生产范围”将这些无酬生产性活动看作是生产性的，但是由于测

量问题和概念的局限，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中并不包括它们。这些活动被统称为无酬劳动，

并且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别： 

无酬家务劳动指的是由无酬住户成员提供的家庭或个人服务，相应的例子可参见 4.1 小节中

的专栏 4.1，所列举的无酬活动被排除在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所界定的经济活动定义之外。它

们包括诸如家务、做饭和照看儿童、老人或病人、住户理财和管理等活动。 

志愿者工作指的是“一些人为了提升事业或者帮助其住户或近亲之外的其他人而自愿做的一

些无酬活动或工作”（国际劳工组织，2008b）。志愿者工作包括各种类型的活动。在 4.1 小节的

专栏 4.1 中已包括一些例子。其他的例子包括： 

 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例如儿童、老人、穷人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人） 

 清洁或改善所在的社区（例如道路、学校、医疗场所、供水或公园） 

 组织活动，例如社区筹款、体育或文化活动、政治集会或者宗教庆典 

 宣传某个问题或者使人们意识到某个问题，或者 

 为服务社区的组织工作，例如学校、图书馆、医疗中心、非政府组织、俱乐部、联盟、

教堂或联合会（例如服务于董事会、资金筹集、办公室和行政工作、收集科学数据、

教练或裁判、咨询、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或法律建议、准备和提供食品、运送人员或

物品）（国际劳工组织，2008b）。 

无酬家务和志愿者工作概念的核心之处在于“第三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无酬家务和志

愿者工作属于处于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之外但是在一般生产范围之内的活动，与非生产性的活

动相区分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可以由其他人（第三人）来完成，而不减少其间接的效用。因此，诸

如看电视或运动等个人休闲活动和诸如吃饭、学习或睡觉等其他基本人类活动都不能由其他人来

完成要从无酬劳动的范围中排除掉，因为它们不是生产性的。 

4.4.2 为什么无酬劳动很重要 

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就业小时数都比男性短，即使是在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接近的地方

也是如此。该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女性通常需要比男性要承担更多家庭角色和责任的结果。特别地，

女性通常要完成大量无酬的看护工作，通常花在无酬劳动上的时间要多于就业时间，而对于男性

则是相反。不过，由于国民经济核算将这些活动置于其生产范围之外，因此它们被排除在就业统

计的范围之外。结果，女性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观测不到的，其对经济的完整贡献在国民经济核

算中通常被低估。在许多国家中，一旦将无酬劳动考虑进来，则女性平均工作时间要长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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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志愿者工作中只有其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市场企业或者收费的非盈利企业的部分被

认定是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范围内。这导致了在就业测量中排除了大量由女性和男性基于

自愿而进行的生产活动。虽然这类工作的规模很大并且其对一国经济和生活质量的贡献到处可见

（远比目前所认知的更大），但是目前并没有太多努力投入到如何测量这类活动的工作中。 

志愿者工作还提供就业培训、提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提供健康服务、构建社会资本，

以及为志愿者自身提供自我实现感（国际劳工组织，2008b）。 

4.4.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测量无酬劳动是目前政府的主要挑战之一，这在 1985 年内罗毕联合国第三届妇女大会和

1995 年北京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中都提到了。 

北京行动纲要呼吁国家和国际统计组织要改善数据采集，以全面了解女性和男性对经济的贡

献，这可以通过测量分性别的无酬劳动和在由国民经济核算（参见专栏 4.6 中的要点 f）iii））推

荐的 GDP 的卫星账户中反映其价值来更好地进行量化。 

 

专栏 4.6：北京行动纲要 

战略目标 H3 

生产和发布分性别的数据和信息，用于

规划和评估 

需要采取的行动 

206. 国家、地区和国家间的统计服务

以及相关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在其各自

的责任领域中与研究和文档组织合作： 

e. 改进数据采集，全面反映女性和男

性对经济的贡献，以及他们在非正

规部门中的参与 

f. 通过以下措施来更为全面地了解

所有形式的工作和就业： 

i. 改进无酬劳动的数据采集，在

国民经济核算的联合国系统

中已经包括了无酬劳动，例如

农业，特别是自给自足型农业

和其他类型的非市场生产活

动中的无酬劳动。 

ii. 改进测量，目前低估了

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失

业和就业不足。 

iii. 在适当的平台上开发方

法来定量地评估在国民

经济核算之外的无酬劳

动的价值，例如照看需

要照顾的家庭成员和准

备食物，可能时在独立

于核心的国民账户体系

但是与其一致的卫星账

户或其他官方账户中予

以反映。这种视角承认

女性的经济贡献，并且

得以看清楚女性和男性

之间的有酬劳动和无酬

劳动的不均衡分布。 

h）开发用于时间利用统计、

对女性和男性在有酬劳动

和无酬劳动上的差异较为

敏感的国际活动分类，并

且采集分性别的数据。在

全国层次上（取决于各国

的具体情况和限制条件）： 

i．进行常规的时间利用研

究，以定量测量无酬劳

动，包括记录那些与有

酬活动或其他无酬活

动同时进行的活动。 

ii．定量测量国民经济核算

范围之外的无酬劳动、

改善评估其价值的方

法，并且准确地在独立

于核心的国民账户体

系但是与其一致的卫

星账户或其他官方账

户中反映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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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于住户卫星账户的方法建议（欧盟委员会，2003）为测量无酬劳动的国际努力做出

了贡献。该建议旨在实现方法上的协调一致和完善有关住户完成的生产性活动的概念。 

通过与一国的 GDP 的比值可以很好地展示无酬劳动的贡献。例如，根据所使用的不同估值

方法，无酬劳动的价值与 1997 年澳大利亚 GDP 的比率为 43%到 62%不等，其中女性对无酬

家务工作价值的贡献约为 65%（澳大利亚统计局，2000 年）。根据爱沙尼亚统计局的数据，

1999-2000 年爱沙尼亚无酬劳动的价值达到 GDP 的 27%-58%（爱沙尼亚统计局，2006 年）。

在韩国，1999 年约占到 GDP 的 30%-53%21。 

专栏 4.7 提供的例子是基于英国的时间利用调查，介绍了女性和男性花费多少时间在各种类

型的无酬家务工作中。 

 

专栏 4.7：女性和男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英国 2005 年 

 

2005 年，相比于有酬劳

动（平均每天 146 分钟），英

国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购

物和其他家务工作上（平均每

天 228 分钟）。相比较，男性

在有酬劳动（225 分钟）上花

费 的 时 间 要 多 于 家 务 劳 动

（129 分钟）。如果把有酬劳

动和家务劳动加在一起，女性

仍然比男性平均每天多花 20 

分钟在工作上。从数字可以看

出，相比于男性，女性花费更

多的时间在烹饪和洗碗、清扫

和整理、洗衣服和购物（女性

每天为 159 分钟，而男性每天

为 71 分钟）。男性花费更多的

时间在修理和花园工作上（男

性每天为 23 分钟，女性每天

为 11 分钟）。 

来源：国家统计办公室，2005 年英国时间利用调查（在全国

统计综合性调查中进行采集） 

 

4.4.4 数据采集的建议 

用于分析女性和男性参与无酬劳动的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时间利用调查，这在第三章的第 4

节中已经进行了详细介绍。时间利用调查专门用于全面测量女性和男性的不同活动。该方法有助

于回避由国民经济核算所要求的经济和非经济二分法。 

由于时间利用调查相对地需要耗用很多的资源，因此最好是五年做一次。在中间年份或者在

实施时间利用调查不可行的地方，还可以通过附加到人口普查或劳动力调查上的一系列问题来采

集数据。例如，自从 1996 年以来，加拿大的人口普查已经包括了几个有关无酬劳动的问题，特

                                                      

21 ESCAP，“时间利用数据和无酬劳动的估值——测量无酬劳动的价值”，《在国家政策中融合无酬劳动》，

联合国，纽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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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涉及花费在照看儿童和老人的时间以及花费在无酬家务上的时间（参见专栏 4.8）。 

 

专栏 4.8：2006 年加拿大人口和住房普查 

 

 

为了测量志愿者工作，国际劳工组织推荐周期性地在全国劳动力调查上附加一个特定的补充

模块，可参见“推荐的志愿者工作核心调查手册”（国际劳工组织，2008a）。该模块被包括在国

际劳工组织出版物的附录中。 

如联合国所号召的，建议加入调查中的项目被认为是能够反映志愿者工作的经济规模并且将

志愿者工作融合到非盈利机构的卫星账户中所必需的最少项目。 

在推荐模块中，被访者需要识别在指定回忆期内从事的、满足如上所述的志愿者工作定义的

任何活动。然后针对每一个这种活动依次询问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频率、时间量、工作类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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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该活动是否为某个组织而做，以确定工作的领域。虽然给出了志愿者活动的例子，但并不使用

“志愿者工作”一词，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解释是不同的。回忆志愿者活动的参考期建议为

四个星期，如果该模块一年做一次或者更少，则还可以另外询问一年只做一次或两次的活动。如

果定期被包括在连续的劳动力调查中，则参考期可以更短。为了帮助构建卫星账户，要根据国际

标准职业分类对工作类型的回答进行编码，同时要使用所有经济活动的国家标准行业分类对机构

的工作领域进行行业的编码。 

4.5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 

4.5.1 什么是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是一个经常在就业政策背景中使用的术语。这些就业政策的目的

是帮助就业人员将有酬的工作和无酬的看护职责结合起来，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全职投入劳动力

市场的女性而言。它还指不同的活动与投入到不同活动上的时间之间的关系，这些活动不仅涉及

工作和家庭，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个人发展和公众参与（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

2006 年），或者是为满足放松或锻炼需求的活动。此外，在住户内部共同承担责任来满足家庭

生活需求，也是实现个人生活各个方面之间平衡的重要因素。 

4.5.2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为什么重要 

就目前而言，住户成员范围内就无酬家务劳动（包括看护小孩在内）承担共同责任的概念还

远未得到贯彻执行。女性最经常面临如何平衡有酬工作时间、家庭时间（负担还是共同责任）和

自由时间之间关系的困难。因此，由于家庭中从事大部分无酬看护工作的是女性，家庭时间对于

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说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女性的就业率普遍低于男性，她们参与就业的程

度和形式与她们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里是否有小孩或其他人需要照顾是高度关联的。而对于男性

来说则不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孩子的女性比有孩子的女性有更高的就

业率，而男性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欧盟统计局，2005b）。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家庭形式的不断变化和人口的老龄化，工作和

家庭生活之间的协调成为欧洲社会议程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诸如托儿服务、休假便利和稳定的

劳动合同等方面缺乏制度性安排，是女性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一大障碍。“让女性和男性能够

协调好工作和家庭生活”是欧盟在就业方面的性别政策的目标之一，具体体现在 2002 年欧盟理

事会颁布的就业指导方针中，各成员国在制定就业政策时也会加以考虑。该指导方针的目标如下： 

 采用家庭友好型政策（包括看护服务，以及育儿假和其他休假方案） 

 增加用于看护儿童和其他不能自理的家庭成员的看护服务供给（设定一个国家目标） 

 帮助失业女性和男性重新返回有酬的劳动力市场（例如，增加接受培训和技能提升的

机会）。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的报告也表明，停薪留职、兼职工作和灵活的工作安排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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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男性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是特别重要的。并且报告还表明，平等地分担家庭责任对于协调

工作和家庭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 

2003 年的就业指导方针中也包括了类似的目标，而且在最近的无论是 2005-2008 年还是

2008-2010 年的指导方针里都指出，要通过更好地协调工作和个人生活并且提供可获得和负担

得起的儿童看护服务和其他不能自理的家庭成员的看护服务，来促进“工作的生命周期方法”看

护。指导方针还建议，在 2010 年前要力求至少 90%的 3 岁至入学年龄段之间的儿童以及至少

33%的 3 岁以下儿童得到看护服务，并且出台家庭扶持措施，以提高父母亲的平均就业率（按

照 2002 年欧盟通过的巴塞罗那目标）22。 

欧洲已经实施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不仅有托儿服务，

还有休假制度（如育儿假、停薪留职或减少工作时长等）、灵活的用工安排（如兼职、弹性工作

时间、远程办公、在家办公、工作共享等）或者为有子女的工作群体提供财政补贴等，尽管这些

措施的出台通常是为了减少收入不平等，而不是为了促进共同责任的承担以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

协调。此外，虽然育儿假在理论上不仅特别扶持女性，也普遍地扶持女性和男性双方，但是它并

不总是有利于性别平等。由于大多数情况下从事兼职工作的是女性，因此通常是女性在休育儿假。

此外，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也会导致女性减少就业参与，并且不利于其今后的职业生涯和收入回报。 

4.5.3 统计数据的附加价值 

为了揭示男性和女性如何平衡他们的工作和家庭责任，以及设计和评估旨在促进工作和家庭

协调的政策，就需要在就业和无酬看护工作的参与度及其特点、在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所花时间

等方面提供更为详细的统计数据（参见专栏 4.9 中关于加拿大的例子）。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

个人是否愿意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实际是否参与，以及他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原因是否与缺乏

合适的儿童看护服务和其他不能自理的家庭成员的看护服务有关，或者与其他家庭相关的原因有

关联（欧盟统计局，2007b）。欧洲各机构需要关于能够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协调的服务和安排的

供给和使用方面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在提供看护孩子和看护老人的服务安排方面。进而，如果有

关用于平衡工作、家庭生活和自由时间的不同策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个人满意度或感受到的生

活质量等各方面的信息就可以更为完整和多面地刻画这个问题。  

                                                      

22 有关 2006 年以来新共同目标的信息，可参见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55&lang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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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9：加拿大男性和女性花在有酬和无酬劳动上的时间 

1986年和2005年加拿大男性

和女性花在有酬和无酬工作上的时

间 

 

通过对加拿大统计局 1986

年和 2005 年的前后两次时间利

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总

体上女性从事了大部分家务劳动，

并且比男性感受更多的时间压力。

不过，近几次调查发现情况有所改

变。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放弃高

薪工作转而从事家务劳动，而女性

则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里。结果，

虽然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劳动分工

上仍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正在逐

渐缩小，如图中所示。 

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方面，

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在夫妇双方

都是全职工作并且有孩子在家需

要抚养的情况下，只有 52%的女

性对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感到

满意。相比之下，男性对这种情

况的满意比例是 71%。这表明，

女性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到很

好的平衡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特别是在家务活的担子主要压在

她们肩上的情况下。 

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06 年

（http://www.statcan.gc.ca/daily-quotidien/060719/dq060719

b-eng.htm） 

 

4.5.4 数据采集的建议 

劳动力调查提供的基础数据包括经济活动类型、就业特点、工作时间、兼职工作的原因、人

口特征和住户构成等方面，这些只是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仅有这些还

是不够的。 

为了采集到关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协调情况的数据，欧盟在其 2005 年 2 季度的欧盟国家

劳动力调查中开发了一个专门的模块。调查对象是年龄在 15 - 64 岁之间并且有 15 岁以下儿童

与他们一起居住的人员。该模块中确定了调查对象所使用的看护类型（如果有），以及他们是否

愿意看护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病残或老年亲戚朋友。还要询问被访者他们是否愿意通过减少或增

加看护时间来改变他们对工作活动和看护职责的安排。向被访者进一步询问有关没参加工作或工

作时间不长的原因、是否提供弹性工作安排、以及使用特殊休假和育儿假等方面的问题（参见专

栏 4.10）。  



 

 

74 

 

 

专栏 4.10：2005 年欧盟劳动力调查中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协调情况有关的专门模块的具体

内容 

 在工作的同时，对自己的或配偶

的 14 岁以下孩子提供的主要看

护类型（义务教育学校除外；不

包括学校假期和紧急安排在内

的正常周） 

 是否需要经常照顾 14 岁以下的

其他孩子或年龄在 15 岁及以上

需要照顾的病、残、老年亲戚朋

友 

 是否希望改变他/她的工作生活

和他/她的看护责任的安排 

 不参加工作或工作时间不长的

主要原因（与看护孩子有关的原

因） 

 在学校放假期间，或常规的托

儿服务关闭，或看护人休假时：

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为了照

顾孩子而请假、减少工作小时

数、或其他特别的安排 

 不参加工作或工作时间不长的

主要原因（与照顾年龄在 15 岁

及以上需要照顾的病、残、老

年亲戚朋友有关的原因） 

 是否可能因家庭原因而改变每

日的上班/下班时间（至少一个

小时） 

 是否可能因家庭原因而调整

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便可以有

几个整天不上班（不是用假期

和事假） 

 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因家人

患病或突发事件而请假（不使

用假期） 

 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休了育

儿假，以照顾家里的孩子 

 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没有请育

儿假来照顾家里的孩子的主

要原因 

关于每个问题的多个回答选项，参见相关来源。 

来源：欧盟委员会（2004 年）。 

 

与协调好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无酬家务劳动和志愿者工作：用于揭示女

性和男性在这些工作上的参与程度的一个主要数据来源是时间利用调查，该调查在第 3 章第 4

节中已经作了详细介绍。利用此数据来源可以分析各住户成员的无酬劳动和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

的关系，以及住户内部的劳动分工和任务分担。此外，还可以研究工作时段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

与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与工作有关的时间，例如在办公室与家里之间往返所花费的时间，由于

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活动，目前被排除在工作时间的估计值以外。与使用劳动力调查问卷相比，通

过时间利用调查中的日志表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这种与工作有关的时间信息。从平衡生活的角度

来说，可以而且应该把这些信息考虑进去23。 

在有些时间利用调查中，还向被访者询问他们对自己时间利用的满意程度，对生活质量的感

受如何，以及是否感受过任何来自时间的压力。这些问题都与时间在与工作、家庭和自由时间有

关的不同活动之间的分配情况有关。 

专栏 4.11 给出的例子介绍了在意大利的时间利用调查中引入了一些有关工作和家庭生活之

间协调的问题，从而与时间利用方面的数据互为补充。 

 

                                                      

23 M.C.罗马诺，工作和家庭之间协调：时间利用数据的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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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1：意大利时间利用调查中有关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协调的具体问题 

意大利每五年进行一次时间

利用调查。在 2002-2003 年的调

查中，平等机会部要求国家统计办

公室在个人问卷中增加一个有关

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协调的专门

模块。其中要包括以下问题： 

 全职还是兼职工作 

 兼职工作的类型（减少的每天

工作的小时数或者更少的天

数/周数/月数） 

 选择兼职工作的原因 

 不想或不能全职工作的原因 

 全职工作者是否可以按以下

方式工作：兼职；轮班；晚上

工作；深夜工作；周六工作；

周日工作。 

 在工作时间安排上的主要需

求 

 根据哪一种家庭需要来安排工

作时间 

 在家工作的意愿（远程办公） 

 在家工作或者想在家工作的原

因（远程办公） 

 使用法定产假/育儿假 

 产假/育儿假期间的主要报酬 

 生完小孩之后使用带薪工休

（“母乳喂养假”） 

 使用（可选择的）父亲育儿假 

 父亲育儿假的天数 

 父亲育儿假期间的主要报酬 

 没有父亲育儿假福利的原因 

 过去 12 个月内利用假期照顾

生病的小孩 

 过去 12 个月内因为小孩生病

而请假的天数 

问卷中已经包括的其他问题

解决了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

系和交叉，对时间利用数据是一个

补充。针对就业人员，询问他们是

否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工作，他们

是否在日常的工作地或日常的工

作时间以外的地方或时间工作（在

家、在空闲时间、在假期等）、发

生的频率和原因。 

来源：意大利统计局（2007 年）和时间利用问卷，2002-2003 年  

http://www.istat.it/strumenti/rispondenti/indagini/famiglia_societ

a/usodeltempo/2002_2003/ 

 

最后，一个可能有用的数据来源是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EU-SILC），该调查每年开展

一次，提供各种儿童看护安排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非正规的儿童看护安排（如祖母或保姆带孩

子）。 

此外，为了监测巴塞罗那行动目标关于儿童看护指标的实现情况，一般都是从行政渠道获得

有关早期幼儿保育的人数和参加学前教育的儿童人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

关于儿童看护的各种安排（例如日间护理中心、家庭式照料、儿童居家看管、学前教育等），因

此关于儿童看护的数据在各个国家间经常不太容易进行比较。有些情况下，没有让孩子参加学前

教育可能是由于对其他居家非正式看护类型有偏好，并非由于没有相关服务可以提供，因此应当

结合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某种看护类型的原因方面的数据，其中包括是否负担得起和是否有带薪休

假等原因，来对正规的儿童看护服务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 

有些数据对于全面了解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很有用，但是目前仍较缺乏。例如，

儿童看护质量对于是否决定使用儿童看护服务起着重要作用。另外有关团队规模、儿童和看护人

员的比例、以及看护人员的资质等指标的数据都是有用的。此外，还需要更多信息来了解女性和

男性休育儿假的情况及其影响后果，以计算例如休假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比率等指标。有关依法

申请在全职和兼职工作之间进行切换以及实际切换情况的统计数据，可以揭示女性在决定进入或

离开全职就业岗位时所能有的灵活程度（欧盟委员会，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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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创业 

4.6.1 什么是创业 

关于企业家或创业，目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为了促进有效指标

的测量和设计，以便在国家间进行有效指标的比较，经合组织根据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几个最重要

的特征，对创业这一概念的定义提出了建议。根据这个定义，“创业”是与“创业活动”有关的

现象，创业活动是指“调动人的进取精神，在识别和开发利用新的产品、工艺或市场的基础上，

通过经济活动的创造或扩张来追求价值创造”。“企业家”就是指那些“在识别和开发利用新的产

品、工艺或市场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活动的创造或扩张来追求价值创造的人（或企业主）”（艾哈

迈德和西摩，2008 年）。 

各国在采集和/或发布关于女性和男性创业方面的数据时，所使用的定义中包括了诸如“企

业主”、“经理”、“自雇”和“雇主”等概念。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测量创业的目标不同，因此

经常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对这些概念进行定义并且用于创业分析中。不过，这些定义应当都是清

晰明确的。 

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企业的执行董事或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自雇

人员也普遍被认为是企业家，但是并非所有的数据来源在定义创业时都把自雇人员定义为企业家。

自雇情况本身根据各种数据来源的不同目标，可以有多种定义方式。例如，欧洲经委会区域中的

国家并非都使用国际劳工组织（ILO）有关自雇定义的标准指导准则（参见 4.1 节中的就业类型）。 

4.6.2 创业为什么重要 

创业在国民经济中对于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刺激经济增长和创新等起到重要作用（经

合组织，2006a）。创业被看作是强大经济体中促进经济再生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活动，也是

贫困地区或发展中国家促进就业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而言都是创造

工作机会和职业机会以及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 

根据《全球创业观察》关于女性创业的报告（Allen 等，2006 年）24，不论在哪一个国家，

男性参与创业活动的可能性都比女性要高，而且这种性别差距在高收入国家中是最大的。通过分

析各国的创业行为可以清晰地了解在投资创业和自主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性别差距（专栏 4.12 描

述的是一些经济转型国家的情况）。  

                                                      

24 《全球创业观察》（GEM）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了国家层面创业活动的年度评估（2009 年是 54 个国

家）。评估结果形成三个专题报告：高增长/高期望的创业；融资；女性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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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2：一些转型国家中的女性企业家 

所有转型期国家中的女性企

业家人数都没有男性企业家多。

在有数据提供的国家，男性创业

的人数通常是女性的两倍。2000

年，捷克共和国境内只有 9%的从

业女性是企业家，而男性这一比

例是 18.8%。匈牙利的情况与此

类似（女性中的比例为 9.6%，男

性中的比例为 18.7%）。罗马尼亚

的情况也一样，尽管该国由于农

业自雇比例较大而导致自雇就业

女性比例较高（女性中的比例为 

17.4%，男性中的比例为 32.6%）。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创业方

面的性别差距甚至更大，这两个国

家女性当中参与创业的比例分别

为 4.1%（男性比例为 10.9%）和

6.5%（男性比例为 15.3%）。上述

比例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则要更

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的创业活

动中，男性和女性之间差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增大了。女性经

营的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中最有

活力的，因此上述模式说明在创造

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的

潜在损失，正如许多发达国家所显

现的那样。在美国，2002 年女性

开办的公司雇用了近 920 万名工

人，与 1997 年相比增长了 30%，

这一增长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倍至 1.5 倍。 

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的女性创业， 

2004年 

 

无论是在参与创业的早期阶段，还是在建立完善的企业所有权之后，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距。

女性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小规模创业领域，主要包括零售和服务领域。 

在《北京行动纲要》中，提高妇女就业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背景下，

促进妇女自雇和创业。然而，旨在支持创业发展的政策往往在性别问题上比较中立。 

经合组织指出，减少妇女在就业和创业方面的市场准入障碍，改善他们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并且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无论对于地方、国家和区域经济而言，还是对于住户而言，都是有

益的（经合组织，2006b）。总之，数据显示在所有类型的国家和经济体中，女性企业家通过为

自己、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为了实现联合国关于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这一全球使命，促进性别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

因素，在考虑所有中小型企业（SME）发展和经济增长政策时纳入性别创业的维度25非常重要。 

4.6.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为了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政策对女性和男性企业家的不同影响，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融资、培

训、创业的监管和法律环境以及企业家的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的准确、可比和可靠的分性别数据，

要清楚知道这些企业家们是谁、他们经营什么业务以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关于创业

的性别统计数据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以下方面： 

 显示女性和男性企业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价值； 

                                                      

25 2007 年 4 月 26 日，日内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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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地理解女性和男性在创业和行业规范制定方面的参与率； 

 更好地理解影响创业的因素； 

 在考虑所有中小型企业（SME）发展和经济增长政策时纳入性别创业维度（例如，税

收和会计等方面的管理负担；解决女性和男性在企业各阶段的融资需求；政策协调与

领导力；促销推广；培训指导；业务支持与信息提供；协会和网络；监管和法律环境；

技术获取与利用；研发与创新）； 

 使主流的政策、研究和项目更具性别敏感性，并且考虑女性和男性企业家在事业起步

和成长阶段的特定需求。 

 监测政府的政策、项目和措施对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对创业中性别影响的具体分析仍处在早期阶段。重要的是要识别出作为基本变量的性别、迁

移状态和企业家年龄。虽然统计数据一般用来衡量过去决策的影响，但是也能帮助分析未来的政

策选择。例如，如果创业统计数据显示在性别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则未来的政策措施在面向女

性或男性时就能够更有针对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4 年）关于妇女创业的研究表明，女性在社会上的整体地位影响

了她们参与创业活动。要想与男性拥有同样的创业机会，她们需要克服一些具体的责任（例如与

家庭有关的责任）。首先，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参与度需要提高。此外，妇女在关于财产所

有权及合同有关的活动方面可能会遇到问题。 

一些国家（加拿大、芬兰等）在其国家政策框架内都相当重视创业指标的开发（经合组织，

2006a）26。目前的数据来源很难有效区分不同的自雇类型。缺乏自雇人员及其经营业务的详细

信息，使得难以瞄准这些最需要支持的群体来制定相应政策。具体来说，非正规的微型企业家中

许多是女性，她们最有可能被排除在旨在扶持自雇和创业的现有政策措施之外。 

4.6.4 数据采集的建议 

过去，企业统计数据基本没有考虑过性别维度。分性别数据的缺乏使得难以全面地了解政策

是如何影响女性和男性的创业行为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于较大型企业特别是公司企业，

很难识别谁是企业家。 

要分析性别在创业中的作用，需要有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数据。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到对企

业家的定义。至今仍然缺乏一个通用的框架来定义企业家。已经生成的统计数据很大程度上是支

离破碎的，缺乏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统计局的一个联合项目（创业指标项目）试图通过制定一个标准

化的定义和概念框架并将其作为可比的创业指标的数据采集基础，来解决上述问题（参见专栏

4.14）。 

 

                                                      

26 http://www.olis.oecd.org/olis/2006doc.nsf/linkTo/STD-CSTAT(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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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4：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创业指标项目设计的概念框架 

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的创

业衡量框架重点关注：1）阻碍或

激励创业的因素（决定性因素）； 

2）提供创业状态指标的测量（创

业绩效）；3）整体经济表现的结

果（影响）（见图，其中还列出了

各个小类）。若将创业看作是多个

层面的现象，则该框架包括一系

列用于测量创业不同方面的指

标。在第一阶段，重点主要是关

于创业绩效的指标，如下所列： 

1. 用人企业的诞生率/退出率

（至少有一名雇员的企业）； 

2. 基于就业/营业额增长的高

成长性企业的比例； 

3. 基于就业/营业额的朝阳企

业比例（年轻的高成长性企

业的比例） 

4. 企业流失率（诞生率减去退

出率得到的净值） 

5. 企业净增长（出生企业数减去

死亡企业数的度量）； 

6. 成立 3 年和 5 年的企业占有

员工的所有企业的比例 

7. 在 3 年和 5 年企业中员工的

百分比 

8. 成立 3 年和 5 年企业的平均

规模； 

9. 成立 3 年和 5 年之后的企业

存活率； 

10. 企业所有权占有率； 

11. 企业所有权人创业率； 

12. 年轻企业的增值份额； 

13. 诞生企业、死亡企业、小型企

业和年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

以及这些企业对生产率增长

的贡献； 

14. 小型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创新

和出口业绩。 

图：创业指标的主题分类 

 

来源：艾哈迈德和霍夫曼（2008年）；经合组织（2008年），图1。 

 

该项目目前正在制作一本手册来讲述如何对创业活动进行测量。所发布的第一份报告提出了

首批关于经合组织国家创业绩效的指标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统计局，2008 年）。不

幸的是，其中仍然缺乏性别维度，没有分性别指标：其关注的重点是企业，而不是企业家。 

使用现有的数据采集很难将创业的概念转换成性别敏感的统计测量指标。因此，有必要将数

据的关注点从企业特征转变为企业管理人员或企业所有人的特征，包括他们的性别。由于创业的

角色可能分散在股东、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身上，因此使得很难确定性别对于创业的影响。

使用这种方法开展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研究是中小型企业人口统计项目27（参见 3.3.4 节中的专栏

3.16）。另一个例子是在欧盟 13个国家中开展的关于企业成功因素的一次性调查（参见专栏4.15）。  

                                                      

27 由欧盟资助，采集关于中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新创企业数据。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欧盟

委员会（2008a）和 http://forum.europa.eu.int/irc/dsis/dosme/info/data/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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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5：关于“企业成功因素”（FOBS）*的分性别数据 

分性别数据可以帮助确定决

定新企业成功和增长的因素，并

且可以显示女性和男性之间在开

创自己企业动机方面的差异、企

业成立第一年期间面临的障碍和

风险、企业当前形势，以及企业 

未来发展计划。下图中的创业动机

（图 1），“避免失业”、“兼顾工作

和私人生活”，以及“孩子年龄”

等对于女性比对男性更重要。 

相比之下，对于男性而言，“摆 

脱不满意的工作状况”（图中的“工

作满意度”）比“兼顾工作和私人

生活”更重要。尽管“孩子年龄”

这一项在女性的 13 项动机中排第

10，但是这一动机排在男性动机的

最后一个。 

图 1：分性别统计创业动机（有数据的国家的均值），单位：% 

 

来源：FOBS 调查，2005 年 

图 2：分性别统计创业难度，单位：% 

 

来源：FOBS 调查，2005 年 

关于创业难度方面（图 2）的

性别差异相当小，但是男性比女

性更常将“未偿付票据”和“寻

找合适人才”视为创业面临的困

难。女性创业者较多提的是“缺

少合伙人”、“寻找办公场地”、“寻

找供应商”和“家人支持”。 

*根据企业人口调查数据采集的概念，此次调查的目标人群被定义

为：在 2002 年成立的企业，正常经营到 2005 年，并且仍然由最初的

企业家或创立者来管理。 

调查从 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1 月由欧盟 13 个成员国（CZ，

DK，EE，FR，IT，LV，LT，LU，AT，PT，SI，SK 和 SE）和两个新加

入国（BG 和 RO）的国家统计机构实施。 

来源：欧盟统计局（2006 年）。 

未偿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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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性和男性企业家最常用的数据采集来源是“住户调查”（通常是劳动力调查）、“企业

调查”以及“企业行政登记”（参见第 3 章对于这些数据来源的详细介绍）。但是，每一个数据

来源在采集信息时都使用不同的分类，并且关注的是创业的不同侧面。所以得到的数据经常无法

进行比较。因此，当使用或比较关于创业的统计数据时，将数据来源和所使用的创业定义考虑进

来非常重要。在所使用的信息来源类型和时间频率（例如，每年一次、每 3 年一次或是一次性

调查）方面达成共识是有价值的。 

为了了解女性创业的动因和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个人、企业和

企业经营环境）（经合组织，2004 年）： 

第一个层面的分析是在个人层面。它关注的是女性从众多职业中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和自雇

作为其职业选择的情况。主要问题涉及到妇女进入和退出自雇的职业选择。 

第二个层面的分析是在企业层面。也就是说，该层面考察女性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后，在事关

自己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相对于男性的表现。 

第三个层面的分析是企业经营环境层面。它关系到对于企业经营环境是如何支持或阻碍女性

企业家发展的理解。 

创业背景下涉及到的领域还包括：政策协调和领导水平、法制环境、宣传女性和男性企业家

和创业榜样、获得贷款和经营场所、企业支持和信息中心、培训指导和社交网络等（史蒂文森和

圣翁奇，2005 年）。下面列出几个在上述领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的例子： 

在政策协调和领导水平方面 

 在政府的中小型企业政策中将女性和男性认定为特定群体吗？ 

 发展中小型企业的战略框架是性别敏感的吗？ 

 妇女商会能够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吗？ 

在宣传女性和男性企业家和创业榜样方面 

 有任何适当的措施对女性企业家成就表示认可吗？ 

 有没有通过媒体报道来激发创业兴趣和促进创业？ 

 有没有女性企业家的创业榜样？ 

在获得贷款和经营场所方面 

 女性有平等机会获得资金和经营场所以启动和发展其业务吗？  

 女性可以作为个人企业家来获得超出小额信贷的资金支持吗？ 

 在农村地区获得资金支持是否存在任何困难？ 

 有没有任何专门针对女性企业家的资金支持项目？ 

在企业支持和信息中心方面 

 是否有女性企业家专用的企业支持系统（政府、中小型企业机构等的女性席位）？ 



 

 

82 

 

 是否有许多女性商业顾问？ 

 妇女获得信息是否容易？ 

在社交网络方面 

 妇女有社交网络活动吗？能够接触到主要的工商业协会吗？ 

 能够很容易地加入妇女商会吗（很方便地、免费地等等）？ 

 商业网络有公开吗？ 

 妇女商会有代表女性企业家游说政府吗？  

 在农村存在妇女协会吗？ 

除了企业家的人口特征，同样重要的是对他们的动机和态度，以及他们创业原因方面的调查

——女性和男性是否有着相似的目标，他们对成功的理解是否有不同，等等。 

4.7 决策 

本节所涵盖的主题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些主题跨度很广，从国家最高职位一直到家庭；

其次，其范围横跨各种机构类型，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家庭；第三，这些主题通常不在

国家统计部门的项目覆盖范围内。不过，这些主题对于评估女性相比于男性的权力和影响力来说

至关重要，并且有些数据（虽然不是所有所需数据）可以通过各种行政资源得到。 

4.7.1 什么是决策 

“决策”被看作是能够做出决定或者影响决定的一种地位。《1995 年北京行动纲领》中着

重指出，妇女平等参与决策对于女性赋权起着关键性作用，并且认为“妇女平等参与决策，不仅

是要求单纯的公平或民主，也可视为使妇女利益得到考虑的一项必要条件”（第 181 段）。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最直接的测量指标，是妇女在政治高层职位中的任职人数。女性担任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吗？国民议会或者部级或副部级职务中女性代表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有女

性代表，她们是在政府的特定领域吗？例如在社会部门、法律部门、司法部门，还是在政治和经

济部门。 

“经济决策者”是指占据决策实体机构职位的那些人，他们积极参与经济政策的审议和制定，

并且代表国家或他们所代表的机构来负责实施这些政策。经济决策关系到当前和今后的经济表现

和资产情况，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但是决策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或经济领域。在例如行政领域、司法机关或媒体等其他领域的关

键职位的决策过程中也都存在性别问题。 

“住户决策者”是指住户成员中在涉及家庭事务（例如家庭成员的营养安排、卫生保健、教

育、投资、共有资源支配、带患病成员去医疗机构看病等）的决策方面起主导地位的那个人。根

据决策领域的不同，住户中的主要决策人也会不同，或者可能出现住户中多人共同行使决策职责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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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决策为什么重要 

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决策一直都是一个女性声音严重不足的关键领域。《世界人权宣言》中

提到：“人人都有参与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利。妇女赋权和独立自主，以及妇女社会、经济和政治

地位的提升，对于实现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管理以及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政治决策中的平等起到一个杠杆功能，没有政治决策平等，要想在政府决策中真正融入性别维度

是根本行不通的”（联合国，2005a）。专栏 4.16 给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妇女在议会代表中比例

的增长趋势。 

 

专栏 4.16：政治决策中女性代表比例增长趋势 

过去十年间妇女代表比例增

长趋势一直稳中有升。 1975 年，

妇女代表的人数在全球各国议会

成员中占 10.9%。十年之后的

1985 年，妇女代表比例仅增加了

1 个百分点，达到平均 12%。1995

年，妇女代表的人数实际上已经

下降到 11.6%。到 2000 年，妇

女 在 议 会 中 的 代 表 人 数 增 至

13.4%。2008 年 1 月，这一比例

创下全球新高，所有议会（包括

参众两院）中妇女代表比例达到

平均 17.7%。这一进程虽然平稳，

但一直进展缓慢。 

北欧国家的女性代表比例最

高，平均一直在 38%以上。2008

年 1 月，这一比例达到了平均

41.4%。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

的女性代表比例最低，2008 年 1

月这一地区包括两院在内的妇女

代表比例平均为 9.0%。虽然这只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但也已

经是七年前的两倍以上。大部分 

 

进展要归功于针对该地区的一些

国家实施不同类型的配额，这些国

家包括吉布提、约旦、伊拉克、摩

洛哥和突尼斯。太平洋岛国的议会

中妇女代表仍然不足。2005 年 10  

月，太平洋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

和新西 兰， 这两个 国家 分 别为

24.7%和 32.2%）妇女代表的比例

平均为 3.2%。 

来源：IPU（2006 年），IPU/UNDAW 发布的《2008 年政治生活中的

女性》 

http://www.ipu.org/english/surveys.htm 

 

关键是要分析国家层面的女性和男性代表分布是否会延伸到或者是否要好于地方政府机构

和公共部门中的情况。 

参与区域内较低层级的政治职位可以为妇女及时进入到更高层级办事部门提供通道。公共部

门的招聘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通常是一样运作的。在有些国家，公共部门为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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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提供主要的就业机会以及进入行政和管理岗位的主要途径。相关指标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国家

级或省、地、市等各级政府部门当选和/或委任职位的份额。 

经济决策历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政治决策也是。过去二十年已经目睹了参与劳动力市

场的女性人数的巨大增长，并且体现在各个领域和几乎所有部门。例如，在最近几年，攻读经济

学硕士并且职业定位于在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中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女性已经大大增加。

不过，在负责策划和制定思路，确定战略，以及实施财政、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机构中，处于

决策层级的妇女代表比例要比男性低很多（参见专栏 4.17）。妇女在经济和金融决策中的有效参

与度不仅非常低，而且在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资源分配、财富创造和交换有关的决策方面一直都

没有考虑性别维度。 

 

专栏 4.17：欧盟经济决策层面的女性代表比例情况*  

负责策划和制定思路，确定战

略，以及实施财政、货币和经济政

策的主要机构中，处于决策层级的

妇女代表比例要比男性低很多。妇

女在经济和金融决策中的有效参与

度不仅很低，而且在宏观经济政策

以及与资源分配、财富创造和交换

有关的决策方面也一直没有考虑性

别维度。作为六个优先行动领域之

一，欧盟委员会关于两性平等的发

展路线图（2006-2010 年）包括了

要促进女性和男性在决策中享有平

等的代表比例。 

2003 年希腊作为欧盟轮值主

席国发起了关于经济决策中女性代

表比例的研究和数据采集，之后意

大利作为轮值主席国继续开展此项

研究。该研究项目的特别意义在于

它定义和推荐了一套性别平等领域 

的合理指标，尤其侧重于 1999 年

和 2003 年欧盟理事会所引进的

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是 1995 年北

京行动纲领的后续成果。该项研究

的一些结果显示了女性和男性之

间 在 经 济 决 策 方 面 的 不 平 等

（2007 年数据）。 

 所有 27 个欧盟成员国的中央

银行都是由男性官员领导的。

女性在央行决策机构成员中

的比例为 16%。 

 在经济部门的部长和副部长

当中，女性比例为 17.7%。

而且欧盟各国之间差异很大

——5 个欧盟成员国女性部

长比例为 30%以上，另有 9

个国家没有一名女性部长。 

 欧洲各工会主席当中，女性

比例是 18.8%。在各工会的

理事机构中，女性代表比例

是 23.3%。 

 国家证券交易所最大公开上

市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总

裁/主席当中，女性所占比例

只有 2.9%。在最高决策机

构的所有成员中间，这一比

例是 10.3%。 

*来源：欧盟（1999 年）和欧盟（2008 年） 

 

影响个人福祉的许多决定都是在家庭或住户范围内做出的。在住户层面的决策当中从性别平

等的角度来考虑资源分配问题，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住户决策中存在性别不

平等情况，则会影响住户中的妇女和儿童的经济福祉。在这种住户中，女性依赖于自己的丈夫，

并且要承担一定的劳动和家庭义务。住户决策对很多抉择都会产生重要后果，包括收入分配、教

育、医疗和营养保健、资源分配、时间分配、商品购买、生育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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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提高妇女地位和福祉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确保他们充分、平等和有效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

生活等各个层面的决策。这种方法在让社会受益于全社会所有成员多样化的经验、才能和能力的

同时，也促进和保护了妇女人权。 

关于女性和男性决策方面可比的和全面的统计数据，对于制定合适的法律法规以消除女性和

男性通往决策和管理职位的障碍，是必不可少的。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个项目，用于采集、分析

和发布有关决策岗位上的女性和男性的数据（参见专栏 4.18）。 

 

专栏 4.18：关于欧盟决策岗位性别平衡方面的统计数据* 

改善决策中有关性别平

衡的统计数据并且监测该领

域的进展，对于解决女性代表

比例偏低的问题至为关键。因

此，欧盟启动了一个项目专门

来采集、分析和发布有关决策

岗位上的女性和男性的统计

数据。在监测决策过程中的性

别平等和女性地位的进展的

同时，目前还提供定期更新的

网络数据库，以帮助及时了解

相关信息。 

该项目范围覆盖以下三大领域

的主要组织机构中的决策岗位： 

 政治领域（政府首脑、部长、

议会成员）； 

 公共部门和司法领域（高级公

务员、高级法官）； 

 社会和经济领域（公司、金融

机构、非政府组织） 

该数据库定义的决策岗位是指

“可以在组织结构或层级结构层面

做出或影响决定的一个有利职位”。

覆盖面局限于三大领域中对欧洲和

各国有重要影响的组织，以及在那些

组织范围内对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

层级或权力部门。 

*来源：欧盟理事会（2005 年）。 

参见：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93&langId=en 

数据库：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64&langId=en 

 

决策方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用在以下方面： 

 赋予女性和男性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 

 提供关于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之间权力和影响力分配的详细统计数据，以确保权力和影

响力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平等分配和行使； 

 协助推行机会平等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女性的情况通常与

男性不同，因此需要在讨论中表达出来并且反映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 

 提供关于排斥女性参与以男性主导的政策领域（诸如军事、警察和法律）、宏观经济政

策和外交事务等的详细统计数据； 

 在诸如议会和立法机关等政治机构中协助发展更多的女性友好环境； 

 适当情况下可以创建或加强机制建设，以监测女性通往决策高层的情况； 

 消除直接或间接歧视男女两性参与的性别障碍。 

有关经济决策者的指标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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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女性和男性的社会条件； 

 了解影响性别平等的因素； 

 提供可量化的信息来倡导性别平等； 

 监测有关政策及其对女性和男性地位的影响； 

 更好地了解公司层面的工作条件，并且在人事政策中采取措施来应对性别差异。以“工

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协调”为名，改善各级职工（其中包括管理人员）的工作条件。 

设计住户层面的决策指标更加复杂，因为指定某人作为住户中的决策者这种做法很少是正式

进行的。相反，它是综合考虑习俗、社会文化态度和性别偏见等多种因素的结果。此外，在住户

范围内进行决策往往会根据所做决策的类型而有不同。例如，住户中的女性成员可能负责决定每

天采购哪些食品并且负责做饭，但是如家庭安居何处这样的决策则主要由男性来做出。 

好的统计数据对于制定合适政策以支持住户层面决策中的性别平衡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有关

住户决策的统计数据可以用于以下几方面： 

 加强旨在消除一切形式妇女歧视的法律制度； 

 在发展过程中将性别视角主流化； 

 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创建一个让女性和男性都能充分行使自己人权的环境； 

 为女性及其家人提供平等获得医疗保健、营养、各层级优质教育、职业和就业、社区

活动等的机会； 

 改变关于住户决策中女性和男性角色的社会态度和社区实践； 

 让妇女能够行使她们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自由，而免于强迫、歧视和暴力。提高

生殖健康服务的质量和可得性，消除获取障碍； 

 鼓励男性在性行为和生殖行为方面承担责任，增加男性对家庭生育计划的参与。 

4.7.4 数据采集的建议 

在国家统计部门的项目中一般不覆盖决策主题。一些数据可以从行政来源得到。在测量政治

参与情况和决策职位获取时要考虑几个指标。很显然，通过提供分性别数据可以传达关于女性获

得政治权力的理念，并且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进行测量： 

 女性和男性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数； 

 参加选举的候选人数； 

 女性和男性在国家最高职位上的人数； 

 女性和男性在议会议员职位上的人数。 

女性和男性参与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投票。所有具有政府国民议会制度的国家都已

经废除了妇女在获得选举权方面的正式限制。然而，实际上的限制仍然存在，并且其对女性的影

响多过男性。测量选民政治参与的标准指标是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选举委员会通常采集关于女

性和男性投票比例的数据，但该数据来源没有提供有关影响女性和男性投票行为差异的信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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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爱尔兰28通过在 2002 年大选后的全国劳动力调查中增加选民参与情况模块，来对这个问题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和男性的投票比例大体相当（女性投票比例为 75.6%，男性为 76.1%）。

然而，他们当中不投票的原因则大不相同，更多男性的理由是“不报幻想”，而更多女性的理由

是“缺乏交通工具”。 

鉴于国民议会中女性代表普遍不足的情况，应当针对没有登记投票的人、登记但是没有投票

的人，以及女性成功当选的可能性较小等方面采集更多的数据。 

2003 年 12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女性参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决策过程的代表比例的有

关决议和指标，这也是联合国北京行动纲领（1995 年）的后续行动。这些指标是系统地记录和

监测政治和宏观经济决策中的性别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基础（参见专栏 4.19）。 

 

专栏 4.19：北京行动纲领之后欧盟理事会开发的指标体系 

权 力 和 决 策 中 的 女 性 *

（1999 年通过） 

1. 女性在成员国的国家/联

邦议会的下院中以及在欧

洲议会中的比例 

2. 女性在成员国的地区议会

中的比例 

3. 女性在成员国的地方议会

中的比例 

4. 促进平衡参与政治选举的

政策 

5. 女性在国家/联邦政府成

员中的比例，以及女性成

员在欧盟委员会中的比例 

6. 在成员国的国家/联邦政府

的不同行动领域（不同组合/

各个部委）中女性和男性高

级/中级部长的人数最高级

别女性公务员的比例 

7. 不同行动领域中最高级别女

性公务员的分布 

8. 成员国最高法院中的女性比

例，以及欧洲法院和一审法

院中的女性比例 

经济决策中的女性和男性**

（2003 年通过） 

女性和男性在下述职位中的比

例和人数： 

1. 央行行长和副行长 

2. 央行决策机构的成员经济部门

的部长和副部长 

3. 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4. 劳工联合会的总理事机构成员 

5. 雇主联合会的会长和副会长 

6. 雇主联合会的总理事机构成员 

7. 国家证券交易所排名前 50 上

市公司的执行董事会董事长 

8. 国家证券交易所排名前 50 上

市公司的执行董事会成员 

*来源：欧洲议会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委员会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parl/femm/womensday/2005

/work5l_en.pdf 

**来源：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对北京行动纲领履行情况的回顾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65&langId=en 

 

 

                                                      

28
 http://www.cso.ie/releasespublications/documents/labour_market/current/qnhsvoterparticipationandabsten 

tion.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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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0：瑞典女性和男性的影响力和权力* 

在性别统计小册子《瑞典的女

性和男性：事实与数据（2008）》

中包括有下述统计事项，其中每一

项都给出了女性和男性的人数和比

例。 

经济决策： 

 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人数，

2008 年 

 最大 50 家企业领导的性别分

布（董事会成员：主席，管理

层：董事总经理），2008 年 

 民选官员和工会成员人数，

1973 年、1985 年和 2008 年 

 私营和公共部门中的经理人

数和雇员总人数，2006 年 

 按行业区分的管理人员人数，

2006 年（私营部门，公共部

门：政府、市府、县议会） 

 上市公司中的董事会主席和

总经理人数，2006-2007 年 

 瑞典工业：董事会和年度大

会，2006-2009 年 

 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数、董

事 会 成 员 及 董 事 总 经 理 ，

2008 年 

政治决策： 

国家层面： 

 议 会 的 组 成 人 数 ，

1919-2006 年议会当选人

员 分 年 龄 人 数 ， 1994 、

1998、2002、2006 年 

 议会当选人员分党派人数，

2006 年 

 在大选中获提名并且当选的

候选人分出生国别的人数 

 党主席人数 

 议会委员会委员分工作领域

人数，1973、1985 和 2008

年 

 政府部门高级官员的人数，

1973、1985、1998 和 2008

年（部长、国务秘书、最高

行政人员） 

 委员会组成人数（主席、委

员、专家、秘书及其他人），

1981、1990 和 2007 年 

区域层面： 

 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

普通成员人数，2006 年（县

劳动局、警察局是 2006 年

的数据） 

 董事会和主席当中女性和男

性所占比例，1988-2004 年 

 地区政府机关分工作领域的

人数，2004 年 

市级或地方层面： 

 大城市中按组织机构分的

关键决策职位，2007 年（市

议会、市政执行委员会、管

理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县议会中按组织机构分的

关键决策职位，2007 年 

 大城市中按管理委员会分

的关键决策职位，2007 年

（健康/保健/社会服务、儿

童/青少年/教育、文化/休

闲/旅游、工程/环境/交通/

房地产） 

 县议会中按管理委员会分

的关键决策职位，2007 年 

 县议会的工会委员会按管

理委员会分的关键决策职

位，2007 年 

 大城市/县议会中按职位分

的关键决策职位，2007 年

（主席、副主席、委员、候

补委员） 

还包括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

的女性和男性人数（1973-2006

年），根据不同法院类型分的法官

（2007 年），以及部队中的女性

和男性（2007 年）。 

*来源：瑞典统计局，《瑞典的女性和男性：事实与数据 2008》（斯德

哥尔摩，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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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统计小册子《瑞典的女性和男性：事实与数据（2008）》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使用

了大量与女性和男性的权利和影响力有关的指标。只有使用这种基础广泛的统计数据，才能回答

本节开头所提出的关于女性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角色发挥程度及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参见专栏

4.20）。 

住户层面的决策 

设计住户层面的决策指标更加复杂，因为决策人的指定很少是正式进行的，而且会根据所做

决策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户主一般被识别为住户参考人，以方便研究住户的结构。有时户主的概念被看作是决策的一

个指标，但是应该避免这样一种情况：户主可能并不反映真正的决策轨迹，因而产生误导。 

户主概念流行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许多人将其视为决策的一个指标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

提供给访问员或被访者的调查指南中提到户主是被住户中其他成员认为是领头的那个人，其含义

是说这个人在住户中最有权威——从而想必也有着最大的决策权。一种替代性做法是不指定户

主，而是使用一系列问题来更加明确和直接地询问户主概念中容易混淆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南

非，一些调查会询问住户中哪位成员通常挣钱最多，而不是直接询问户主是谁（Budlender，2002

年）。（户主问题得到保留是因为不愿意舍弃旧有的习惯做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进行比较发

现，挣钱最多的男性比挣钱最多的女性更可能被称为户主。因此，在 2001 年的劳动力调查中，

男性作为主要挣钱人当中只有 7%不是户主，而女性作为主要挣钱人当中不是户主的比例为 21%。

除了这种性别偏差以外，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户主为男性的住户中，主要的挣钱人是户主

以外的其他男性；另一种是在户主为女性的住户中，主要的挣钱人是户主以外的其他女性。 

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单独询问的其他方面的控制力（领导地位），包括对住宅的控制。因此，

可以询问住宅的所有权或者租赁权是以谁的名字注册的。从性别视角来看，这方面的重要性在于，

在女性因为家庭虐待而想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如果她有住宅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的话，则她要

这么做就容易很多。更好的做法是可以尝试更为直接地询问决策方面的事情。 

在进行这种询问时，问题中需要指明决策类型，例如食物购买、居住地点或有关孩子教育的

决策等。在人口和健康调查的女性问卷中，标准核心模块包括以下五个问题： 

 通常由谁来决定如何使用你丈夫/伴侣所挣的收入：你，你的丈夫/伴侣，或者你和你

的丈夫/伴侣共同决定？ 

 通常由谁来决定您的医疗保健：你，你的丈夫/伴侣，你和你的丈夫/伴侣共同决定，

或者是其他人决定？ 

 通常由谁来决定主要的家庭采购？  

 通常由谁来决定购买日常家用物品？ 

 通常由谁来决定拜访您的家人或亲戚？ 

此外，用于人口和健康调查中的标准女性地位模块还包括如下问题： 

 是谁选择女性的当前/最后一任丈夫/伴侣？ 

 为女性选择丈夫时是否询问该女性是否想和他结婚/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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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问题谁说了算：（a）女性是否应该工作挣钱；（b）是否使用避孕措施；（c）关于

小孩教育的决定；（d）如果孩子生病了应该做什么；（e）如何对孩子进行管教；以及

（f）是否再要一个孩子？ 

 女性是否有任何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如果住户中有不止一个人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那么结果得到的统计数据就有可能更加可靠，

因为就决策的真实轨迹具体在哪儿会有不同看法。在某个特定的住户中，夫妇与诸如孩子、父母、

兄弟姐妹或其他成员之间也可能存在不同看法。 

人口和健康调查中的女性地位模块还询问女性对下述观点的认可程度。 

 家庭中的重要决定应当只由家庭中的男性去做； 

 已婚女性若想参加家庭之外的工作，应当允许其参加家庭之外的工作； 

 妻子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她的意见和她丈夫的意见不一致。 

有关住户决策过程的问题，最近的例子来自于代际和性别项目29。这是一项正在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国家开展的固定样本调查，调查对象为 18-79 岁人口，数据在全国层面有代表性。

该调查包括如下一系列关于权力和决策的问题： 

针对您住户中的下述问题，由谁做出决定？ 

 住户中的日常采购 

 住户中偶尔的大件采购 

 您花在有酬工作上的时间 

 您伴侣/配偶花在有酬工作上的时间 

 抚养小孩的方式 

 社会生活和闲暇活动 

被访者指出是否总是或通常是被访者或者被访者的伴侣来决定、是否是共同承担职责、或者

是住户中的其他人或不在该住户居住的其他人来对上述每一类问题做出决定。 

在代际和性别调查中所包括的与决策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涉及收入的管理。向被访者出示一张

列出事项明细的卡片，并且询问下述哪一项最能反映实际情况： 

您和您的伴侣/配偶如何管理住户收入？ 

 我管理所有的钱，给我的伴侣/配偶一部分零用钱 

 我的伴侣/配偶管理所有的钱，给我一部分零用钱 

 我们将所有资金汇集到一起，每个人取用自己的零花钱 

 我们各自管理自己的钱 

                                                      

29 http://www.unece.org/pau/g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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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农业 

4.8.1 农业是什么 

农业在历史上一直并且今后仍将继续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人口提供生计来

源。因此，大多数国家的统计系统都编撰、汇总和发布大量关于农业生产、价格和市场，以及农

业部门结构的统计信息。不过，许多国家都需要更多关于农业从业人员生活状况的数据。这些领

域包括与农业劳动力、农场所有权和继承权，教育和 IT 培训的持续提供，以及进入城市地区获

取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所需的农村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的提供等有关的女性和男性状况的数据。 

关于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准确的分性别数据的生产和使用是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关键步

骤，对于真正做到性别主流化非常重要，也是对在规划过程中长期无视农村妇女作用做法的有力

反击。农业统计数据覆盖商业性农业（生产主要用于出售）和自给自足农业。在较为发达的国家，

在调查中经常使用与耕作面积大小有关的一些阈值来排除掉规模很小的农场，这些农场对农业生

产的贡献份额很小。不过，鉴于这些农场的劳动力投入以及它们对农村社会的贡献，需要将它们

包括在农业普查中。 

在许多农业在全国 GDP 中份额很小的国家中，农业有时候是与林业、食品和环境等相关领

域合并计算的。本手册的目的只是重点关注农业，特别是关注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有关的问题。 

4.8.2 农业为什么重要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农业对于供养广大农村人口通常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农业工作和资源的

可得性，以及家庭饲养牲畜和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等，对于这些人口的福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

素。 

在经济较发达国家，虽然较少依赖农业，但是往往耕种方式更加多样。许多统计部门都曾尝

试通过收集有关农业劳动力性别和年龄以及各种劳动力类型的数据来提高农业劳动力统计数据

的可用性。例如，劳动者的类型覆盖：家庭与非家庭劳动力，有酬与无酬的劳动力，长期、季节

性和临时劳动力，以及劳动力支持群体。这些数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关于农业部门中劳动关系的

总体情况，特别是女性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而不论她们能否获得生产资源。而且，这些信息对

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规划来说至关重要。 

在欧洲地区，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导致农业人口的逐渐减少（和老龄化）以及农场可供养的

就业人口前景的逐渐萎缩，从而促使政策制定者更加重视农业统计数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使用。

在欧盟内部和整个欧洲地区，与社会有关的农业统计信息对于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制定正变得越来

越重要。例如，希尔（2002 年）指出： 

 

涉农政策需要有关于农产品和生产农产品的农场等信息。了解家庭农场的行为是许多问题的核心，并

且随着目标的演化和大家逐渐认识到农户的多种作用，其重要性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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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农村性别问题的总结，确定了许多与性别有关的农村特征和问

题，应当引起农业和农村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员的关注： 

人口问题（性别和年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 

 总人口中大多数通常都是农村人口 

 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尤其是年轻人）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农村经济问题（性别结构及其动态变化） 

 农村失业状况 

 交通 

 低于平均农业收入 

 农村贫困维度 

农业特征 

 农业重要性下降 

 二元农场结构 

 自给自足的种植业经济 

 分散持有的结构 

 土地所有权问题 

 缺乏投资资金 

 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显示不出来 

性别问题 - 欧洲农村 

 农业女性化 

 在获得生产资源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 

 在从事非农就业机会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 

 能力建设 

 社会参与、政治地位 

 生活质量、家庭暴力 

农村妇女 

 在黑色或灰色劳动力市场上工作 

 在农村地区的自我雇佣 

 转型国家中的女性农场主 

 农村/农耕妇女对资源的获取 

 土地权利/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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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地区的家庭暴力 

 贩卖人口（农村） 

 妇女在决策中的代表权；农场/农业组织 

4.8.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无论是在土地、水、设备、投入、信息还是信贷等方面，都需要更多有关这些生产资源的所

有权、获取和控制方面的分性别数据，以便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住户内部的决策过程。这对于农

业干预和减贫战略的规划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在布基纳法索开展的 2001/2002 年度农业调查

期间收集的数据表明，男性农民平均比女性农民管理和耕种更多的土地，并且持有土地的比例更

大。这可能是由于在获取和控制土地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结果。如果需要完全理解这种差异，就

需要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详细统计资料。 

针对不同的统计测量，农业对经济和社会的相对重要性也显著不同。农业总增加值（GVA）

占到 2005 年欧盟 25 国总增加值（GVA）的 1.9%，相比 1995 年的 2.8%有所下降（欧盟统计

局，2007a）。农产品相比高科技产品增加值相对较低。不过，使用例如年度工作单位等测量值

通常会使农业在欧盟层面占到更大比例，而使用农业从业人数（包括兼职和自给自足的人员）会

进一步增加农业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使用诸如用于种植业的土地在总土地中的份额等概念，可

以显示出农业对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来说是何等重要。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需要对农业

采取多维视角，不仅要看其对经济的影响，而且还要看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例如，2004 年不丹和尼泊尔等国家有超过 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并且从事农业的人

口比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更多（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 年）。另一个极端案例是，许多欧盟

国家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 5%。在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农村和农业人口30的

相对比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要注意农业从业人员的判别标准，是根据其主要的职业进行判

别还是根据在该年份中是否从事过任何农业工作来进行判定。总体而言，就 2004 年的世界水平

来说，40.8%的人口从事着农业工作，农业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为 79.5%。 

4.8.4 数据采集的建议 

将性别问题纳入农业普查的目标中去，对于确保分性别农业数据的生产来说至关重要。它决

定了所用的统计方法和工具的性别意识角度，并且决定着这些数据的分析、展现和发布。性别问

题如果在普查目标中没有特别提到的话，往往容易被忽略或忽视。 

特别是当普查重点关注用于贸易的农业活动而非公社制或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时（即关注大

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而忽略小规模单位），以及当普查排除了城镇周边和城镇中的农业活动时，

                                                      

30“农业人口”被定义为其生计来源依赖于农业、牧业、渔业和林业的所有人员，包括所有农业经济活动

人口以及他们赡养的人口。因此这里所指的人口不一定仅仅是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是指居住在非城市地区

的人口。参见世界粮农组织关于这些术语的定义：http://faostat.fao.org/site/379/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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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性地低估女性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性农民往往会更积极

地参与小规模的自给自足农业和城镇周边的农业活动。 

由于在标准统计概念和定义的应用方式上存在的性别偏差，有时农业普查难以准确捕捉农业

部门中目前存在的性别交互、差异和不平等。通常这种偏差可以通过改善标准概念的使用而得到

减少，具体办法包括更好地培训访问员和督导员、引起他们对农业部门中性别问题的重视、特别

是在访问过程中注意性别问题。开展普查宣传和培训时，可以强调将男性和女性在农业部门的工

作情况都纳入报告内容，以及要求住户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住户成员针对住户户主或住户

参考人的回答内容提供补充信息的重要性。 

可能的话，应该让具备性别分析和统计分析两方面经验的国家性别咨询顾问与普查团队一起

从事下述各项工作活动，包括： 

 需要提供分性别数据 

 为访问员培训准备性别统计部分 

 检查问卷、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性别偏差 

 促进统计人员和性别规划人员之间的交流 

 准备出版物目录简介 

 检查最终出版物和发布计划 

为了全面了解按照规模划分的不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类型，或者分析其规模与其他变量如农

业生产经营单位收入或工作的相关性，需要覆盖所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数据，甚至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况下，没有土地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都可

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对于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或者依赖新的高

产技术、土地较少的农场情况。此外，许多妇女可能在没有土地或只有小面积土地的情况下进行

农业生产，饲养牲畜或家禽，或者种植蔬菜等。在城镇地区也可以找到这种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类

型。这些问题可能需要通过补充调查来进行了解。 

农业普查和抽样调查是分性别农业数据的两个最重要来源。农业普查最适合采集结构化数据

（诸如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面积、土地使用、牲畜数量、机械使用和农场劳动力投入），而不是

绩效数据（诸如价格、生产、农场成本和农场收入）。绩效数据最好可以通过经常性的抽样调查

来采集。因此，农业普查可能不会生成所有所需的分性别农业数据，更多深入细致的数据可以从

专题农业调查中获得。因此，针对 2010 年一轮的农业普查的世界规划鼓励各国将此类抽样调查

规划为农业普查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 2010 年农业普查全球规划中已经认识到了农业生产经营者概念的复杂性，并且已经对农

业生产经营者定义进行修订。新的定义允许将一群人视为经营者。 

重要的定义 

与其他统计领域一样，使用标准的定义来确保可比性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粮农组织，2005

年）。 

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被定义为在农业生产经营上进行有关资源使用的主要决策和进行管理

控制的某个人和某一组人。2010 年农业普查全球规划所提出的这一定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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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人视为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从而对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的性别构成产生一定影响。  

在 2010 年轮农业普查全球规划中还引入了次级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次级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概念，以便更好地理解所选住户成员，尤其是女性住户成员在经营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

这些概念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农业实践来进行研究和测试。 

次级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被定义为由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所在住户中的特定个人或一组人代

表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来管理的单个农业活动或一组农业活动。次级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是代表

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来负责管理次级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一个人或一组人。次级农业生产经营负

责人不一定是所使用的生产资源的正式所有者。要识别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的每一个次级农业生

产经营单位和次级农业生产经营负责人，需要回答一系列有关于普查参考年期间在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管理和运营中每一个住户成员的角色的问题。 

可以使用诸如经营者和管理者等概念来区分农场所有权和农场管理权。同样，诸如人数和年

度工作单位等概念也可用于确定农业中发生的兼职和临时用工程度。通常农民可能还有除农耕之

外的其他职业，在例如劳动力调查等更为一般性的调查中，农民的主要职业可以是诸如教书或农

场旅游活动等非农职业。 

专栏 4.21 中是爱尔兰农业调查中用于采集农业劳动力信息的例子。 

 

专栏 4.21：爱尔兰的农业调查 

下面是欧盟理事会条例所规

定的种植业年度调查中的邮寄农

场问卷*填写部分的例子。该问卷

收集爱尔兰农业劳动力的有关信

息。其中第 1 行收集农场主信息，

第 2 行收集配偶信息，第 3-6 行

收集其他家庭劳动成员的信息，

第 7-12 行收集非家庭劳动力的

信息。问卷中关于劳动力的问题

不多，但是要记住这是来自欧盟

国家的例子。在诸如发展中国家

等农业对经济和社会极具重要性

的国家，基于访谈的调查需要对

这些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考察。 

 

*参见

http://www.cso.ie/surveysandmethodologies/surveyforms/ag_f

orm_surveyju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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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获取资产 

4.9.1 什么是资产 

资产被定义为可以通过采购、开发、置换、改造和代际转移而获得的财力、人力、自然或社

会资源的存量（福特基金会，2004 年，第 9 页）。 

资产可以是有形的，例如土地、住房、金融资本、工具、机械、珠宝首饰，也可以是无形的，

例如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产（智力的、生理的）、社会资本（信息、社会经济网络及延伸）。

由于无形资产可能不那么容易进行概念化和测量，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只着眼于有形的经济资产，

无论是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 

 实物资产包括房屋、土地、牲畜、企业、设备、工具和耐用消费品； 

 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各种应收款、股票、债券、信托、保险、私人和公共养老金。 

获取的不仅仅包括所有权和合法权益，而且也包括个人对当前或未来资产的权利要求的控制。

资产获取的合法性是性别视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合法性是指由法律规范了资产在住户内部

（针对离婚的情况则是丈夫和妻子）、在家庭和家庭成员内部（继承）、或者一般在社区或国家内

部（对公共土地的权利、配偶的退休金）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移、拥有和/或控制。 

经济资产有三种主要功能，它们分别是： 

1. 消费手段（享受）。在这方面，拥有有形商品在时间推移中获得使用和消费的享受（例如，

像冰箱或电视机等耐用商品） 

2. 安全网（所有和控制）。在这方面，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女性和男性拥有和控制什么样的

资源（例如，保险、银行账户等金融资产，或者房屋、土地或珠宝等实物资产） 

3. 收入来源（控制和动员）。在这方面，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女性能否动用她们自己的资源

来产生收入（利润、利息或租金）、获取更多资源，以及资产保值（例如，牲畜、圈栏、

车辆、机械、工具，还有现金）。 

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取资产（阿加瓦尔，1994 年）。直接方式，就是个人名下

拥有资产，或者是得到法律和社会认可的并且可由诸如村一级机构或国家等外部权力机构执行的

资产所有权。个人婚前储蓄资产就是直接归个人所有的资产例子。间接方式，就是个人可以控制

但不归个人独有的、可能属于住户层面或社区层面的资产。 

以上两种情况下的控制问题是很重要的，且有两个维度： 

 就资产处置做出决定的能力，包括出售、抵押、遗赠或赠与等方式。 

 就资产使用做出决定的能力，包括租赁或自营，以及可能的产品出售或退货。 

即使女性对资产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她们可能也缺乏对资产的控制权。女性可能面临阻止

她们从中实现收益的障碍。长期来看，她们可能被排除在影响住户内部动态以及住户和个人生产

能力的决策之外（住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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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为什么资产非常重要 

经济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分散风险，并且可以在保护妇女避免陷入贫困、经济不安全以

及面对冲击的脆弱性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对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个人和住户提供直接和间

接的利益，包括安全居所、谋生手段、应急保护，以及用于投资或消费的信贷提供等。 

实证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获取资产和生产性资源方面存在不平等：男性通常排他性地对

大多数住户资产具有实名拥有或社会认可的权利要求，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特别是在当资产

由于结婚、继承或离婚等情况而在家庭内部进行转让时存在性别不平等，这时女性面临着歧视。

女性可能会受歧视性的物权法、家庭法、继承法以及文化习俗等的影响。这种性别不平等会将她

们排斥在经济和社会的参与之外。 

在东欧和中亚，法律体系不会公开歧视女性，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在离婚或继承方面。不过，

即使成文法和习惯法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平等的资产获取机会，女性也可能面临其他类型的障碍。 

对该地区女性影响最大的法律权利是有关住户内部问题的那些法律权利，主要是当由于离婚

而发生家庭结构改变时，当配偶丧失工作能力或遭遗弃时，当配偶或父母去世时，以及当生育子

女时，女性能够获取住户资产的权利。有利于男性的强烈偏见也存在于合法继承权和社会保障以

及孤寡养老金等方面。 

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同时

对于社会中的资产再分配和筹资水平，以及社会福利的减少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良影响。例如，

根据专家估计，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妇女仅获得 5-7%的私有化资产；在摩尔多瓦

该比例只有 1%。 

尽管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将获得银行服务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价格和非价格的壁垒

（特别是物质壁垒、购买能力和获取资格）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大部分人口获取和使

用正规银行服务。一般情况下，这些壁垒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是一样的。不过，女性由于缺少财

富或财产所有权而可能面临信贷的性别障碍，从而导致她们无法获得大多数贷款。此外，由于女

性创办的企业往往集中在非正式或低增长的行业（例如农业、手工业、小额零售业等），因此她

们不容易吸引到投资。 

事实上，能够调动资产进行创收的女性更有可能在非正规部门工作。这些企业资产在那些其

重要性往往被国家统计数据所忽视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有效地为新进入的微

型企业提供重要的环境基础。那些能调动经济资产的女性不太可能是创造和分享市场和商业信息

的主流企业协会和网络的成员。 

女性往往不仅缺乏对经济资产的获取和控制，而且缺乏在住户内部的决策权力和权威。这两

个维度是相连的——例如，对资产的较高控制权可能会给女性在住户内以较高的讨价还价的能

力。还须牢记，例如在危机时刻，当使用实物资产时，女性消耗自己资产的速度比男性更快，二

者对潜在盈利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如专栏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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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2：实证研究显示在危机期间穷人之间资产消耗的性别模式 

2005 年一项针对孟买的低收

入已婚夫妇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

在危机期间往往以比男性更快的速

度（26%）消耗自己的资产，并且

以比男性更快的速度（64%）消耗

共同拥有的资产。 

而且，如果所挣收入用于住户

开支的话，则消耗的速度会显著增

加，据显示女性往往以比男性更快

的速度（28%）消耗共同拥有的

资产，并且以比男性更快的速度

（38%）消耗个人拥有的资产。 

最后，研究表明，相比于男

性，资产消耗方面的不同性别模

式会不成比例地影响女性的收

入，从而保持或增加了女性的脆

弱性，使她们在获得小额贷款计

划方面存在风险和不稳定。 

来源：Antonopoulos 和 Floro（2005 年） 

 

专栏 4.23：关于性别和经济资产的关键问题 

资产不平等和财产权利： 

 财产权利的不平等和社会规

范从根本上决定了获取资产

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差距。男

性和女性之间关于婚姻制

度、继承法，以及习俗和社

会规范方面的差距加剧了不

平等。 

 对“住户财富”的分析忽略

了主导个人财产权利的根本

体制问题。分性别信息对于

改革那些支撑社会体制的关

键性法律非常重要，其中包

括离婚、继承，以及更广泛

的家庭法。 

减贫： 

 资产不平等与市场失灵相伴

生，会导致那些拥有资产的

人们和那些不拥有资产的人

们之间存在生产力差异，从

而造成贫困和不平等的陷

阱。 

 来自巴西、科特迪瓦和孟

加拉国等不同国家的证据

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

使用自己的收入来提高自

己孩子的营养、健康医疗

和教育，从而为下一代提

供各种机会，对减贫起到

积极作用。 

妇女应对各种冲击的脆弱性： 

 对资产没有所有权、控制

权和决策权，会导致女性

的经济脆弱性更大，尤其

是在离婚或丈夫去世的情

况下。 

 女性往往面临更大的市场

（付费）或政策（养老金）

歧视。此外，养老金也反

映了市场歧视，而且付费

歧视一定程度上也是政策

的结果，或者是因为缺乏

好的政策。因此，女性更

容易受到社区内部以及住

户内部的经济冲击（不可

预知的事件）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创业： 

 性别偏见限制了一半社

会的经济潜力：包括全球

盛行的在获得资产方面

的性别不平等，容易降低

劳动力的生产率以及住

户和经济中的劳动分配

效率，从而加剧资源分配

的不均。 

 不仅在社区范围内，而且

在住户范围内，女性都可

能无法从男性所拥有和

控制的资产中受益。例

如，缺乏社会和经济关系

网络，可能导致歧视性的

做法和障碍 

 女性对许多生产资源控

制较弱的问题还将继续

系统性存在，并且在大多

数发展中地区，女性经营

的企业往往是资本不足，

比男性经营的企业更难

获得实物资产、延伸信息

和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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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对货币收入进行储蓄是当前积累个人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存在资产获取和

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女性的低工资、女性作为育儿的主要角色，以及女性在

非正规部门中的较高就业比，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女性积累个人储蓄的能力。 

专栏 4.23 中总结了有关性别和经济资产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因此，性别不平等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不平等彼此加强、相互叠加的结果。基于性别

的禀赋差异可能来自市场失灵（劳动力、信贷、保险），以及来自政治和体制方面的性别歧视（继

承、离婚）。 

文化、监管和法律壁垒可能阻碍女性获取一系列重要的金融和非金融资源。这些不平等的影

响，造成女性获取财产权、财富和教育的机会较少，并且限制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以

及家庭之外的活动圈。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影响住户决策和处理如育儿、离婚、丧偶、疾病和

养老等改变生活的事件的能力，从而增加了她们的脆弱性。 

4.9.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由于在获得经济资产方面存在这些不平等和偏见，因此有必要获取个人层面的数据，以便能

够充分了解特别是在政策变化或突发事件改变了正常生活轨道的情况下，资产累积或消耗是如何

对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影响的。这些数据对于诸如土地再分配计划或那些促进家庭所有制的计划

等与资产有关的具体计划,对于提高与减贫、社会保障、女性赋权（千年发展目标 3）等有关的

政策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促进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有助于政策制

定者评估这种促进性别平等的国际目标目前的实现程度。 

很少有调查在个人层次上收集有关资产的数据，以允许进行资产所有权和贫富差距方面的性

别维度分析，并且这些调查通常只关注有限的几种资产，而不是全方位的物质和金融资产。而且，

很少有研究考察经济资产是单独拥有的还是共同拥有的、资产是如何获得的、当前资产价值多少，

以及个人控制每一种类型的资产的权利、期限和水平。 

目前有限的资料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相比于男性，女性具有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和

/或控制权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参见专栏 4.24），并且女性可能无法从男性所持资产中获得好处，

即使他们居住在同一住户中。  



 

 

100 

 

 

专栏 4.24：关于性别与资产所有权的数据 

住房 

 根据 2004 年西孟加拉的一项调查，

450 名被调查妇女中有 35%左右拥

有土地产权。其中，近 47%仅拥有

房屋，36%仅拥有土地，两者都拥

有的占 9%。 

 根据 2001 年尼加拉瓜的一项调查，

44%的住宅归女性所有，50%的住

宅归男性所有，另有 6%的住宅由夫

妻双方共同持有。 

 根据 2003 年巴拿马的一项调查，

42%的住宅归女性所有（1997 年为

31% ）， 42% 的 住 宅 归 男 性所 有

（1997 年为 58%），16%的住宅挂

在夫妻两人共同名下（1997 年为

11%）。 

土地所有权 

 根据 2000 年初在拉丁美洲进行的

各国农村住户调查，女性土地所有

人的比例为 11%（巴西）至 27%（巴

拉圭）。 

 根据 2001 年巴基斯坦的

住户调查，女性只拥有不

到 3%的地块，尽管 67%

的抽中村庄报告说女性拥

有继承土地的权利。 

 根据 2001 年尼泊尔的人

口普查，只有约 11%的妇

女拥有土地。其中，约

90%的妇女拥有的土地不

到 1 亩。 

牲畜所有权 

 在尼加拉瓜，37%的牲畜

所有者是妇女，23%是男

性，由住户共同拥有的比

例是 40%。不过，男性拥

有牛、马、驴的情况最多，

而女性则主要拥有生猪和

家禽。 

企业资产 

 在加纳，尽管女性比男性

更可能拥有企业资产，但

是男性所拥有的企业资产

的平均价值远高于女性所

拥有的企业资产。 

 尼加拉瓜最近的数据显

示，女性拥有家族企业的

可能性（49%）高于男性

（37%）；而在巴拿马，则

是男性拥有家族企业的可

能 性 （ 59% ） 高 于 女 性

（30%）。在这两个国家，

许多家族企业为夫妻共同

拥有（尼加拉瓜为 14%，

巴拿马为 11%）。 

其他有形资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

食品政策研究所/加纳发

展研究大学（2001 年）在

加纳开展的联合调查分析

显示，男性拥有自行车、

汽车或摩托车以及独木舟

和犁的可能性远大于女性

（ 72% 的 男 性 拥 有 自 行

车，而女性这一比例仅为

0.7%）。相比之下，女性更

可能拥有碗和金属容器。 

 

缺乏官方分性别数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少有住户调查在个人层次上收集有关资产所有权

的数据（更不用说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差别）。资产数据是定期收集的，但是通常仅限于住户

层面，并且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调查收集有关土地、房屋、牲畜和其他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和/

或控制权的个人信息。如果没有这种数据，对于女性所拥有的资产、她们如何获得这些资产、以

及她们如何使用这些资产来影响事关自己和他人福祉的决策等方面，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只能

得到一个不充分的了解。 

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性别不平等对家庭是有影响的。模型假定决定是

由一个人（户主）作出的，没有为配偶们持有不同选择留出任何余地。这种观点的后果之一是认

为对住户进行征税不会影响住户内的资源分配。经济学家现在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计量经济学

方面的研究表明，女性相对价值的提升以及后备选择（比如在离婚的情况下）的改善，会对消费

模式产生影响，如专栏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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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5：性别公平如何在住户层面上产生影响的例子 

 在巴西，当女性手中有了额外的非劳动收入后，孩子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在英国，当立法保障孩子抚养费直接归母亲支配后，孩子衣着方面的支出呈上升趋势。 

 在孟加拉国和南非，女性为婚姻投入的资产越多，孩子教育方面的住户支出就越多。 

来源：世界银行（2007 年） 

 

由于政府政策、社会规范、家庭内部安排以及市场决定了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和资产积累，

因此这些不同机构和做法中的性别偏见限制了女性获取和保持经济资产的能力。但是在某项调查

或数据集中，一般很难发现这些不公平的证据，而且它们一般也不是彼此独立的。通过努力揭示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解释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实质和影响。即使在对直接不平等

的观察中统计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有关违反法律约束或有关法律上不平等的统计信息是非

常有用的。 

4.9.4 数据采集的建议 

数据采集为什么难做？ 

与其他主题相比，性别和经济资产的获取是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只有少数研究涉及这一特

定问题并且已经引入了模块或具体的调查，但是针对这一领域的数据采集，目前还没有相关标准

或者具体的建议。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目前所存在的有关经济资产和财富的数据通常是在住户层面而非个人

层面上进行采集的，这意味着很难进行个人资产所有权的界定。例如，当对不同住户类型进行比

较时，将只有一名成人的住户与有着多名成人的住户进行比较是有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从以

往几项研究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下面就这几项研究进行介绍和讨论。 

一般情况下，“获取”和“资产”的定义与界定对于数据采集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例如，为

结婚所投入的、在婚姻期间所获得的，以及可能情况下在离婚后所分割的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控

制权，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有着联邦法律体系或习惯法的国家内部都有着不同的规定。出于这个

原因，为了设计一个合适的调查问卷，就必须要了解法律环境（例如，个人能否自主选择婚姻，

或者离婚会带来什么后果）。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数据采集的时间和频率的选择（假定不同资产在时间方面有差异）：例如，

有些资产的积累和转移可能比其他资产费时更长；有些资产可能比其他资产持续时间更长，或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有多种使用方式，并且所有这些差异和模式都可能与性别有关。例如，最近

的关于阿富汗的研究表明，男性拥有大型动物（牛、马）的可能性更大，而女性则可能拥有生命

周期较短的鸟类，她们对这些动物拥有控制权，但是对这些动物的利润产出没有控制权。 

最后，女性也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各人在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和获得资源的方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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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很大不同。获取经济资产的时机、构成和方法等，与歧视性做法一起反映出这些差别，并且

可能有着根本性的跨文化差别。因此，将针对女性的歧视性做法与个人在资产的积累、消耗或转

让上的模式差异区分开，是有关资产获取的数据采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存在上述所有这些

差异，因此经济资产获取的时机和对资产的控制都是要采集的非常有用的数据，因为这些对于女

性的议价能力非常重要，决定了她们在面临经济震荡、婚姻状况改变或者可能会影响资产的政策

发生改变时的脆弱性。 

哪一种类型的调查是最好的？ 

由于这是一个多维的研究领域，因此在性别和资产获取方面没有最优的数据采集方法。 

影响调查设计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区域背景。例如，如果重点关注农村地区而不是城镇地区的

话，则关于金融资产获取的详尽调查就会有些不同。此外，它还取决于是否专注于新政策或经济

改革（私有化、福利改革、土地再分配）的影响。 

调查设计还取决于调查的基本出发点。在这方面，有必要回答一些初步问题：我们到底想要

知道什么？制度背景是什么？有哪些性别问题：女性的脆弱性及其对贫困的感知？女性在住户内

部的议价能力？资产积累和减贫？经济增长？女性自谋职业和获取企业资产？ 

一旦明确了调查的基本出发点，就可以决定是否要引入关于资产获取的专项调查，从而可以

采集关于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全套个人信息，或者只是在现行的调查中增加一个关于资产的小

模块。 

专项调查 

专项调查的优势是可以使用包括一整套金融资产（包括为融资目的而作为抵押品的资产获取

—贷款的安全性—或者养老金）和一整套实物资产（包括获取车辆或珠宝作为安全网等）在内

的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性别数据和详细问题，来对资产的获取和分配进行解读。然而，这种

数据采集可能会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人们可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资产价值，而且采集个人层面的资产数据不是一个简单的

任务：有时候需要进行假设并且需要补充信息来进行合适的解释，例如关于住户资产

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 

 关于实物资产（可能还没有确定实际的价值）的分性别数据可能难以进行采集：通常

实物资产都在住户层面共享，实物资产的获取也可能不限于某个人。  

 由于资产存在时间维度，这种专项调查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定期重复进行，这样才能

研究清楚个人层面的资产积累和消耗的动态和模式，特别是关于土地和住房等耐用品

和实物资产。 

最后，专项调查无法进行多维的分析，因为它不采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个人情况、住户消费

行为和人口统计数据（例如教育）等方面的信息。 

如果时间维度很重要，则面板调查（固定样本调查）可能更合适一些，尽管其成本更高，而

且实现起来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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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调查（固定样本调查） 

面板调查就是定期采集关于同一组人的分性别数据。这种调查最适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跟踪

采集资产的获取情况，因此适合捕捉关于资产的使用以及个人关于资产的积累、消耗和控制的模

式的信息，而不是只采集所有权的情况。 

面板调查的主要问题是成本、随着时间推移跟踪同一组人的复杂性，以及不能根据背景情况

和理论的变化随时调整调查问卷。 

横截面调查 

最后，关于资产获取的专项调查无法像多目标横截面调查一样，将其中的多个模块（劳动力

市场、消费、人口等）结合起来使用。通过在现有的多目标调查问卷中增加关于个人资产所有权

（分性别）、关于资产的获取和控制等一些具体问题，就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来获得这些数据，

并且能结合其他特征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在多主题调查问卷中要包括哪些问题以及将这些问

题具体放在什么位置，则应该仔细决定。 

专栏 4.26 中的问题是生活水平测量研究调查中的一个例子，其中展示了即使该模块关注的

是住户层面的情况下，如何在个人层面上采集关于土地获取和资产控制的几个问卷问题。 

 

专栏 4.26：在生活水平测量研究调查（LSMS）中关于“土地获取”的潜在问题的例子 

LSMS 调 查 是 世 界 银 行 从

1980 年开始开发和推广的一项多

目标调查。该调查的设计可用于研

究发展中国家住户福利和行为的多

个方面，并且包括关于收入和消费

模式的模块。 

LSMS 调查收集的数据更多是

在住户层面而非个人层面。不过，

通过为每个人增加一些具体的问

题，可以采集到关于资产的个人数

据，从而能够提供关于谁拥有什么

资产、资产的所有收益是否平等分

享、资产随时间推移会有什么改变

等等更为动态的视角。 

下面是可以增加到 LSMS 多主

题调查问卷中的几个关于土地获取

方面问题的例子： 

 你拥有土地吗？ 

 你是自己拥有这块土地还是

与其他人共同拥有？（请列

举） 

 你是如何获得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你能出售吗？ 

 这块土地你能遗赠吗？ 

 这块土地你能用它作为贷

款抵押品吗？ 

 这块土地你能出租吗？ 

 这块土地你能翻新吗？ 

 这块土地的主要用途？（请

列举） 

 在土地上进行投入由谁

来做决定？ 

 由谁来在这块农业用地

上投入劳动力？ 

 由谁来决定具体出售什

么东西？ 

 谁保管这块农业用地上

的 谷 物 销 售 带 来 的 收

益？ 

 你预计明年能获得这块

土地吗？ 

 你预计五年内能获得这

块土地吗？ 

 你 会 被 赶 出 这 块 土 地

吗？ 

来源：Doss et al. (2008年). 

参见：http://go.worldbank.org/WKOXNZV3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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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横截面调查没有时间维度，因此为了分析变化，可以在关于个人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

基本信息基础上，补充与个人对贫困、对经济震荡情况下的安全等方面的感知有关的其他问题。

另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首先了解个人获取和感知（例如，在将来的）资产控制权的途径，然

后询问其中指明了时间的签字或法律文件。 

要采集的重要信息 

为了了解资产所有权的性别模式从而理解分性别的财富分配，搞清楚拥有特定资产的男性和

女性的比例以及资产的价值非常重要。另外，要了解资产管理的模式以及男性和女性在个人层面

上的控制权，还需要知道特定资产的用途、使用和分配，例如，一项资产是否为（或者可用于）

企业资产或商业贷款的抵押品（安全）。 

一般情况下，需要采集关于个人所有权和财产权的信息（这些是指被正式认可的，例如通过

签字方式），或者是根据被访者所述的一种类似所有权的实际所有权的信息。应当采集一整套金

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些研究表明在丈夫和妻子中间可能存在资产所

有权的性别模式，而且女性的脆弱性和议价能力可能与资产所有权的持有时间以及她们的后备选

项有关。 

在住户层面，这意味着是否记录了资产为个人拥有还是共同拥有、如何获取资产、资产的现

价是多少、个人对每种类型资产的权利有哪些（例如如何进行出售决策等）、以及谁得到了每项

资产产生的收益（收入、租金、股息等）。不过，重要的是要在调查结束时才能询问有无这方面

的任何文件记录。如果提前做这一步，就会妨碍被访者提供任何类似实际所有权但是没有签名文

件的信息。 

4.10 信息和通信技术 

4.10.1 什么是信息和通信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31是指用于对以语音、数据、文本和图像等形式存在的各类信息进

行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展现所依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和媒体，其范围从电话、广播、电

视到互联网32。“促进性别平等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指识别、评估和消除在接触和使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方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使信息和通信技术适用于女性和男性的特殊需求、限制条

件和各种机会的一个过程。 

                                                      

31 术语“信息技术”（IT）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往往被交替使用。后者含义涉及多种技术，以及通

信与信息技术的日益融合。 

32 促进性别平等信息和通信技术工具包：性别平等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参见

http://www.developmentgateway.com.au/jahia/Jahia/pid/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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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为什么信息和通信技术很重要 

男性和女性需要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原因是相同的：获取和利用关于自己、家人、工作和社区

等方面的信息。信息和通信技术让女性和男性能够在各自的生活、社区、政府以及更大的范围内

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和男性需要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数字化和虚拟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 

在国家层面分性别收集和发布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统计数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制定国

家政策和设定国际政策目标提供信息。没有分性别数据，就无法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中的性

别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就难以区分出优先级。另外，此类数据有助于直接向政策制定者说明

为什么要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策、计划和战略中考虑性别问题。 

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女性和男性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来开展和扩展项目。信息实现全球访问，可

以减轻许多生活在偏远地方的女性和男性的隔绝状况，促进文化、经济、政治或社会等各个方面

的交往和联系网络的形成。社会组织（诸如妇女运动）越来越多地使用网页、电子邮件和论坛等

各种互联网工具。 

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涉及几个潜在的性别障碍，例如较高的获取成本和技术选择、新技能的

学习机会、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看作是“男性”领域的社会认识、地理因素、家庭状况、年龄和宗

教等。 

根据信息和通信技术工具包，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女性而言有如下好处： 

 增加了获取工作和创收活动的机会 

 新的就业机会 

 增加信息获取的途径 

 扩大沟通交流的机会 

 减少对女性和女孩的时间需求 

通过消除与隔绝、活动受限、以及其他文化和社会约束有关的障碍，这些好处有助于女性赋

权，也有助于女性在参与政治进程和支持自身诉求方面的能力提升。 

4.10.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需要有可比的数据，才能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本质及其在女性和男

性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确保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中考虑到性别问题。为了在最基本层面对此进行应

对，决策者们需要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女性和男性日常活动中的影响和附加值有一个清晰的统计

性理解。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统计数据可以有效应用于： 

 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信息，以便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使用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来制

定和实施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 

 帮助政府制定顺应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趋势的法律和政策 

 在有关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的讨论和准备中纳入性别视角，并且在决策层面让女



 

 

106 

 

性充分参与电子政务系统的开发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女性和男性日常活动的经济、社会和总体影响的特点、程度和动

态作用方面，提供详细的数据 

 鼓励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中的发展，以确保诸如农村人口、独居母亲或

父亲、老人和残疾人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和男性都能负担得起 

 了解能够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为社会尤其是对女性和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赋权

能带来好处和收益的动态机制  

 进一步开发女性和男性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创业和发展商业的能力 

 协助制定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以最大程度实现它们服务于人类发展的需求，不仅要

分析女性和男性如何从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受益，而且要分析哪一部分女性和男性受益

最大（分类别、年龄、农村/城市、种族、宗教等） 

 协助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提供商对女性和男性的培训 

 启动国家报告33的准备过程，以评估女性和男性作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用户、生产者和

决策者的情况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为女性和男性树立榜样和最佳实践例子，包括在信息和通信技

术领域成为领导者和决策者的那些女性 

 提高对与性别有关的、阻碍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因素的认识。 

专栏 4.27 提供了欧盟统计局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调查的数据例子。  

                                                      

33  关于这种报告的例子，可参见：http://www.cso.ie/releasespublications/pr_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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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7：欧盟统计局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调查* 

欧盟统计局开展了两次欧盟国

家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年度调查：

一次是针对企业，一次是针对住户

和个人。从 2003 年开始，住户调

查除了提供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背

景特征之外，还同时提供关于电脑

和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方面的数据。 

根据“2006 年度住户和个人信

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社区调查”，在几

乎所有的欧盟国家中，男性比女性

更经常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在欧盟，

大约有 54%的 25-54 岁男性日常

或几乎每天都使用电脑：比女性的

高出 7 个百分点。尽管在大多数国

家男性日常使用电脑的人数多于女

性，但是有 8 个欧盟国家——保加

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波兰和

斯洛伐克，情况正好相反。在互联

网使用方面，约有 43%的 25-54

岁男性日常或几乎每天都使用互联

网，而女性为 34%。只在三个波罗

的海国家，女性这一比例超过了男 

性。 

在响应北京会议（欧盟委员

会，2000b）的倡议之后，在所有

国家中，相比于女性，更多的男性

报告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通信技

术基本技能：男性和女性在计算机

基本技能方面的差距比在信息和

通信技术使用方面的差距更大。记

录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 25-54 岁

男性基本技能掌握较好，但是只有

18%的女性基本技能掌握较好。

（注意，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是通

过自评方法来测量的，由被访者来

表明他/她是否能够执行与电脑有

关的特定任务）。 

在 16-24 岁年龄组中，无论

是在电脑使用还是在互联网使用

方面，欧盟性别差距都较小（5 个

百分点），但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 

技能方面较为相似。女性和男性

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有所不同。在

调查之前的三个月，16-24 岁人

口当中有 74%的女性和 72%的

男性使用互联网用于沟通目的，

许多情况下是发送和接收电子邮

件。但是该年龄组男性中使用互

联网下载软件的人数比例是女性

比例的两倍（38%比 19%），而

且年轻男性中使用互联网来玩游

戏或下载和播放音乐的人数比例

也明显比女性比例高（男性比例

为 56%，女性比例为 39%）。另

一方面，更多的年轻女性比男性

使用互联网来接受正规教育、安

排旅行和住宿（女性中从事这两

种活动的比例为 31-32%，而男

性这一比例为 27%），以及寻求

医 疗 健 康 信 息 （ 女 性 比 例 为

25%，男性比例为 10%）。 

*来源：欧盟统计局，2008年 

参见：http://ec.europa.eu/eurostat/ict 

 

4.10.4 数据采集的建议 

可能的来源 

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接入和需求方面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数据来源（Me & Sicat，

2004 年）。它们分别是： 

1. 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 

2. 企业调查 

3. 住户调查 

4. 基于网络的用户调查 

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国家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接入和使用数据的采集来源之一

就是通过电信运营商（例如标准接入线路、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和移动电话网等）。例如，

http://ec.europa.eu/eurostat/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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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关于互联网用户（企业或住户）的信息、所使用的技术类型（拨

号、电缆、WAP 等）和连接长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所编制的数据可以提供关于国家互联网用

户订阅的信息。但是这些来源站在提供商的角度，而没有揭示有关技术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 

企业调查34提供关于企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的信息。在有充足资源的国家，国家统计部门

可以充分开展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的企业调查。欧盟统计局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开展的

企业调查，基于经合组织开发的模型调查采集到如下信息：（1）企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2）

互联网使用；（3）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4）基于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而非互联网的电子商

务；（5）为互联网电子商务建立信任机制；（6）电子商务的障碍。另外，国家统计部门可以将

信息和通信技术具体问题添加到现有的企业调查中。 

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的住户调查35提供关于个人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情况的分性别数

据，例如个人使用电脑的频率、上网的目的，以及在线购买的物品类型。与企业调查一样，国家

可以开展一个全面采集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信息的住户调查或者将信息和通信技术模块添加到

现有的住户调查中。经合组织还开发了针对住户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的标准调查，欧盟统计局针

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的住户调查就是基于该标准调查设计的（参见专栏 4.28 中关于这种调查

所包括问题的例子）。除了性别以外，这种调查可以提供有关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住

户类型，以及收入等其他社会人口变量的数据，并且展示男性和女性之间在使用方面如何不同。

2003 年在爱尔兰开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调查模块36显示，尽管女性占约互联网个人购物人数的

43%，但是这一比例在采购食品方面高达到 81%，而在采购电脑硬件方面则低至 15%。 

 

专栏 4.28：爱尔兰中央统计部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调查问卷中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问题（Q1 

2006） 

针对住户中年龄在 16-74 岁的所有成员的直接

访问。 

下面是所提问题的例子，不包括访问员的提示

内容。 

您曾做过下面哪些与电脑有关的操作？ 

1. 复制或移动文件或文件夹 

2. 使用复制和粘贴工具在文档内复制或移动信息 

3. 在电子表格中使用基本的算术公式 

4. 压缩文件 

5. 连接和安装新设备，例如打印机或调制解调器 

6. 使用专业编程语言编写计算机程序 

5. 安全或隐私问题，即对在互联网上提供信用卡或

个人信息表示担忧 

6. 诚信问题，即担心收货和/或退货、投诉/申诉等问

题 

7. 没有可在互联网上进行支付的支付卡 

8. 互联网连接速度太慢 

9. 其他 

您在过去 12 个月内通过互联网订购过哪些用作

个人用途的商品和服务？ 

1. 食品/百货 

2. 日用品（如家具、玩具等） 

                                                      

34 关于这种来源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 3.3.4 节。 

35 关于问卷例子，参见后面阅读章节。关于这种来源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 3.3.3 节。 

36 http://www.cso.ie/qnhs/documents/qnhsictmodul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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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上都没有 

您是在哪里或如何学会这些操作的？ 

1. 学校、学院或大学 

2. 在成人教育中心的培训课上（非由雇主举办的） 

3. 由雇主举办的职业培训课程 

4. 自学用书、CD 光盘等 

5. 自学成才，例如边干边学 

6. 来自同事、朋友、亲戚等的非正式帮助 

7. 其他一些方式 

您曾做过下面哪些互联网操作？ 

1. 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 

2. 发送带有附件（文档、图片等）的电子邮件 

3. 在聊天室、新闻组或在线论坛上发布信息 

4. 利用互联网拨打电话 

5. 使用点对点网络文件共享方式来交换电影、音乐

等 

6. 创建网页 

7. 以上都没有 

最近 3 个月内您有没有使用互联网从事过下述

任何活动？ 

1.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2. 在互联网上打电话/召开视频会议 

3. 从事其他通信相关的活动（使用聊天网站等） 

4. 以上都没有 

最近 3 个月内您有没有使用互联网从事过下述

任何活动？ 

提示：这一问题只涉及将互联网用于私人目的 

1. 查找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信息 

2. 使用旅游和住宿的相关服务 

3. 收听网络收音机/收看网络电视 

4. 播放/下载游戏、图像和/或音乐 

5. 下载软件 

6. 阅读/下载在线报纸/新闻杂志 

7. 找工作或发送求职申请 

8. 搜索健康有关的信息（例如伤害、疾病、营养、

增进健康等） 

3. 电影/音乐 

4. 书籍/杂志/报纸/电子学习材料 

5. 服装/体育用品 

6. 计算机软件和升级（包括计算机和视频游戏） 

7. 计算机硬件 

8. 电子设备（包括相机） 

9. 购买股份/金融服务/保险 

10. 旅游或度假住宿 

11. 演出门票 

12. 博彩 

13. 其他 

在您通过互联网订购的产品中，有以下载或访问

形式而不是通过邮局快递形式交付的产品吗？ 

1. 电影、音乐 

2. （电子）书刊、报纸、电子学习材料 

3. 计算机软件（包括计算机和视频游戏以及软件升

级等） 

4. 以上都没有 

您是对使用互联网有兴趣而不是与公共服务/公

共部门保持个人接触吗？ 

1. 是的，而且我也在为此目的而使用互联网 

2. 是的，不过我目前使用互联网不是为此目的 

3. 不是 

你不使用互联网与公共服务/公共部门打交道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1. 在网上没有或很难找到这样的服务 

2. 缺少个人接触 

3. 缺少立即响应 

4. 注重自己数据的安全保护 

5. 会产生额外费用（如连接费用） 

6. 为此目的而使用互联网太过复杂 

7. 以上都不是 

您已经使用互联网用于下述哪些与公共服务/公

共部门有关的事项？ 

1. 所得税 

2. 工作搜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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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上都没有 

最近 3 个月内您有没有使用互联网从事过下述

任何活动？ 

提示：这一问题只涉及将互联网用于私人目的 

1. 网上银行 

2. 销售商品或服务（例如，通过拍卖） 

3. 以上都没有 

最近 3 个月内您有没有使用互联网从事过下述

任何与培训和教育有关的活动？ 

提示：这一问题只涉及将互联网用于私人目的 

1. 正规教育活动（学校、大学等） 

2. 发布教育课程 

3. 与具体就业机会有关的其他教育课程 

4. 以上都没有 

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在网上购买或订购商品

或服务用于个人目的？ 

1. 最近 3 个月内 

2. 3 个月至一年前 

3. 超过 1 年前 

4. 从没购买或订购 

您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购买/订购任何商品或

服务用于个人目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没有需求 

2. 喜欢逛商场购物/喜欢看到产品/对商场有忠诚度

/习惯力量使然 

3. 缺乏技能 

4. 交付是一个问题（时间过长等） 

3. 社会福利的应用 

4. 个人证件，如护照或驾驶证等 

5. 车辆登记 

6. 申请建筑许可 

7. 警情报告（例如，报告一宗盗窃案） 

8. 公共图书馆，例如目录和搜索工具 

9. 申请出生证和婚姻证 

10. 高等教育或大学报名 

11. 地址变更通知 

12. 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如医院预约 

13. 其他 

该住户家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主要原因有哪

些？ 

1. 可以在其他地方上网 

2. 不想上网（因为内容不适、有害等） 

3. 不需要上网（因为没有用处、不感兴趣等） 

4. 设备成本太高 

5. 接入成本过高（走电话线等） 

6. 缺乏技能 

7. 身体残疾 

8. 隐私或安全问题 

9. 以上都不是，而是其他原因 

使用什么类型的互联网连接？ 

1. 调制解调器（经由普通电话线拨号接入）或 ISDN 

2. DSL（例如 ADSL、SHDSL 等） 

3. 其他宽带连接（例如有线 UMTS 等） 

4. 窄带上网的手机（WAP、GPRS 等） 

10. 不知道 

 

基于网络的互联网用户调查是另一个数据来源，这种调查是由国家机构或市场研究公司来进

行的。 

行政记录37也可以提供诸如关于在信息技术（IT）学校入学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就业的

性别模式信息等与性别有关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但是所提供的数据质量取决于这些记录和注

                                                      

37 关于此种数据来源的更多详细信息，可参见 3.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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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信息的覆盖范围及内容。 

以上每一种数据来源都有其优缺点。由于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数据是汇总估计

数据，因此在个人信息和通信技术用户模式方面只能提供有限信息，并且不是分性别的数据。互

联网服务行业不断变化的特点也使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尽管如此，这些数据仍然是有用

的，特别是对于没有其他数据可用的国家来说。企业调查提供企业之间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

模式的有价值信息。 

但是根据目前的调查设计，这些数据在女性和男性企业家所面临的独特情况、女性和男性所

办企业的特点、或者女性和男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偏好等方面揭示的信息太少。住户调查中，

由于数据都是基于被访者的直接回答，因此住户调查是关于男性和女性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模

式上的分性别数据的很好来源。基于网络的调查可能不采用标准方法，不过对于有些国家来说，

这些数据可能是分性别数据的唯一来源。 

如何完善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38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完善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性别敏感数据的采集和发布： 

1. 设计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框架 

这将有助于将政策需求转换成统计数据，使得对当前的状况进行基准化并且测量随着时间的

变化趋势。这意味着要为指标构建一个统计基础，用于区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各种独特的使用方

式以及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框架的构建需要仔细考察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女性和男性的独特条件

和环境产生影响的基础动态机制的运作。该框架应当包括一套核心的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指标，并且这些指标在官方统计中是可测量的。那些目前还无法提供数据的指标，将有助于国家

统计部门识别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分性别数据采集可以进行完善的优先领域，并可以将其纳入

常规性的国家统计生产中。现有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指标通常针对所有人群，专门关注性别相关的

目的或用途方面的考虑迄今还没有在调查问题的选择过程中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在开发这样一个指标框架时，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同样的模型并不适用于所

有国家，不过找出相似之处并建立一个共同基线和一套核心指标也很重要。在这个框架中应当包

括的领域有： 

 家庭和工作中的各类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用性、接入和使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知识和技能 

 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中的教育，包括在学校接触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中的就业，包括培训和在工作场所使用各种技术 

 电子企业的性别维度 

 电子商务的性别维度 

 女性创业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38 该节内容基于 Me &Sicat (2003 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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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有调查中所包括的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模块的开发 

在国家统计部门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评估调查的答复中明确可以看到，在统计资源有限

的国家中，难以实施全面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项住户数据收集。更多努力应当放在开发专门模块

上，并且将其纳入现有的住户调查中，从而确保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进行分

析。例如，住户调查中通常有住户调查问卷和个人调查问卷。住户调查问卷可以包括与家电（电

视、电话等）拥有情况有关的问题。应该更新这类调查问卷，以将诸如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等技

术包括进来。 

现有针对女性创业的调查中如果增加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模块的话，也能提供关于女性

所办企业中接入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信息。各国使用这种方法来采集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的

经验和最佳做法，应加以总结和分享，从而为今后的模块开发建议提供反馈信息。 

3. 分性别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之外：女性和男性“利基”区域（细分区域）的识别 

开发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并不只是生产出可用的分性别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

分性别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的可用性是很重要的，重要到能够提供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指标。但是，建立一个用于采集性别敏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数据的系统，还需要识别那些对女性

或男性生活有特殊意义的领域。定位这些领域并且确定能够了解其中性别及其社会联系的信息和

通信技术指标是很有用的。 

对女性和男性“利基”区域的确定很重要，特别是当这些区域具有有助于改善女性和男性福

利的政策意义时。从欧盟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明显可以看出，女性出于健康目的大量使用互联

网，这一使用趋势可以被归类为女性的“利基”区域。对这种趋势和“利基”区域的识别，可以

用于标记政策措施的潜在区域。这些区域为政策制定者传递一个信号，例如，在有关公共互联网

网站使用的政策上，把为女性提供医疗服务和健康信息作为政策目标可能是非常有用和必要的。 

4. 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性别敏感的教育指标 

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评估调查中，有关女性 IT 教育方面的数据属于各国报告最多的

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数据类型。一直以来都在讨论“通过改变女性对 IT 项目（也可以说 IT 领

域）的认知来来吸引更多女孩和女性参加到这一领域”的日益增加的需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2002 年，第 74 页）。强调技术在社会背景中的角色、重点关注 IT 技能在社区项目中的使

用以及技术与“真实世界”问题对接的那些 IT 课程，被认为比传统的 IT 课程对女性 IT 学生更

具吸引力。通过开发独特的性别敏感的 IT 教育指标以反映新技术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可有

助于推广这种 IT 教育并使之向女性倾斜。 

4.11 教育、研究和科学 

4.11.1 什么是教育、研究和科学 

教育是确保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平等机会的一种手段。教育性别观包括分析并且逐步实现

在人的一生当中，尤其是在全日制教育期间女性和男性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它还需要分

析在诸如教学和管理、以及课程内容等教育服务提供上不同性别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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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存在多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教育机会的需求和供给到人们获得机会参与教育

的方式等。这些方面还包括教学质量和学习过程，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率，个人的学习成果，教育

对个人成长的影响，职业前景以及对个人、社区和整个国家的福祉。 

研究人员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成果：通过科学研究可以产生新知识，对新知识的应用可以

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这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教育得到传递。研究往往在大学里进行，但是企业界同

样重要，尤其是在一些高科技公司中，这类活动通常被称为 R&D（研究与开发）。 

4.11.2 为什么教育、研究和科学很重要 

国际上普遍认为教育是有价值的，教育本身是一种权利，教育对促进女性和男性权利、实现

社会性别平等方面起着主要作用。教育的重要性被世界各国所公认，教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教育的社会效应涉及许多方面，如健康、死亡率、公共生活、决策、计划生育行为、社会上

的暴力行为等。教育领域中需要可比和全面的性别数据，以便制定适当的、旨在达到以下目标的

法律和政策39： 

 以终身学习和基础教育为重点，为女性和男性的一生提供全面和平等的教育 

 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对性别敏感的学习环境和能够公平获取的合适教育项目 

 鼓励社会成员平等获取各个领域的知识和职业机会，特别是在诸如通信、科学、技术

和工程等一些通常缺少女性参与的领域 

 在教育决策结构中推动实现性别平等 

 发展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对话沟通，重视社会转型成性别敏感社会的长期收

益 

 加强分性别统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力，制定适合的性别敏感指标和准则，以监测在

实现有关教育性别平等的国际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除了正规的教育系统以外，成人可以出于工作或个人发展的需要参加非正规的教育和培训活

动。对非正规培训和在职培训的参与者的性别分布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重要区

别。例如，以女性群体为主导的兼职工作者参加在职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这会影响女性晋升和

获得其他职业机会。 

较少参与成人教育或终身学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作日程繁忙或担负家庭责任等。需要对参

与率进行分性别的分析，才能监测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差异。例如，欧盟统计局的成人教育调查40

表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是其未能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活动的原因。 

                                                      

39 参见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18/131854e.pdf 
40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product_details/publication?p_product_code=KS-SF-0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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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样是一个性别差异比较明显的领域。生活质量的改善依赖于持续的科学研究。为了最

大程度地发展科学及其应用技术，需要从女性和男性中贡献出最好的人才（欧盟，2000a）。 

4.11.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目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3）是，到

2005 年以前消除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到 2015 年以前消除所有级别教育中的性

别差距。因此，各个国家都在密切监测各级教育的入学和毕业情况。 

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可以让国家的决策者们看到他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状况，并且让他们

在诸如课程选择、教学和管理结构等领域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时间序列分析也能从数据上看

出哪些国家已经表现出趋势性的改变。 

大多数国家能够对考试成绩生成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然而，关于辍学率和和导致提前离校

的文化经济因素方面的统计数据并不是到处都能得到。在发展中国家，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从学

校流失，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外。已经入学的女孩在达到青春期后经常因为多种原因而辍学—

—其中一些原因包括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缺乏学校卫生、缺乏女性学习榜样、童婚或者遭到性

骚扰和暴力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0 年）。许多国家女性的识字率都低于男性。 

在欧盟国家，情况则正好相反，男孩更有可能比女孩提前离校（2007 年，18 - 24 岁年龄

段有 17%的男生和 13%的女生提前离校）。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女性的高中毕业率（87%）高

于男性（79%）。也有更多的女性拿到了第一学位（例如学士学位）或第二学位（例如硕士学位）

乃至第三学位（分别为 58%和 56%），但是在最高级别的教育上女性人数较少：只有 45%的高

级研究文凭（例如博士学位）授给女性。一旦参加就业，与已就业女性相比，男性可以投入更多

的时间在与工作有关的非正规教育和培训上。 

旨在缩小入学教育方面性别差距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3 目标与目前对女性所面临劣势的

关注有关。但是一旦到了学校，在学习成绩方面有任何性别差距吗？对教育中学习成绩不佳的关

注不仅针对女性，而且也针对男性，特别是在阅读成绩方面。例如，在参加 2006 年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PISA）的所有国家中，女生在阅读方面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男生。另一方面，在大多

数经合组织国家中，男生在数学方面优于女生，即使这种性别差异很小，并且在研究上这种性别

差异并没有定论。不过，在科学表现上的有限性别差异并未反映到后来对科学研究的平等选择上。 

减少数学、科学和技术专业毕业生中性别失衡的情况，是 2010 年欧盟教育和培训基准41的

一部分内容。尽管在义务教育结束时女生在理科课程的传统劣势领域中已经取得了积极进步，但

是仍然需要做许多工作来让科学和数学成为女性和男性在继续教育中具有同样吸引力的选择（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 年）。 

关于专业选择方面，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可以看出性别差异，在这一阶段学生开始对某些专业

显现出学习兴趣。例如，在爱尔兰的较高级别毕业证书考试中，只有 0.5%的女生选择工程，而

                                                      

41 参见 http://europa.eu/scadplus/leg/en/cha/c110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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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选择工程的比例是 12.8%。男生在技术绘图和建筑研究专业中占到 90%以上。相比之下，

31.4%的女生选学家庭经济学，但是只有 3%的男生选择这个专业。在教育周期的早期阶段上专

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很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高等教育和就业选择。 

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尽管 2006 年在高等

教育阶段的新入学人数中女生占 54%，但是女生占主导地位的专业有“健康和福利”（75%是女

性）和“人文、艺术和教育”（68%是女性）。还有些专业女生虽然也占多数，但是比例没有那

么畸高，例如“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55%是女性）。理工科目吸引女生的比例较小。“工程、

制造和建筑”的新入学人员中，只有 22%是女生，“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只有 24%是女生。在

“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农学”方面女生占比较好（50%）。在毕业生中，根据教育领域所做的

性别细分与入学新生的情况非常相似（经合组织，2008 年）。这些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

职业隔离现象（参见 4.2 节）。 

关于教学和管理结构方面，整个欧盟总的趋势是，在幼儿早期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女教师人

数显著性多于男性，在中学阶段适当有所平衡，然后在高等教育阶段男教师占大多数（参见专栏

4.29）。在许多国家，男校长的比例比男教师的比例更高。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收入报酬情况是决

定这些趋势的关键因素。 

在欧洲以及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46%为女性）以及中亚（约 50%为女性）以外的世界各

地区的研究人员当中，女性比例仍然不足三分之一。在独联体国家（CIS）的研究人员中间，女

性占到 43%，而在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中这一比例只有 30%。在非洲，2000 年几内

亚该比例仅为 5.8%，2004 年莱索托该比例为 56%42。在私营部门这种情况甚至比在公共部门

更糟。 

虽然总体上研究人员中的女性人数在逐渐增加，但是进展仍然缓慢，而且在某些领域几乎没

有变化。此外，总体上的增加并没有体现在高级岗位上，随着学术梯队层级上升，女性人数都在

持续下降，只有 18%的女性处在 A 级学术职位上（全职教授和类似情况）（参见专栏 4.29）。 

  

                                                      

42
 http://www.uis.unesco.org/template/pdf/EducGeneral/Infosheet_No4_Gender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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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29：典型学术生涯中女性和男性的相对比例，EU-27 2002 和 2006 

A 级——正常开展研究情况下

的个人最高级别/职位 

B 级——工作职位没有顶级职

位（A）高，但是比新录博士的职

位（C）高 

C 级——新录博士研究生获得

的第一个级别/职位 

ISCED 5A——高等教育为进

入高级研究项目提供足够的文凭和

具有较高技能的专业人才 

ISCED 6——走向高级研究文

凭（PhD）的高等教育 

 

来源：教育统计（欧盟统计局）；WiS 数据库（DG 研究）；爱尔兰高

等教育局（A 级）。摘自欧盟委员会（2009b）。 

 

4.11.4 数据采集的建议43 

用于测量教育领域性别差距的数据，可以通过使用各种现有的采集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来得

到。基本上，数据来源可以按照个人和教育机构进行分类。这里的个人不仅指学生和教职员工，

还可以包括父母、同一家庭的其他成员、社区领导、雇主等。教育机构虽然最经常提到的是学校

和大学，但是也可以包括成人教育中心和其他学习/培训场所。采集方法可以包括正规学校调查、

行政报告、人口普查和住户调查。每种方法在采集特定类型的教育统计数据方面都被证明是行之

有效的（参见专栏 4.30）。然而，调查或行政记录是否可以用来测量入学率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

具体情况。  

                                                      

43 本节内容参考了 UNESCO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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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30：采集教育数据的方法 

方法 教育统计数据的类型 

人口普查 

受教育程度 

在校情况 

学习领域 

文盲率 

住户调查 

关于文盲和受教育程度的补充数据 

住户教育支出 

定性数据 

其他主题（辍学原因、父母的期望或观点等） 

学校调查 

分性别、年龄、年级、学习领域和民族的学生人数 

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学校条件、设备、设施 

学习成绩 

行政档案 

教育支出 

教师薪水 

分性别和年龄的校长和教职工 

考试成绩 

 

从常规性的学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采集的数据对于总体了解在教育机会、参与和表现方面的

性别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更有针对性的补充数据对于研究不平等的原因以确定合适的措施来减少

差距也是很有必要的。要查明辍学、入学率低、女性对技术课程的参与率低等方面的原因，并且

分析诸如儿童和社区需求、家长的看法和期望等其他因素，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样，需要

有关于教育供给的各个方面信息，例如公共政策、资源配置和学校基础设施等。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孩和女性在获得和参与学校教育方面都比男孩和男性差，这一点通

过对小学教育入学率和注册率中的性别差距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将女孩的在校行为与男孩进行

比较考察也是有意义的，例如，女孩与男孩相比是否倾向于留在学校更长或更短时间。 

巩固率是在某个给定年份进入一年级并最终读完最后一个年级的学生队列在该学生队列全

部人数中所占百分比的估计值。 

尽管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教育中的总体性别平等还远未实现，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以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取得相当快的进展。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

样，即使在那些已经实现了总体性别平等的国家，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不同学习领

域中，男生和女生的分布仍存在很大的性别差距。这些性别差距可以通过各个学习领域的性别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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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指数来进行测量，该指数被定义为在各个学习领域的女性与男性之比都相同的情况下，在给定

教育阶段入学的所有学生当中有更换学习领域需求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假设总入学人数没有变

化）。 

在进行国家间对比时，需要同时考虑到指标的总体水平以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性别差距和

平等指数，参见专栏 4.31 中的例子）。总体取值一样但不平等更严重时，显然表明一个更加糟糕

的社会状况。但是当总体或平均取值不同时，问题将更加复杂。例如，在海地，总体识字率是

43%，其中男性识字率为 46%，女性识字率为 40%。乍得的总体识字率为 45%，其中男性识字

率为 59%，女性识字率为 31%。那么海地应被认为是比乍得更好还是更差呢？ 

 

专栏 4.31：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指数 

用来衡量教育中的性别

平等进展情况的其中一个指

标是每一级教育的毛入学率

的性别平等指数（GPI）。GPI

是女性与男性的入学率之比。

性别平等指数接近于 1.00（根

据《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介

于 0.97 和 1.03 之间）表示在

给定的教育阶段性别是平等

的。 

当存在有利于女孩的性

别差距时，可能有多种解释： 

 在小学阶段可能会出现有利于

女孩的优势，因为许多国家正

在招收以前没有上过学的学

生，而其中女生比男生多。许

多在过去多年性别差距一直都

是有利于男生的国家，现在会

有更多女孩“集中”入学，从

而使得 GPI 超过 1.03。 

 在中学阶段，有些情况下可能

会出现有利于女孩的情况，因 

为她们在小学阶段比男生升级

更快（而男生在小学阶段往往留

级更多）；而男生在中学阶段比

女生升级更快，他们要么参加工

作，要么是其他情况——往往是

去到更有声望的学校接受教育

（包括高等教育或国外教育）。

在有些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在中

学阶段有更多的女生，而男生则

已经辍学离开了教育系统。 

来源：UNESCO，《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教育》，2006年。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72/147259M.pdf 

 

为了回答这类问题，在测量绝对成就大小时，提出了纳入性别公平维度的综合指标。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还制定了性别公平敏感指标（GESI），它采用男性和女性指标间的调和平均值（Anand 

& Sen，1995 年）。调和平均值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总体比值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差距。 

研究和科学中的性别统计数据：测量性别不平等 

科学与技术（S & T）是性别统计数据的重要领域，因为它可以提供劳动力市场中知识密集

型部门中女性和男性所占比例的信息。与教育统计不同，研究统计在过去更侧重于财务方面。 

随着《女性与科学通讯》于 1999 年面世，越来越需要更多更好的分性别统计数据，关注女

性和科学的欧洲技术评估网络（ETAN）（欧盟委员会，2000a）于 2000 年提交了一份题为“欧

盟的科学政策——通过性别平等主流化来促进卓越”的报告。在报告结论中提出了一个观点，

即要准确地概括欧洲女性科学家的情况，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改进措施来得到有关研究人员的可

靠的、方便的和一致的分性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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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盟委员会的研究总局于 2001 年通过“统计通讯员”——赫尔辛基妇女与科学团体

的一个小组，在 32 个国家44发起了年度的数据采集活动。2006 年，由欧盟统计局和经合组织所

开展的通用 R&D（研究与开发）调查中针对研究人员的分性别统计数据的采集被扩展到可以分

行业、分科学领域以及分业务部门的经济活动来进行统计。调查中还有按照诸如资格、公民身份

和年龄等其他变量进行分组的数据。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还采集和发布针对非欧

盟/经合组织国家上述指标的人数和全时当量单位等数据。《弗拉斯卡蒂手册》（经合组织，2002b）

中给出的关于研究中人力和资金资源的定义为 R&D 调查提供了基础。 

不过，为了提供全球视角所需的全面信息，许多国家层面的数据采集工作还需要下大力气。

许多拥有大量研究人员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等，至今没有分性别

的研究人员总数45。其原因通常是因为没有商业企业部门的分性别数据。在有可用数据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集中在科研密度更高的的行业和领域（欧盟统计局，2004b）。 

除了 R&D 和教育数据，欧盟统计局和经合组织还编制关于科学与工程领域就业情况的数据

《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源》（HRST）。这一分类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研究人员，而且还包

括其他科技职位，例如实验室助理等。HRST 数据均来自劳动力调查，该调查通常能保证做到分

性别，但是样本量可能没有大到足以同时按照性别和其他变量进行交叉分组。 

不过，一些大国的数据分析确实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是如何按照资质等级来为不同批次劳

动力提供科技职位的更为宽泛的视角。HRST 的指导准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5 年首次出

版的《堪培拉手册》46中可以找到。《女性数字 2009》中提供的结果显示在 27 个欧盟国家中，

在已经成功完成科技（S&T）研究领域中第三级的教育项目的女性中，有 58%被聘用到 S&T 职

位（ISCO- 2 专业人员和 ISCO-3 技术人员），而男性这种情况的比例是 55%。该指标广泛用作

初始的基准，以此来帮助解读有关女性研究员的数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欧盟统计局开展了一项关于博士学位

获得者47的职业生涯的联合调查，得到了关于博士获得者48的职业和专业流动性的国际可比指标。 

在一般性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性往往会集中在特定行业和科学领域。例如，整个欧盟所

有研究人员中 30%是女性，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中 39%是女性，而企业部门中只有 19%的

研究人员是女性。 

关于R&D 投资力度，男性更可能集中在具有较高资金投入水平的领域（欧盟统计局，2004b）。

纵观各个科学领域，女性研究人员往往集中在社会科学和医学领域，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则相

对少见。这种现象在文献中被称为横向隔离，表示不同部门或领域之间的性别差距。 

另一方面，纵向隔离是指职业阶梯上的性别差异。确定是否存在性别不平等的一种可能方法

是使用优势比，用于评估男性和女性到达其职业生涯最高层级的可能性。 

                                                      

44 27 个欧盟国家外加冰岛、以色列、挪威、瑞士和土耳其。 

45 UNESCO (2006 年)，UIS S&T 2010 年 2 月份数据库。 

46 http://www.oecd.org/dataoecd/34/0/2096025.pdf 

47 www.oecd.org/sti/cdh 
48

 http://www.oecdilibrary.org/oecd/content/workingpaper/5kmh8phxvvf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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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波兰 2000 年有 1,445 名女性全职教授和 6,698 名男性全职教授。另外有 15,378 名

女性和 31,554 名男性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学术工作。 

假定每个性别的晋升概率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稳定，则可根据目前的趋势进行计算。每

11 名女性中将有 1 人和每 4.7 名男性中将有 1 人在其职业生涯期间会成为一名全职教授（欧盟

委员会，2003 年）。将女性的概率值除以男性的概率值得到的优势比表明，男性成为全职教授

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2 倍以上（2.26 倍）。 

使用 2007 年的数据，尽管学术界增加了将近 500 名女性全职教授和 5,000 多名女性博士

学位获得者，其中女性成为全职教授的机会已经下降到每 13 名里面有 1 名，而男性则增加到每

5.4 名里面有 1 名。因此，男性现在成为全职教授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2.35 倍——优势比在恶化

（参见专栏 4.32）。 
 

专栏 4.32：成为全职教授的优势比，2000-200749 

 每种性别成为 A 级的概率 
优势比（女性的概率/男

性的概率） 差值 

2000 年

-2007 年 
 2000 年 2007 年 

2000 年 2007 年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奥地利 30 6 24 8 5.2 3.2 2.0 

比利时 25 5 27 6 5.1 4.6 0.5 

保加利亚 27 8 19 7 3.5 2.8 0.8 

塞浦路斯 84 9 46 10 9.0 4.7 4.3 

捷克共和国 42 7 24 7 5.9 3.7 2.2 

丹麦 34 8 23 7 4.3 3.6 0.7 

芬兰 12 4 11 5 2.7 2.5 0.3 

法国 8 3 8 4 2.5 2.3 0.2 

德国 45 10 38 11 4.4 3.6 0.8 

希腊 9 3 13 4 2.7 3.2 -0.5 

爱沙尼亚 17 5 22 5 3.5 4.7 -1.2 

冰岛 7 2 6 2 3.1 2.3 0.8 

以色列 7 3 5 2 2.8 2.0 0.7 

意大利 7 3 6 3 2.5 2.2 0.3 

拉脱维亚 27 6 19 6 4.7 3.1 1.6 

立陶宛 56 8 51 8 6.8 6.7 0.0 

荷兰 40 7 28 7 5.7 4.2 1.5 

挪威 18 5 7 3 3.6 2.2 1.4 

                                                      

49 关于详细的方法说明，请参考 EU 2003c 和 EU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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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11 5 13 5 2.3 2.3 -0.1 

葡萄牙 25 9 21 8 2.8 2.7 0.0 

斯洛文尼亚 9 3 8 3 2.7 2.7 0.0 

斯洛伐克 43 6 15 5 6.6 3.0 3.6 

西班牙 17 6 33 10 2.7 3.3 -0.6 

瑞典 9 3 20 6 2.5 3.6 -1.1 

英国 27 7 20 6 3.9 3.3 0.6 

 

4.12 卫生 

4.12.1 什么是卫生 

卫生和医疗统计信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经常以发病率和患病率为基础进行报

告。最常报告的统计数据是人口动态数据（包括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率等）、发病率和死亡

率。统计数据通常报告的其他领域包括卫生状况的人口分布情况和卫生保健系统的性能情况。卫

生保健系统性能评估包括对特定人群卫生水平、卫生情况分布、卫生系统响应的水平和分布，以

及患者在医疗支出份额方面的公平性等情况进行检视。 

卫生统计综合方案还包括对卫生状况决定因素的分析。卫生决定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因素（贫

困、心理和社会因素、就业、教育、性别等）、生活方式（营养、体力活动、吸烟、酗酒、非法

毒品），以及物理环境（空气质量、食品安全、水、住房、工作条件、交通、气候变化）。 

4.12.2 卫生为什么重要 

卫生是最为广泛的统计领域之一。健康欠佳的时期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关键时期，人们对不管

其社会经济情况如何都能提供合理保健水平的社会感到信任。卫生作为国家发展衡量指标的重要

性，通过在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参见 1.3 节和专栏 1.2）中包括各项健康卫生决定因子的衡量指

标来体现。 

卫生保健的提供成本较高。因此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全面的卫生统计数据，以

便能为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以及监测卫生政策的实施。公共卫生政策措施的典型目标包括： 

 减少疾病和残疾的发生率，增加预期寿命，尤其是儿童的预期寿命 

 确保早期干预，以防止严重疾病发生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关于良好健康做法的基本教育 

 发展公平的、响应及时的卫生保健系统 

有些健康问题相比较而言与男性或者女性关系更为密切，例如，与女性紧密相关的有生殖（包

括产妇）健康和老年人的卫生保健（由于女性比男性的预期寿命更长）。由于性行为是健康的一

个影响因素，而不同性行为的风险因素又有很大不同，因此女性和男性之间在死亡原因和其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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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诸如残疾等）方面差异很大。重要的是要对女性和男性的数据进行区分，因为这两类数据有

时对卫生政策的侧重点要求不同。在发展中国家，拥有足够的生殖健康数据特别重要，并且在预

期寿命较长的国家，有关女性残疾的统计数据非常重要。 

男性和女性对于卫生医疗服务的不同获取和使用并不总是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

由社会性别维度所造成的，因此应当据此进行相应的处理。问题应该这样问，即女性与男性相比

是否具有同样的可能性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她们在医疗保健服务中是否获得和她们的需求

相应的服务。 

同样重要的是，除了要有医疗保健服务的平等获取机会以外，还要有关于医疗保健服务的实

际使用方面的数据。关于服务使用方面的数据可以揭示男性和女性关于服务不同用法的根本原因。

在诸多原因中，根本原因可能包括缺少时间或者女性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状况之中。 

4.12.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儿童健康的许多方面都是由产妇健康来决定的，此外还有产前和围产期的发展情况，以及生

命早期几年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的质量等。这方面的相关统计指标的例子包括接生方法，母乳喂养，

最常见儿童疾病的基本护理提供，就医、住院、医药和健康营养的成本等方面的儿童保健承受能

力。 

在千年发展目标 5“改善孕产妇保健”方面进行投资，目的是为了减少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

（千年发展目标 1）和改善儿童健康（千年发展目标 4）。为实现这一目标，定义了两个可测量

的目标，到 2015 年使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并且实现生殖健康服务的全覆盖。2006 年

世界上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 23 个国家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这一趋势

正在恶化。尽管瑞典的孕妇死亡概率只有 30,000 分之一，但是在塞拉利昂这一风险高达七分之

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如果在设备完善的健康中心进行接生，并配备经过适当培训的熟练的

工作人员，则可以预防四分之三的孕产妇死亡和残疾情况的发生（世界卫生组织，2005b，

Ronsmans 和 Graham，2006 年）。 

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有最高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以及最低的预期寿命。2003 年所有地区的

女性均有较高的预期寿命，其中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高出 14%，性

别差异最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 年和 2009 年）。2006 年的欧盟也存在男性和女性的预

期寿命之间有较大差异的情况。差异最大的是在立陶宛，那里的女性比男性平均多活 11.7 年。 

分性别比较不同年龄组的死亡率也是很有意思的。例如，2006 年爱尔兰各个年龄组的男性

死亡率都高于女性，其中男性和女性在 15-24 岁年龄组之间的差别最明显，男性死亡率比女性

高出 2.7 倍，而其他年龄组比值均在 1.3 至 1.8 倍之间（中央统计局，2006 年）。 

致命工伤事故分析显示，男性发生致命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以上，尤其在建筑、

农业和运输行业的工伤事故率最高（参见专栏 4.33）。致命工伤事故分性别总体发生率需要与每

个性别的行业就业率结合起来一起考虑，因为男性和女性在不同行业的就业率和集中度可以部分

地解释事故发生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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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33：分性别和活动类型的致命工伤事故，欧盟 1994-1999 年 

每千名雇员中的致命工伤事故人数  

类别 事故发生率 

男性 53 

女性 20 

建筑业 78 

农业、畜牧业、林业 71 

交通、运输与仓储 57 

制造业 45 

酒店餐饮业 37 

批发和零售业 25 

金融中介服务 18 

电力、燃气和水供应 14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另一个例子来自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数据（EU - SILC）。受访者针对健康问题的回答差

异很大。所有年龄组的男性患长期疾病的患病率都高于女性。 85 岁及以上老人的上述患病率是

15 岁及以上人们患病总体水平的两倍（参见专栏 4.34）。 

 

专栏 4.34：分性别和年龄组的健康问题，欧盟 2005 年 

针对下述问题回答为“是”的人数所占百分比： 

“你是否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有健康问题？包括季节性或复发性的健康问题。” 

年龄组 女性 男性 

15 岁及以上合计 29.1 32.9 

15-24 岁 10.5 11.6 

25-34 岁 14.4 14.8 

35-44 岁 19.7 21.7 

45-54 岁 30.2 32.0 

55-64 岁 43.2 44.5 

65-74 岁 53.1 56.7 

75-84 岁 61.3 64.3 

85 岁及以上 63.7 67.6 

数据来源：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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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卫生系统强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卫生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组成。虽然目前关于对于一

定人群应该配备的卫生工作者人数的最佳水平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职工的

数量和质量与免疫覆盖率、基本医疗的实现程度，以及婴儿、儿童和孕产妇的存活率是正相关的。 

要描述卫生队伍的特征并且监测其随时间的发展，所需要的指标通常是产生于多种来源，并

且涵盖许多领域（诸如职业、培训水平和就业的行业）。 

指标来源的多样化需要统一的方法，来为每个国家生产有关卫生队伍的可比估计值。人力资

源卫生指标通常表示为每千人享有的下述卫生工作者人数： 

 医师 

 护士 

 助产士 

 牙医 

 药剂师 

 公共卫生工作者 

 社区卫生工作者 

 实验室卫生工作者 

 其他卫生工作者 

 保健管理和支持人员 

卫生筹资是卫生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卫生帐户（NHA）以在国际公认的框架内

所收集的支出信息为基础，提供了一大套的指标。NHA 综合展现了在卫生系统的日常运营中所

记录的收入和支出的资金流水，从资金来源到资金在不同供应商之间、卫生系统的各个功能、以

及跨地域、跨人口分布、跨社会经济和跨流行病学维度的福利之间的分配。指标包括： 

 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花费在卫生方面的一般政府开支总额的百分比 

 以购买力平价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卫生总费用（考虑了不同国家的价格水平差异）。 

人的后期健康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是教育。诸如入学率和识字率等基本指标在世界上不同地

区存在巨大差异。除了工业化国家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女性与男性相比识字率更低，接受的

教育更少（参见 4.4 节）。 

4.12.4 数据采集的建议 

要全面理解卫生统计数据，需要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在 2006 年欧盟开展的针对整个人口

的粗死亡率分析显示，每 10 万居民中有 952 名女性死亡，男性为 998 人。不过，使用标准死

亡率，也就是说对年龄分布的差异进行了调整，则女性的死亡率显著低于男性的死亡率（502

名女性对 824 名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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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35：分死亡原因统计的粗死亡率和标准死亡率，欧盟 27 国，2006 年 

每 10 万名居民 

原因 

粗死亡率 标准死亡率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所有原因 952 998 502 824 

肿瘤 217 291 137 238 

喉部恶性肿瘤 26 81 18 67 

乳腺恶性肿瘤 36 1 25 0 

循环系统疾病 428 376 201 303 

事故 24 42 14 38 

自杀 6 19 5 17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有些死亡原因更多是与其中一个性别相关，而与另一个性别无关，并且年龄是某些死亡原因

的一个关键因素。肿瘤和循环系统疾病大约占到所有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男性由于事故和自杀

死亡的人数较多，女性由于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较多，但是在根据她们的预期寿命进行调整

以后，女性就有较低的标准死亡率（参见专栏 4.35）。 

编制用于国际比较的卫生统计数据，往往涉及同一指标使用多种数据来源的情况，而且可能

使用了不同的定义。重要的是要对不同定义进行比较，并且要关注有关的元数据。在专栏 4.36

中给出了一个例子，其中介绍了一些常用卫生统计的测量指标、使用它们的基本原因和每一个指

标的简短定义。 

 

专栏 4.36：一些卫生统计测量指标的定义 

指标 基本原因 定义和数据来源 

出生时预期寿命 反映人口的总体死亡率水平 按照当前死亡率所计算出的新

生儿预期存活的平均岁数。 

出生登记、普查和调查：需要使

用年龄别死亡率来计算出生时的预

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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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预期寿命 投入了大量资源以减少能引起发病

率而非死亡率的主要疾病的发生率、持续

时间和严重程度，并且减少这些疾病对人

们生活的影响。  

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况下预

期存活的平均岁数，其中考虑到因疾

病和/或伤害而导致的不太完全健康

的情况。 

死亡登记数据。估计的发病率、

患病率、持续时间和分主要原因导致

的多年残疾生活。 

婴儿死亡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是各国儿童健康水平和国家整体发展的

重要指标，也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指标

（即用于监测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

指标）。 

婴儿死亡率是指在特定年份或

时期出生的婴儿在满一周岁之前死

亡的概率，假设其中使用该时期年龄

别的死亡率（通常表示为每 1,000

名活产婴儿）。 

儿童的分年龄死亡率是根据从

民事登记、普查和/或住户调查得到

的出生和死亡数据计算出来的。 

新生儿死亡人数 新生儿死亡人数占了儿童死亡人数

的很大比例。新生儿期间的死亡率被认为

是反映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护理的有用

指标。 

在给定的年份或时段，每 1,000

个活产婴儿在人生的头 28 天期间的

死亡人数。 

民事登记：活产人数和新生儿死

亡数被用来计算分年龄死亡率。该系

统提供年度数据。 

住户调查：根据生育历史进行计

算 – 即针对一名妇女询问有关在调

查前的 5 到 10 年期间所出生的每一

个孩子的一系列详细问题。调查得到

的活产婴儿总数用作分母。 

孕产妇死亡率 怀孕和分娩期间的并发症是发展中

国家育龄妇女死亡和伤残的首要原因。孕

产妇死亡率是指与每次妊娠有关的风险，

即产科风险。这也是一个用于监测目标 5 

- 改善产妇保健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在指定的时段内（通常为 1 年）

每 10 万活产婴儿对应的孕产妇死亡

人数。 

出生登记、住户调查、普查、健

康服务记录和关于育龄死亡率的专

题研究。 

年龄标化死亡率 每十万人口的死亡人数会受到人口

的年龄分布的影响。通过将所观察到的针

对每一个总体的分年龄死亡率应用到标

准总体上，标准化年龄死亡率可以调整人

口的年龄分布差异。 

标准化年龄死亡率是每 10 万人

口的分年龄死亡率的加权平均数，其

中权重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总体的

每一个相应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 

死亡登记数据、抽样登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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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普查和调查的儿童和成人死亡

率的可用数据，连同以人口为基础的

流行病学研究、疾病登记和用于针对

21 种具体死亡原因进行死亡率估计

的通知系统。 

1 岁儿童免疫接种 

覆盖率 

免疫接种覆盖率估计数用于监测疫

苗接种服务，指导疾病消灭和消除工作，

是一个很好的卫生系统绩效指标。 

麻疹疫苗接种覆盖率也是一个千年

发展目标指标，用于监测目标 4 - 降低儿

童死亡率。 

麻疹疫苗接种覆盖率是指某一

年份 1 岁儿童中接受至少一剂麻疹

疫苗的儿童所占百分比。 

白百破疫苗接种覆盖率是指某

一年份 1 岁儿童中接种三剂白喉、破

伤风类毒素和百日咳混合疫苗的儿

童所占百分比。 

乙肝疫苗三针接种覆盖率是指

某一年份 1 岁儿童中接种三剂乙肝

疫苗的儿童所占百分比。 

行政管理数据：服务提供商所做

的疫苗接种报告内容是根据行政管

理数据服务提供商（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疫苗接种队、医生）来估计的。

对疫苗接种覆盖率的估计是将所给

定的疫苗接种总人数除以目标人群

中的儿童人数而得到的，儿童人数通

常是根据人口普查预测的数据。 

继发性肺炎 急性呼吸道感染（ARI）占到全球所

有 5 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的几乎 20%。

患 ARI 疾病的五岁以下儿童中被妥善送

到卫生保健机构就医的比例是一个表示

干预措施和求医覆盖程度的关键指标，并

且是监测与儿童生存有关的千年发展目

标和战略的实现进展的关键信息。 

0～59 月龄儿童中在最近两周

内有“继发性肺炎”（ARI）并且被

妥善送到卫生保健机构就医的比例。 

住户调查。 

低出生体重 在总体层面，低出生体重婴儿的比例

是反映包括妊娠期间的长期产妇营养不

良、健康欠佳、辛苦工作和恶劣卫生保健

在内的多层面公共健康问题的一个指标。

在个人层面，低出生体重是新生儿健康和

生存的重要预测指标。 

给定时期内，活产婴儿中出身体

重低于 2,500 克的儿童所占比例。出

生体重是胎儿或新生儿出生后首次

测量的体重。理想情况下，活产婴儿

的出生体重应当在婴儿体重在产后

显著下降发生前的生命第一个小时

内进行测量。 

卫生服务统计数据：在医疗机构

出生的所有活产婴儿中，低出生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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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所占比例。 

住户调查。 

肥胖症 全球成人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一直在

增加。体重指数（BMI）的增加会使诸如

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缺血性中风和乙型糖

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呈指数

增加。BMI 升高也增加了罹患癌症的风

险。 

归入肥胖类别（BMI≥30.0

kg/m2）的成人占成人总人口（15

岁及以上）的百分比。 

全国有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其中

包括人口与健康调查（DHS）。 

来源：http://www.who.int/whosis/indicators/2007compendium/en/index.html 

 

4.13 性别暴力 

4.13.1 什么是性别暴力 

性别暴力是由男性和女性在相同性别群体内或不同性别群体间所实施的暴力。研究一直关注

较多的是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暴力，这也是我们本节主要考虑的方面。不过，随着各国在这一领域

统计能力的发展，也应该能够采集到女性对男性实施暴力的数据，以及同性间的常见暴力形式（如

年轻男性之间的暴力）的数据。 

1995 年的《北京行动纲领》将针对女性的暴力定义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女性身体、性或心理

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性别暴力行为，包括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发生的行为威胁、

强迫或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等（联合国，1995a）。 

这一定义涵盖的行为范围很广，这些行为可能发生在家庭内部（包括殴打、针对女童的性虐

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婚内强奸等），发生在在更大的社区层面（强奸、性虐待、性骚扰、贩

卖妇女和强迫卖淫），以及以国家形式出现（包括国家集体所犯或所纵容犯下的针对身体、性和

心理的暴力行径）。 

2007 年，联合国发起了一场在世界各地预防和消除针对女性和女童的暴力的运动。该运动

的名称为“结束针对女性的暴力”50，汇集了联合国各机构和办事处以及个人、民间社会和各国

政府的力量，杜绝针对女性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径。该运动有五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加强

有关针对女性和女童的暴力的数据采集。 

4.13.2 性别暴力主题为什么重要 

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对女性人权的侵犯，它妨害了女性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诸如人的生

                                                      

50 http://www.un.org/en/women/end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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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权和人身安全权利，以及在身心健康、教育、工作、住房和参与公共生活等方面所能达到的最

高标准的权利（联合国，2006b）。在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情况中，长期未能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

和自由是所有国家所关注和应当解决的问题（联合国，1995a）。暴力尤其是来自亲密伴侣的暴

力影响世界各地的许多妇女这可以从专栏 4.37 中看出。 

 

专栏 4.37：亲密伴侣的暴力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许多女性 

全球妇女所经历的最常见的暴

力形式之一是亲密伴侣的暴力。通

过对 36 个国家共 50 个基于人群的

研究总结表明，在一生中遭受过亲

密伴侣身体暴力行为的发生率达到

10%至 50%以上的程度。通过对澳

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南非和 

美国的女性杀害进行研究表明，

40%至 70%的女性谋杀受害者是

被自己的丈夫或男友杀害的。在各

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怀

孕期间的暴力发生率从 4%到

32%不等，并且在怀孕期间的中 

度至重度身体暴力的发生率约为

13%。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暴

力的多国研究发现，20-75%的

女性经历过一次或多次情感虐待

行为。 

来源：联合国，2006b 

 

针对女性的暴力使女性本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也使她们所在的社区、社会和国家出现不同

程度的贫困（参见专栏 4.38）。它降低了受害者和幸存者为家庭、为经济和公共生活做贡献的能

力。它消耗了社会服务、司法系统、卫生医疗机构和雇主的资源。它降低了受害者和幸存者、她

们的孩子乃至施暴者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流动性和创新潜力（联合国，2006b）。 

 

专栏 4.38：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成本* 

针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使女性本

人、家庭、社区和政府陷入贫穷，

而且阻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加拿大，刑事司法系统每年

与针对女性的暴力有关的直接支出

成本估计为 6.84 亿加元，外加 1.87

亿加元的出警费用和 2.94 亿加元

的辅导和培训费用，每年总计超过

10 亿加元。 

在英国，研究考查了司法公正、

医疗保健、社会服务、住房 

、法律、经济产出的损失，以及产

生的痛苦和苦难等成本，估计家庭

暴力导致的成本达每年 230 亿英

镑，约合每人每年 440 英镑。 

在芬兰，估计的针对女性的暴

力的经济成本，包括卫生保健、社

会服务、警察、法院和监狱等直接

成本，以及失去生命和所损失的参

加有酬劳动 

和志愿劳动的时间价值的间接成

本。每年成本估计在 1.01 亿欧

元，约合每人每年 20 欧元。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暴力和强奸占

到 15-44 岁女性疾病总负担的

5% ，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占到

19%。 

来源：联合国 ，2006b（第 180 段）和 Walby（2004 年）。 

*注意：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定义。 

 

因此，横跨各方面主题的政策问题都与政府有关。这些问题在犯罪、健康、家庭、教育和经

济福祉等领域尤为重要。在所有社会、所有文化和宗教，以及所有社会阶层中都存在针对女性的

暴力的情况。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是社会中女性不平等的原因，同时也是其

结果。 



 

 

130 

 

4.13.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要了解这一问题及其本质，并且为受暴力影响的女性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法规和服务，需要

有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准确和可比的数据。例如，分性别数据可以指出男性和女性存在不同支

持服务需求的领域。分性别数据可以显示男性和女性的特定风险领域，突出通过有针对性的项目

来解决不同性别暴力问题的需要。男性和男孩经历的暴力与女性和女孩大不相同。尽管男性更容

易在公共或社会活动场所被陌生人伤害，但是女性在自己家里遭受来自亲密伙伴的暴力风险更大。

女性还承受着更大的性暴力风险。例如，2004 年加拿大综合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女性和男

性经历的暴力受害率大体相当，但是对女性的性侵犯率是男性的 5 倍（每 1,000 名女性当中有

35 名，而每 1,000 名男性当中只有 7 名）。调查还显示，女性经历的暴力更为严重和经常。 

有关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统计数据可有效用于： 

 评估用于减少暴力的有关政策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对公众关于女性遭受性虐待和身心暴力侵害的程度、性质和动态情况的认知产生显著

和可持续的影响 

 向刑事从业人员、医务人员、服务提供商、立法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有关针对女性的

暴力的性质和程度的详细数据 

 提供关于暴力的相关因素和风险预警的详细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暴力行为的动态和

设计预防措施 

 形成共同的道德标准，并用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研究中 

 协助政府制定法律和政策以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协助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机构来设计针对受害者和犯罪分子的服务 

 协助司法当局提高警察、律师和法官的相关意识，提高刑事司法对暴力的响应能力 

 协助培训人员对服务提供商和在工作中与受害者和罪犯打交道的那些人进行培训。 

政策制定者和活动家已经呼吁各国、政府间机构和其他组织制定一套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

国际指标（联合国，1995a）。这些指标应当以在国家层面采集的广泛存在的和可靠的数据为基

础。这些指标用于三个主要目的： 

 说服政策制定者相信采取行动以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的必要性。最有说服力的证

据是基于住户调查的数据，用于测量不同形式的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程度和特点。在世

界各地有许多通过展现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调查数据来强化政治意愿和导致立法和

政策改革的例子。 

 测量针对暴力幸存者的服务的获取和质量。该信息一般来自刑事司法系统、卫生和社

会服务、或者为暴力幸存者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记录，或者来自有关女

性认知和服务使用的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展评估研究，是评价项

目有效性的关键。 

 监测各国在履行国际义务以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方面的进展。通过对暴力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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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频率的变化、在建立法制和政策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相关服务和预算分

配的可及性等的测量，相关指标可以测量政策的影响，以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侵害。 

4.13.4 数据采集的建议 

在过去十年中，在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程度和性质进行记录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特别是通

过新的调查。尽管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世界各地就该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挑战和差距，

尤其是那些对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认识不够的地区。有些统计上存在挑战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在方

法和调查问卷中缺乏标准化以及调查和研究设计的不平衡发展。 

国家统计系统参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调查是该国具有政治意愿来测量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严

重程度和不同形式的体现。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要求各国的国家统计部门提供“分性别、分年龄和分其他

有关组别的数据，包括各种形式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程度、性质和后果，反暴力行为的政策

和方案的影响和效果以及最佳实践”（联合国，2006c）。 

根据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一主题的决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经安排一批国家担任主席之友，

设计开发用于测量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指标和其他方法标准，并在国家统计系统中实施。 

用于生成有关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统计数据的一组核心指标和指导方针，将于 2011 年提

交给联合国统计委员会51。 

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统计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行政统计。专门用来测量针对女性的

暴力行为的抽样调查是采集有关性别暴力信息的较好工具，如果设计得当，可以反映出受害发生

的实际情况，而不只是报告给政府官员的那些情况。女性往往会少向政府官员报告性侵犯罪行，

因此基于官方正式报告的统计数据会严重低估这一现象。例如，2004 年加拿大针对受害情况的

综合性调查显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受伴侣殴打后会向警察举报。有些因素可能会阻碍

妇女举报暴力行为，特别是家庭暴力行为，这些因素包括有些女性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也

不知道自己可以得到保护，还有对当局的不信任，缺乏法律或法律不完善，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 

行政统计数据 

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相关行政统计数据，不仅可以在刑事司法领域获得，而且还可以

在卫生、民事、住房和其他能够帮助受害者的机构中获得。尽管这些统计数据无法用于确定针对

女性的暴力行为的实际发生率，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够评估这些系统在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方

面的贡献。例如，报告的级别和类型的改变可以提供关于报告意愿和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的变化方

面的数据。 

跨行政系统来协调统一所有的定义难度较大，因为这些定义是内嵌到在当地的法律和程序中

的。不过，如果能采集到暴力袭击的额外数据如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关系（如果有的话），就能

                                                      

51
 更多详细信息，参见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meetings/vaw/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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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到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无需改变法律上对于犯罪行为的分类。 

需要收集的详细数据还包括法庭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所作出的响应，包括定罪或无罪判决，判

刑类别、给予或拒绝给予保释、减少指控、在法庭上为受害者提供支持、以及保护令等。还需要

犯罪和受害的重复发生次数方面的数据，以评估刑事司法系统响应的有效性。 

因受暴力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女性人数这一指标可用以反映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因受暴力

伤害导致的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情况，以及由于暴力而产生的医疗费用比例等。 

抽样调查 

在综合性的受害调查中已经开展了有关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调查研究，但是这些调查在解决针

对女性的暴力方面的不足促进了专项调查的发展。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国家级调查，尤其是那

些由国家统计机构进行的调查，只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才在联合国欧洲经委会区域的

国家中开展。 

目前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鼓励使用标准调查方法来支持实施针对女性的暴力方面的国际比

较性专项调查。关于专项调查的多国努力，有两个重要的例子，即国际针对女性的暴力调查

（IVAWS）52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暴力和妇女健康的跨国研究53。 

在受害调查中，关键是获得当前受害率的可靠估计54。相比之下，在测量针对女性的暴力调

查中，最关键的问题包括暴力定义、暴力类型认定、受害人信息披露、高危人群识别、施暴者信

息、不同暴力形式的行为模式。“一生”和“最近 12 个月”是研究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最常使

用的基准期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0 年）。 

联合国正在着手制定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调查模块，该模块方便不同国家采集由联合国统

计委员会的主席之友所确认的核心指标55。 

抽样调查是采集针对女性的暴力方面信息的首选工具，其中数据采集和定义问题非常重要。

在规划调查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如何询问女性关于经历暴力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问卷以便能够以间接方式来询问女

性关于暴力的问题 

 受害的参考期限（一生、最近 6 个月、一年、五年） 

 研究人口的定义（18 岁以上、15-49 岁、15-65 岁、曾经结过婚、曾经有过伴侣的女

性） 

                                                      

52 参见 http://www.heuni.fi/12859.htm 

53 参见 WHO(2005)和 http://www.who.int/gender/violence/who_multicountry_study/. 

54 关于受害调查的总体指导方针，参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受害调查手

册：http://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Manual-onvictim-surveys.html 

55 想了解关于调查模块的更多信息，可参见

http://www1.unece.org/stat/platform/display/VAW/Measuring+violence+against+women;jsessi

onid=A6E340ACFF14A52FBDA4EBE35C6BF7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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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害事件中应当采集那些信息 

 如何保证妇女的安全，做到数据保密，而且被访女性不会因为说出了经受暴力的经历

而受到影响 

拒访可能是针对女性的暴力调查中无回答的主要原因。影响拒访的问题包括：措辞、访问时

长、调查问题的敏感性、调查方法，以及被访者是否有时间。经验表明，无回答率最低的调查是

那些利用了事先去信、回访和跟进的调查。在处理这种敏感个人信息时，使用代理被访者会有问

题。如果要将无回答率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需要注意被访者和访谈者的隐私和安全。应当对女

性进行单独访问。其家人甚至访问员为其做好保密工作有助于其披露信息。 

关于暴力类型有大量信息应当进行采集，不应局限于强奸和伴侣暴力。还应当了解事件的严

重程度和频率。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是对暴力类型进行分类的关键维度。大多数调查都测

量亲密伙伴的暴力，包括由现任和前任配偶、同居伴侣、约会方和男友实施的暴力行为。许多调

查的目的是识别出所有的施暴者，包括非亲密伙伴。应当根据诸如年龄、性别，以及与受害人关

系的类型和时间长度等分类特点来对施暴者进行区分。 

调查需要询问有关遭受暴力的具体行为，不能简单地询问被访者是否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或者曾经被“殴打”或“性侵犯”（参见专栏 4.39 中的例子）。提供多种披露机会有助于克服许

多妇女不情愿或很犹豫谈论自己遭受暴力的心理。单独一个个问题容易让被访者不情愿回答，从

而对伴侣暴力和性暴力造成低估。多个问题询问可以揭示不同类型暴力行为之间的清晰联系。例

如，2004 年加拿大的一般社会趋势调查(GSS)发现在情感虐待和配偶暴力之间存在相关性。 

 

专栏 4.39：芬兰调查中用于识别遭到躯体暴力影响的妇女的行为问题例子 

“您现在的伴侣有时会表现出

针对你的暴力行为吗？（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更早时间）”，诸如： 

1. 暴力威胁你？ 

2. 不让你挪动或者抓住你？ 

3. 掌掴你？ 

4. 朝你投掷硬物？ 

5. 用拳头或硬物殴打你，或者

踢你？ 

6. 勒你或试图勒你？  

7. 朝你开枪，或者拿锋利的武

器刺你或砍你？ 

8. 把你的头撞在某东西上？ 

9. 压迫、强迫或试图强迫你跟

他上床？ 

10. 以其他一些方式来对你施

暴？ 

来源：Piispa & Heiskanen（2005 年）；Straus（2007 年）。 

 

有证据表明，访问员的性格特点和培训有助于提高数据质量，更容易采访到被访者遭受暴力

的经历，提高信息的保密性和被访者的安全。 

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访谈经验表明，尽管该话题比较敏感，也还是有可能采集到有关针对女性

的暴力的可靠和有效信息，前提是访问员对该问题保持敏感并且接受了适当的培训。调查管理人

员也有责任从访问员的角度来准备和应对情感创伤，以防出现访问员因为反复听到暴力侵害情节

而受压抑的情况。认真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伦理道德和安全的建议（参见专栏 4.40）也很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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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0：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采集有关针对女性的暴力数据时的伦理和安全建议 

 被访者和研究团队的安全性最

为重要，这一点也应该是所有

项目决策的指导方针。 

 发生率研究需要有合理的方

法，并应基于已有研究关于如

何减少暴力行为漏报的经验。 

 保守秘密对于确保被访女性安

全和数据质量都是至关重要

的。 

 研究团队所有成员应当是经过

精心遴选并接受过专门培训和

持续支持的。 

 研究设计必须包括采取措施，

减少任何可能因为研究对研

究参与者造成的困扰。 

 现场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应

当能为请求援助的女性提供

本地可用服务和支持来源。即

使基本不存在什么资源，该研

究也很有必要创建短期支持

机制。 

 在协助确保研究发现被正确

解读和用于推进制定政策和

干预措施方面，研究者和出

资者负有伦理道德义务。 

 只有满足方法上和道义上的

要求时，有关暴力的问题才

能被整合到为其他目的而设

计的调查中。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 

参见： 

http://www.who.int/gender/violence/en/womenfirtseng.pdf 

 

如果被访女性在生活中遭受过暴力或者目前正与实施暴力的伴侣居住在一起的话，访问员一

般事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适合接受访谈。如果对被访者的实施暴力的伴侣知道访谈性质，访问员

有道德上的责任不让被访女性处于危险境地。通过培训并亲身体会，访问员可以判断被访者是否

具备继续配合有关暴力的访谈问题的必要隐私条件，以及被访者是否能够安全地畅所欲言。 

如果被访者解释问题的措辞不同于其他被访者，或者说大量问题没能披露她们所遭受的暴力

事件，则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都将受到影响。如果许多女性拒绝照实回答自己的受害经历，则会造

成对暴力低估。因此，有必要制定对被访女性的回答能够敏锐感知并且能让被访者选择何时及如

何参与访谈的创新性方法，从而鼓励参与访谈和坦诚披露暴力情况。 

针对女性的暴力调查很少是定期进行的，大部分都是临时性的专项调查。尽管这对提供基准

数据而言非常重要，但是能够测量随时间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目的。不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需

要可能会与不断发展的数据采集国际标准相冲突。 

针对女性的暴力专项调查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相比之下，在现行的调查中增加关于针对女性

的暴力的模块，成本较低。 

如果在现行调查中增加专门的模块，则现行的调查将同时处理类似的主题（例如健康、受害

等）。在开展全面调查之前，应当针对方法和调查问卷进行足够的试点。 

由于女性作为受虐最严重的群体有可能被边缘化和以其他方式被社会所排斥，因此在针对女

性的暴力调查中急需确定能够代表总体的一个样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仅限于成年被访者。

通常基于法律或道德的原因，不可能对较为年轻的被访者访问这方面的内容。 

抽样调查的方法本身并不能解决诸如贩卖和强迫卖淫等一些针对妇女的重要暴力形式。处于

这种情况之下的女性不会轻易接受访谈，因此需要专门和有针对性的研究，而不是进行随机性的

人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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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社会性别态度 

4.14.1 什么是社会性别态度 

可以对大多数话题进行分性别态度测量。例如，男性和女性是否对犯罪、卫生服务交付、如

废物回收和可持续发展等环境问题、教育和学习、资金管理以及各种关系等持有不同的态度。社

会性别态度往往是指人们针对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所持有的特定态度（这将决定人们对诸如

“男孩和女孩接受教育是同等重要的吗？”、“女性和男性同样能够成为好的政治领导吗？”、“女

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做好母亲和妻子吗？”等问题的看法）。态度既是创建性别模式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社会中性别模式的有力反映。不过，尽管有关社会性别的态度非常重要，但是国家统计

机构很少测量它们。 

4.14.2 为什么社会性别态度很重要 

态度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我们的想法和经验塑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反过来，世界也塑

造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态度可以根据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不同特点而有显著变化。这些

特点是相互关联的，有些看来属于社会性别差异的，实际上可能是由于其他社会人口差异造成的，

对于“态度”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尽管很难判断哪些因素对人们的观点有着最大的影响，但是

如果希望政策措施能够成功影响态度进而促进性别平等的话，对各种态度以及这些态度背后的价

值观的理解就至关重要。 

社会性别态度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学习和理解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的就业环

境已经发生转变，这对个人、住户和广大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试图实现工作、家庭生活

和社会生活的平衡。测量社会和人们在促进这些变化的道路上所设置的态度障碍非常重要。 

女性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似乎与年龄而不是受教育程度有更密切的关系。加拿大的一项调查

56发现，年轻女性与年长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回答说能够获得有偿工作对于个人幸福是重要的或

非常重要的，而无论她们的教育背景如何。例如，读过大学的女性当中，80%的 15 至 24 岁妇

女持有这种观点，而 65 岁及以上女性当中持有该观点的比例为 35%（见下图）。调查结果还表

明，男性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各个年龄段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上都差不多。 

 

                                                      

56 http://www.statcan.ca/english/kits/pdf/social/women2.pdf 



 

 

136 

 

 

 

4.14.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尽管国家统计部门对诸如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等结果进行了测量，但是它们大都不去测量影

响这些结果的态度因素。这些态度和观点对于延续社会性别不平等发挥了作用，因此应当充分和

定期地对其进行测量。它们与许多领域的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都是相关的，因此应该在这一方

向上进行更多的投入。传统僵化的态度和观点在试图改变或抵制性别关系的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针对具体国家政策的态度测量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非常有用，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新措施在

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或者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更多投入以赢得支持。例如，关于女

性参与决策问题的态度数据，可以测量对优惠政策等措施的总体支持水平，这对于制定实施策略

来说是很有用的。决策者们自身对于增加女性在高级决策层中代表性的态度也很有用。只有通过

测量才能正确评估为改变对女性领导力的态度所做的努力。 

在欧洲，1973 年以来欧盟委员会一直通过每年进行 2 到 5 次标准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来监测

其成员国的公共舆论演变，以帮助其编制文件、进行决策和工作评估57。针对欧盟委员会或其他

欧盟机构的各种服务，不定期开展深度的专题研究，并且将其整合到标准的欧盟晴雨表投票中，

据此发布专门的欧洲晴雨表报告。这些调查的主题涉及农业、生物技术、能源、环境、性别角色、

家庭、青年、老年、健康相关的问题、移民、减贫、区域认同、科学和技术、工作条件、消费者

行为、城市交通等。一个例子是 2008 年进行的“关于欧洲公民对核能和放射性废物的态度”的

                                                      

57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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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晴雨表专项调查（该调查是 1998、2001 和 2005 年进行的类似调查的后续调查）。虽然 54%

的男性赞成核电站的能源生产，但是女性中赞成的比例只有 34%。 

专栏 4.41 提供了一个在加拿大开展的关于学习态度调查的例子。专栏 4.42 描述了南非的性

别意见调查。专栏 4.43 简短描述了阿塞拜疆进行的一项针对社会性别态度的调查。 

 

专栏 4.41：加拿大学习态度调查 

“加拿大学习态度调查”自

2006 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由加

拿大统计局和加拿大学习理事会

一起合作来评估加拿大人与学习

和教育有关的需求、观点和知识。

该调查覆盖了当前重要的学习主

题：幼儿学习、系统性学习（小

学、中学和中专技校）、成人教育

或职业教育。2006 年开始覆盖关

于卫生问题的学习。 

 幼儿教育和系统性学习关注正

规教育的目标、质量和优先级。 

 成人教育或职业教育致力于回

答以下问题，如：成人参加职

业教育学习的动机是什么？参

加和不参加职业技能学习的成

人之间有何区别？ 

 健康和学习涉及加拿大人对健

康的总体学习；他们如何获得

与特定健康问题有关的信息；

以及更窄的范畴，是什么促使

人们学习有关健康的知识。 

调查结果对于那些帮助在学

习和教育领域中制定政策和服务

计划的人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这项调查有助于识别所存在的知

识差距和更深入地了解加拿大人

对学习的态度。 

来源：http://www.ccl-cca.ca/SCAL2009/ 以及

http://www.statcan.gc.ca/cgi-bin/imdb/p2SV.pl?Function=getSurvey&SDDS=5122&lang=en&d

b=imdb&adm=8&dis=2 

 

专栏 4.42：南非的社会性别观点测量 

1998 年下半年也就是南非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四年后，南非

开展了全国首次社会性别观点调

查。这项调查是由一个非政府组

织来代表作为全国监测性别平等

实体机关的性别平等委员会来进

行的。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总 

共访问了1,752 名年龄在 18岁及以

上的个人。调查由 10 个焦点小组来

进行，以测试问卷的设计情况。该

调查收集了大量人口统计资料，以

及与个人情况有关的事实。这些可

用于对不同群体女性和男性的意见

进行对比，并且提供了关键性别实 

际情况的描述。该调查的主体部

分是了解女性和男性在文化、传

统和宗教；劳动分工；决策；社

会需要；权利和法律；性行为；

以及宪法、政府和政治等方面的

情况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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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3：阿塞拜疆的社会性别态度调查 

《 阿 塞 拜 疆 人 类 发 展 报 告

2007》提供了 2005 年曾在阿塞拜

疆（或任何其他独联体国家）开展

的第一次社会性别态度全国调查结

果。本报告旨在识别社会性别态度，

分析其对该国性别平等的影响，从

而激发针对阿塞拜疆社会中男性和

女性地位的公开讨论，促使国家采 

取可确保更大程度性别平等的政

策行动。 

全 国 范 围 的 调 查 共 涉 及

1,500 名被访者。 该调查进行了

80 个焦点小组的访谈，以及与 50

多名专家（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 

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性

别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

该报告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

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家庭、女性和

儿童问题国家委员会合作完成

的，并且得到了挪威政府的资金

支持。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塞拜疆（2007 年） 

 

4.14.4 数据采集的建议 

态度是很难测量的。通常情况下，通过关于某一问题的多种陈述来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或不

同意时——可能的回答通常包括非常同意、同意、不知道、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通常被称为

李克特五分量表法）。有时将对问卷的回答合并起来生成关于该问题的态度量表。有时在问卷中

并不给出中性回答/中间类别，以便引导被访者拿出自己的立场；或者至少在访谈时不把这一项

读出来，在被访者自发地使用它时才进行记录。在有关态度的调查中，所使用的选项设置、问题

的措辞和顺序等甚至比在有关经历和事实的调查中更为重要。问题陈述往往会诱导出社会期望的

答案，而不是真实地反映了被访者的态度。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对一系列关于态度的陈述内容的

回答对行为有着很好的预测作用。 

一个用于测量社会性别态度的语句列表的例子来自荷兰。荷兰政府认为，态度是女性和男性

之间权力结构不平等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在过去几年发动了多起运动以提高认识和改变态度。

在十年行将结束时，政府制定了妇女解放监测工具，并且针对许多与妇女解放有关的问题安排了

专项调查。被访者针对下面每一条语句陈述需要表示他们同意、不同意，或保持中立： 

 当女人晚上外出后邀请男人共饮时，往往表示她愿意和男人上床 

 如果女人对性的进展说不，表示不愿意 

 如果男人给了女人臀部温柔的一巴掌，表示对她的恭维 

 男人在做爱中应当表现主动 

 如果男子已与女性结婚或保持着稳定关系，则他有权与她做爱 

 往往男孩和男性在与女性的性关系中太过强加自己的意志 

 如今女性对男性的行为解读为性骚扰的速度太快 

 如果男人打了他的妻子，他应该离开房子，而不是女人离开（后者的情况最常见）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警察应该保持沉默。 

在大多数国家，国家统计部门不可能组织一项只关注社会性别态度的调查。在欧洲所使用问

题的例子来自欧洲社会调查（ESS）。ESS 的中心目标是收集有关在欧洲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环



 

 

139 

 

境下不断变化着的价值观、态度、特征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数据58。该调查的目的是要测量和解

释人们的社会观念、文化规范和行为模式的分布情况，它们在一国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有何不

同，以及他们变化的方向和速度（EC，2006b 和 2006c）。 

数据采集每两年进行一次，方式为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的面对面访谈。该问卷由持续约半个小

时的“核心”模块外加两个“轮换”模块组成，其中“核心”模块在每一轮的调查中都保持相对

稳定，而“轮换”模块则是以一定的间隔进行重复，每一个模块都针对一个实质性的话题或主题。

核心模块中所覆盖的主题有：机构信任；政治参与；社会政治价值观；道德和社会价值；社会资

本；社会排斥；国家、民族、宗教认同；幸福感、健康与安全；人口构成；教育与职业；财务状

况以及住户情况。 

ESS 调查中的轮换模块与性别问题有关，主要关注工作、家庭和幸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处

理的是工作性质以及家庭性质和住户结构发生变化时对个人福祉的影响。将工作和家庭义务结合

起来的日常经历对于欧洲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福祉至关重要。该模块的目的是要了解当前的

工作、家庭和福祉等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模块包括以下有关家庭和工作的问题： 

 在欧洲，可以将现代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结合到何种程度？ 

 以何种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家庭和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满意度结合起来？

其中又有哪些问题？ 

 现代家庭和就业结构会如何影响性别关系？ 

 国家政策（诸如护理服务和保育假方案）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男性和女性兼顾工作和家

庭生活？ 

 一方面是就业机会和工作条件中的社会经济的和基于种族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家庭

安排，这两方面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吗？ 

 工作历史以及家庭事件和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人们在退休期间的社会和经济资源，

并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 

另一个关于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及女性角色的态度的例子来自加拿大。在 1995 年的综合社会

调查中，对加拿大人口的代表性样本询问了以下问题： 

 为了让你生活感到幸福，在家庭内部或者在家庭外部能够从事一份有偿工作是很重要、

重要、不是很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吗？ 

 你能告诉我你是否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下面的每一句话？ 

 上班的母亲可以和不上班的母亲一样与自己的孩子建立起温暖和可靠的关系。 

 参加工作是女性独立的最佳方式。 

 男性和女性都应当对家庭收入做出贡献。 

 如果父母双方都要上班，则学龄前的孩子会受苦。 

 工作也是对的，但是大多数女性真正想要的是家庭和孩子。 

                                                      

58 欧洲社会调查，http://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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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少数族群 

4.15.1 什么是少数族群 

在大多数国家里，都存在一些具有明显不同于主体人口特征的民族、文化、语言和/或宗教

背景的人口群体。这些群体通常被称为少数族群，因为它们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 

某一特定群体中的女性和男性在所担当角色、性格特点以及社会和经济环境等方面可能不同

于其余人口中的女性和男性。他们与社会中的其他人或其他少数族群相比彼此也不相同。 

在许多国家，反映女性和男性属于少数族群这方面现实情况的统计数据比较稀缺。这的确也

是实际情况，尽管国家的、地区的以及国际性机构对于少数族群和性别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

兴趣，而且一些国家在生产针对少数族群的性别有关数据时取得了重要进展。还有一种对数据稀

缺的解释是当同时考虑性别和少数族群的联合视角时所出现的测量挑战。 

4.15.2 为什么他们很重要 

需要通过女性和男性特定种族、宗教或民族归属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提高对包括性别在内的、

影响这些人口群体社会和经济及其成员生活状况的问题的可见性和理解程度。这方面数据特别重

要，因为少数族群内部的性别问题容易被那些关注总体性别问题、甚至被那些关注少数族群问题

的人们忽略掉。这方面数据有利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高对不同维度之间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的

认识，对于制定协调的政策和项目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也非常重要的（参见 1.3 节）。 

在许多国家，人口的种族和文化组成已经日益多样化，这主要是由于近期和过去移民流动的

结果。因此，关于特定民族、文化或迁移特性的人口群体的统计数据，对于许多国家理解人口的

文化多样性和这些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来说越来越重要。这方面数据在确定和监测移民、融合、

反歧视和少数族群政策方面非常重要。 

例如，移民安置问题和结果往往是重要的政策焦点，因为随着某些移民项目而到来的或来自

特定国家的人们在遇到不熟悉的环境从而需要调整到新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可能会比其他人面

临更多困难。在某些国家中土著人的福祉是政策焦点已经尖锐化的一个区域，这反映出对这些个

人的环境和生活机会的关注以及对他们的独特文化遗产的更大重视。 

像这种人口子群体内部的性别问题差异非常大，并且性别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对于定位政策以

及促进这些群体和和更广大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来说至关重要。不仅要为主体人口，而且

还要为少数族群来定期生产可靠的性别相关指标。 

解决一般性别问题的政策，例如促进就业或教育中的性别平等的项目或者支持家庭的项目，

在主体人口和少数族群中并不总是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这些群体中的女性可能会遇到一些特

殊的困难，而这并不被这类政策所覆盖。因此，需要详细的数据来对政策进行量身定制，从而可

以有效地解决少数族群的性别问题。 

另一方面，性别角色在促进各少数族群社区之间和/或主流人口和特定人口群体之间的沟通

与融合方面是很重要的。例如，公众的讨论往往集中在特定移民社区或种族社区内部的女性角色，

以及这一角色对于各个社区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上。需要完善的统计数据，为这些讨论提供依据

并支持推动相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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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少数族群的性别相关数据，对于展示属于各个少数族群的女性和男性

在进行相互比较或与社会中其他人群进行比较时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劣势地位这一点来说非常重

要。她们可能处于劣势的原因，不仅在于她们是少数族群的成员，而且也因为她们的性别。 

例如，根据抽样调查，有关就业或收入的统计数据可能不仅有全部人口的数据，而且在许多

情况下也有分性别、年龄、出生国别和家庭类型等进行分组的数据。不过，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汇

总，可能会掩盖属于少数族群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重要差别，不仅针对主体人口是这样，而且针

对少数族群之间也是这样。 

为了创建一个有关吉普赛人的人口状况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2004 年进行了一项

“弱势群体调查”。该调查是“吉普赛人融入十年”项目的努力之一（由中欧和东南欧的九个政

府在消除吉普赛人贫困、排斥和歧视方面所做的明确承诺），这也表明过去的数据采集方法往往

缺乏性别敏感视角和合适的种族维度。专栏 4.47 列出了主要改进建议。 

下面三个国家的例子表明采集和发布少数族群的性别相关数据的重要性。专栏 4.44 提供了

来自美国的例子，表明了性别和种族这两者对于监测该国收入水平和模式的重要性，因为这两个

维度共同形成了美国社会分层的标识。专栏 4.45 显示了英国各个种族群体的失业率。该专栏再

次表明，在种族社区内部的性别模式可以非常多样。 

 

专栏 4.44：2005 年美国按性别和种族统计的年收入中位数（单位：美元） 

2005 年，在美国全部人口中，

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年收入，而且

无论针对哪一个种族都是如此。特

别是最弱势群体西班牙裔白人中的

女性，收入水平是最低的。不过，

按性别的模式又是非常多样的：例

如，具有类似收入水平两个群体 - 

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阿拉

斯加原住民 - 表现出完全不同的

性别工资差距：前者男性和女性的

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为 20%，而后

者这一差距是 28%。而且，无论是

从相对还是从绝对的角度来说，最

高的工资差距均出现在主流人口中

（非西班牙裔白人），而在非洲裔美

国人中男性和女性的差距是最小

的。 

 

来源：人口普查局 http://www.census.gov/ac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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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5：2004 年英国分性别和种族的失业率 

虽然英国 2004 年总的失业率

相对较低（低于 5%）且性别差别

不大，但是在各个种族内部和种族

之间则有显著差别。特别地，巴基

斯坦裔社区中的女性有着较高的失

业率（20%），尤其是如果与同一群

体 中 的 男 性 失 业 率 相 比 的 话

（11%）。另一方面，也有的种族中

男性的失业率要高于女性，例如处

于失业的加勒比黑人男性占男性劳

动力的 14%，而女性这一比例则为

9%。 

 

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专栏 4.46 将澳大利亚土著女性的长期健康状况与土著男性和非土著女性的情况都做了对比。

通过对比发现，许多地方的调查数据显示土著人与更广大的人口相比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的

程度根据性别而有变化。 

 

专栏 4.46：澳大利亚土著女性的长期健康状况，2004-2005 年 

根据 2006 年度人口普查结果，

澳 大 利 亚 土 著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2.5%。可以使用各种数据来源，来

比较土著女性和男性互相之间以及

他们与非土著人之间的环境和收入

情况。 

例 如 ， 澳 大 利 亚 统 计 局

2004-05 年度开展了两项调查：全

国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健康调

查，以及国家卫生健康调查。通过

这两项调查获得的数据，可以比较

土著女性的健康状况与土著男性和

非土著女性的健康状况。通过比较

发现： 

 18 岁及以上的土著女性中

有 85%报告了至少一种长

期病症，土著男性中这一比

例为 77%。 

 土著女性中患多种病症的比

率也较高，有 68%的女性报

告患有两种或三种长期病

症，而土著男性这一比例仅

为 58%。 

 在对两组人口之间的年龄

差异进行调整之后，土著女

性与非土著女性相比，前者

患肾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

10 倍；患糖、尿病/高血糖

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以

上；患哮喘的可能性几乎是

后者的两倍。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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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7：200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吉普赛人开展的“弱势群体调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弱势群体调查”可能是针对

吉普赛人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调

查。调查访谈了东南欧国家中包

括吉普赛人和非吉普赛人在内

的约 8,273 个住户。本次调查

采用了相同的问卷，并且在所有

国家中都遵循了相同的抽样和

方法指南。 

为了解决性别和种族方面

数据采集的一些挑战性问题，提

出以下改进建议供考虑： 

 将性别和种族敏感数据一起进行采集 

 统计机构需要有能力为数据的隐私和使用提供必要保证 

 法律框架要能够很好地平衡隐私（个人数据）的保护和政策分析对

于匿名种族数据的需求 

 现有的数据采集系统要能够通过下述行为对种族和性别问题比较

敏感，例如： 

 对现有数据进行充分分组 

 开发足够的指标来涵盖更为广泛的情景 

 补充以住户为测量单位的数据采集 

 在数据的采集中覆盖少数族群社区 

 修订现有问卷，或者开发以性别和种族敏感性问题为重点的

新问卷。 

 在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合作和伙伴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必须确保符合数据质量标准（可靠性、一致性、实用性） 

 开发利用抽样调查工具来补充现有的行政登记数据的方法，即在特

定的研究主题中补充种族维度。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 年）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确定用于解决劣势问题的性别敏感方法，以及帮助将政府项目投入到最需

要的人口群体。 

4.15.4 数据采集的建议 

少数族群的定义和识别 

各种因素都可能阻碍少数族群的数据生产，因此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以生成有关性别和少数

族群的高质量数据。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对少数族群的定义要能有助于他们的身份识别。尽管确

定一个人的性别状态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确定少数族群的状态则要复杂得多。 

关于“少数族群”，并没有公认的定义。该名词本身并未用于许多国家的统计产出物中。不

同国家和地区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定义和识别其全部人口中需要统计数据的小群体。在决定哪些群

体应当独立识别以及要生成哪些统计数据类型等方面，用户的优先级是很重要的。而性别视角对

于每一个单独识别的群体而言都很重要。 

可以参考人的种族归属、民族出身、土著出身、血统、语言、移民身份或宗教信仰来定义感

兴趣的群体。也可以参考反映了特定国家中的政策优先级或社会问题的其他个体层面的因素来定

义这些群体（例如，残疾人、单亲父母、长期失业人员、老年男女、囚犯、同性夫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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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移民这一单独领域，有多种对人口群体进行识别和分类的方式（如下文所述），并且

许多群体相互重叠。每一个群体对于分析迁移和融合过程的不同方面来说都是相关的，并且代表

着不同方案和政策的可能目标。每个群体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具体国家、国家的立法和迁移的历史。 

其他领域也经常出现群体之间的重叠。例如，归属于某些民族群体、与归属于语言或宗教群

体、以及与基于血统归属于特定群体来说是明显分开的。当考虑这些不同方面时，个人往往同时

是各种不同群体的成员。对具有多种民族文化和/或移民特点的人口群体的数据进行数据的组合

采集和分析，可以为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提供更多信息。 

用于识别某些群体类型的标准 

为了方便本节其余部分的讨论，少数族群被限定为基于人的种族、文化或移民特点的那些群

体。往往有两种主要方法用于定义和识别这种少数族群：基于主观标准的少数族群，以及基于客

观标准的少数族群。有时候，使用这两种方法的混合。 

主观标准方法 

基于主观标准的方法以个人自我申报为中心。当试图找出具有同质文化特征的人口群体时，

自我申报通常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许多国家用于识别诸如土著人等一些群体的唯一选择。不过，

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例如在不同个人和不同时间点上对属于某个少数族群的认知是变化的，

这会影响到数据的可比性。此外，有关种族或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敏感性也对数据质量有影响。 

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背景下，欧洲统计人员大会建议有关种族-文化特性的数据采集应当

始终基于其本人自由的自我申报，因为这种信息一般是主观的，有时是敏感的（2006 年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收集有关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数据的问卷应当包括开放式问题，以允许

识别出较小群体。被访者也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一个以上种族归属或多个种族归属组合的意愿。

为了保证对种族的自我申报的自由，也应该允许被访者表示“无”或“未声明”。 

客观标准方法 

对于与移民流动有关的少数族群，在识别相关群体时可以使用基于人员的移民背景的客观方

法。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群体可以基于诸如国家或出生国或出生地、父母的出生国、抵达东道国

年份和/或公民身份等所记录的个人特征来进行识别。通常认为这些特征是不敏感的。此外，这

些特征随着时间流逝相对稳定，并且容易为被访者所理解。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反映被访者的种族

文化背景，但是如果个人自我申报方法不可行的话，它们有时候会提供关于被访者的代理信息。

不过，对第三代及其后几代成员的识别，则只有通过了解其祖父母的信息才能够做到。 

在涉及对移民群体的识别方面，欧洲统计人员大会建议为 2010 年人口普查在数据采集主题、

采集模式以及问题措辞中要解决的问题方面提供有益的指导（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6b）。 

专栏 4.48 总结了用于定义和识别少数族群的这两种基本方法的主要优点和缺点，例如移民

背景和个人的种族文化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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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8：用于识别少数族群的基本方法的优缺点 

方法和识别标准 优点 缺点  

移民背景 

（客观标准方法） 

 出生国家 

 出生地区 

 父母出生国家 

 公民身份 

 这些通常不是敏感话题，容

易采集、编辑和发布，并且

往往都能采集到。 

 如果报告的国家为外国，则

反映了个人或其父母经历的

移民过程。 

 公民身份也能检测出由于法

律障碍导致了较高歧视概率

的群体。 

 出生在国外，或有外国籍父

母，或有外国的公民身份，

并不必然表明他的少数族

群状态。 

 这些概念可能无法反映个

人的文化背景。 

 无法对第三代及之后几代

进行识别。 

民族和文化特性 

（主观标准方法） 

 种族 

 民族 

 血统 

 宗教 

 语言 

 基于自我申报。 

 更好地识别具有类似文化和

/或种族背景的人口群体。 

 种族和民族状态或宗教信

仰方面的话题可能高度敏

感。 

 难以捕捉到多个归属关系。 

 随着时间流逝和代际传承

而有改变。 

 

其他方法 

要很好地识别一个国家第一代和第二代居民的种族背景，也可以在血统、种族或文化渊源方

面使用自我申报方法，并且将有关出生国和父母出生国等信息结合起来。在有些国家，这些信息

对于将服务有效递送到特定种族社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一个国家在识别特定群体（如土著人）方面有普遍公认的标准，则应尽可能使用该标准

措辞以便能够为该特定群组获取数据。这有利于在不同数据来源中进行完整和一致的记录，以便

于进行跨主题和跨时间的比较。 

用于测量较小人口群体的数据来源 

为了少数族群性别分析的目的，需要有关于女性和男性成员生活的数据。这就需要每个群体

能有根据诸如年龄、就业特征、教育地位、资源获取、卫生条件和产出结果等一系列人口和社会

经济变量进行性别交叉分类的数据。由于少数族群代表总人口中的较小、甚至很小的比例，因此

这给数据采集带来方法上的挑战。 

用来采集这些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人口普查、住户抽样调查和行政记录。有些方法上的挑战对

于所有这些信息来源来说都是共同的，诸如定义感兴趣的少数族群和设计合适的问题，以便一致

性地对其成员进行识别和分类等。其他方面的挑战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国家背景总



 

 

146 

 

是会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产生重要的影响。 

人口普查 

当在人口普查中包括用于识别少数族群的问题时，这一来源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数据，以测

量每一个群体中女性和男性成员社会和经济状况。它还可以为特定的地点提供地理精度级别的数

据，这对于分析不同社区内的少数族群问题是很重要的。然而，普查之间的间隔一般很长（例如

10 年），并且普查通常并不包括比较详细的社会和经济主题。 

住户抽样调查 

与人口普查相比，住户抽样调查所提供的数据通常时间间隔更短，而且能更全面地覆盖各个

主题。不过，样本规模和样本设计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可以在调查中包括少数族群状态指

标，不过除非样本足够大，或者有一些特殊的设计特征，否则无法采集到较小的人口群体可靠的

分性别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常规性的住户调查来提供非常有用的一些少数族群的性别相关数据。

例如，通过在劳动力调查中添加适当的少数族群状态标识和/或问题模块，有些国家已经能够生

成一定量的诸如移民或土著人等群体的特征和经验的数据。由于在某些样本单元中代表少数族群

的样本量较少，因此较为详细的结果可能在统计上不显著，使得以这种方式来使用为其他目的而

设计的样本时需要格外小心。还可能存在一些其他的具体涉及到该群体的数据质量问题。 

有时候可以对用于特定调查的样本规模和/或设计进行调整，以便为少数族群生成可靠的结

果。例如，可以对有些地区或少数族群进行过度抽样，以便能够为这些群体采集到有代表性的数

据。如果少数族群集中在一些通常难以进行调查的地理区域或者住宅，也需要对调查的覆盖范围

进行调整。这对调查的抽样框具有重要的启示：如果现有样框不能充分覆盖有关的少数族群，则

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新。 

当特定群体的数据具有较高的优先级时，有些国家会对属于该群体的人们进行专项调查。在

这些情况下，可以根据为该群体生产相关的和可靠的数据这一任务，对样本设计、样本量、调查

范围、主题内容、问题、实际访问等进行调整。也可以通过对广泛的主题进行详细的交叉分类，

来对产出进行量身定制。在设计和开发这些调查时，可能会出现其他一些挑战。例如，在针对整

个人群进行相同主题的调查，以及针对该群体进行专项调查时，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行政记录 

当少数族群状态是由移民背景来决定时，行政记录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如果土著人的状

态有记录，行政记录也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当在相关行政管理系统（例如出生和死亡登

记、医院记录、学校记录、报警记录等）中包含有关土著人状态的标准问题情况下，并且实现对

所感兴趣人口的良好覆盖，则可以在涉及政府项目和服务提供的众多主题方面生成重要的性别相

关信息。这种数据可以对通过普查和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补充。 

访问策略 

在整个统计数据生产过程中，应当征询有关少数族群代表的意见，以确保透明度，确保该群

体中的女性和男性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问题，并且鼓励该群体积极配合提供数据。无论使用何种

采集方法，都应当将数据采集的意义和准确回答的重要性告知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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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少数族群在普查和调查中要配合访问特别困难。可能的情况包括例如，识读或说讲官方

语言有困难的种族群体、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土著人、以及无家可归者。因此需要采取特殊的访问

策略才能有助于从这种群体中的女性和男性那里获得可靠的数据。 

专栏 4.49 基于澳大利亚的 2006 年人口普查，提供了一个特殊访问策略的例子。 

 

专栏 4.49：澳大利亚 2006 年人口普查中土著人访问策略 

澳大利亚 2006 年人口普查中

使用了专门的程序来确保尽可能全

面地覆盖特殊群体。针对土著人、

民族群体和无家可归的人分别制定

了单独的策略。 

土著人访谈策略包括专门的采

集程序和普查宣传活动，以提高土

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人数的覆

盖面和准确性。它识别和处理文化

及其他方面的障碍，以便能够对分

散的社区以及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住

户成员进行有效的访谈。2003 年成

立咨询委员会，将诸多利益相关者

都包括进来，用以指导策略制定。 

专门的采集程序包括使用土

著管理人员来联络土著社区，以建

立良好关系；广泛地咨询土著人组

织和社区；开展专场招聘，确保尽

可能雇佣土著人来帮助进行数据

采集；访谈方法更加灵活，通过调

整策略来适应社区特点和具体情

况；在指定的个别社区中使用专门

设计的表格和附加问题，来提升高

覆盖范围和数据质量；在偏远地区

的许多土著人社区中使用访问员

来访问而不是自填问卷的方式；对

许多边远地区的人口普查访谈开

展独立观察。 

宣传活动旨在鼓励土著人参

与人口普查。活动包括在报纸上

刊登文章，用土著语言进行介绍，

电台和电视台采访，以及发布信

息小册子等。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6b，2007a 

 

法律框架 

在有些国家，经常引用数据保护法来禁止采集有关民族、种族和/或宗教的数据。这里的禁

止仅指采集能进行个人识别的数据，但是仍然可以在严格的条件下采集一些匿名数据。如果是这

样，则统计部门可以调整他们的采集和处理程序，以便遵循法律框架来获得匿名数据。 

政治和文化背景 

自行报告有关种族文化状态的信息存在许多挑战。其中，对所涉及的概念及它们的政治和文

化内涵的诠释就是一个挑战。例如，可能很难识别被访者声称属于特定种族背后的实际意义。这

可能是对自我认同的陈述，也可能是对特定血统的宣称或对特定群体归属的表达。 

这些个人的认知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通常取决于该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否安定或者

有利于个人识别其少数族群状态。 

少数族群所处的正面环境可以鼓励他们很好地进行报告，而负面环境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特别是，属于某些少数族群的人们可能特别容易因为种族或宗教的原因而受到歧视。正因为如此，

个人可能会不愿意被确定为该群体的成员。一个例子是在中东欧国家的吉普赛民族。尽管官方统

计数据中有吉普赛人的人数，但是支持者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些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实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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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个人因害怕报告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受到歧视。 

数据保密性 

如果被访者有保密方面的担忧，则获取有关种族文化背景的可靠数据就会有困难。立法保护

个人资料隐私可能有助于让少数族群的成员识别他们的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由于不信任政府和

/或害怕让社会了解少数族群而仍然缺乏识别身份的信心。在针对这些群体的数据采集流程和产

出物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以向被访者证明已经采取了恰当的数据保护和控制措施。 

移民子群体的覆盖 

在有些国家中可能需要特别的程序，来确保在进行调查时不会忽略特定类型的移民。例如，

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外国女性为住户从事家务和看护工作，她们的工作在数据采集流程中就容易

被忽略。有关不同移民子群体的特征信息，对于了解与他们福祉有关的问题以及分析他们在更大

社区内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非常重要。 

由于“人口贩卖”而导致的个人被迫迁移可能涉及许多国家：有些可能是贩卖人口的来源地，

有些可能是贩卖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可能同时有上述情况。考虑到这种活

动的非法性，任何国家想要采集到有关被贩运人口群体的全面统计数据都是不可能的。不过，可

以利用一些行政记录（例如来自福利服务、移民服务和刑事司法系统的数据）来生成一些暴露出

来的案例的性别相关统计数据。 

数据发布和分析 

在许多国家中，在更好地利用现有数据来描述少数族群之间和内部的性别问题方面还有很大

潜力。例如，东欧国家在人口普查中有着悠久的种族数据采集传统，但是其按性别和种族分的社

会经济数据仍然有限。改进数据的发布和获取对于实现更大程度的数据利用来说通常是很关键的。

更好和更方便地获取采集方法和结果可靠的有关信息也很重要。 

在展示有关少数族群的统计数据时，年龄标准化对于比较一个少数族群中的个人和其他少数

族群中的个人或者与总人口进行比较是很重要的。在不同人口群体的年龄结构显著不同并且感兴

趣的变量与人的年龄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对未经调整的数据进行比较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4.16 社会排斥 

4.16.1 什么是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一般是指在所生活的社会中一个人不参与大多数人都能正常参与的各类关系和活

动的情况。社会排斥反映了某种联接的缺失，这本质上是多维的，并且由其所生活的社区、社会

和物质环境所塑造。社会排斥既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影响到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公平和凝聚

力。 

社会排斥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过程：逐步帮助人们融入社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

面制度拒之门外的过程。其中可能涉及资源、权利、商品和服务等的缺乏或被拒，以及无法参加

主要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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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剥夺和社会排斥是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叉的概念。它们共同涵盖了人们对术语“社会

弱势”的理解，其中包括资源获取的限制、参与的缺乏，以及机会的阻碍。贫困的焦点往往是缺

乏达到一个可接受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资源，而社会排斥则具有更为广泛和不同的维度。特别是，

社会排斥不仅限于个人的资源缺乏，还包括个人缺乏满足日常需要的能力，以及体制结构和社区

态度在生成限制参与的障碍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障碍可能涉及一些歧视性做法，语言或文化因

素，或是法律或监管限制等。 

社会排斥具有多种形式。通常所感兴趣的诸多维度包括： 

 经济资源（例如，以低收入和剥夺来衡量的贫穷，或者具有较低的资产水平或较低的

消费能力）；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例如，失业很长一段时间，或者生活在一个失业的家庭中）； 

 获取服务（例如，无法充分获取诸如公共交通、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或居家基本服务

等关键性服务）； 

 社会关系（例如，在个人生活的关键领域没有人提供支持，没有社会关系网络，或者

远离政治和公民活动等）。 

4.16.2 社会排斥为什么重要 

在许多国家，社会排斥被认为是影响绝大多数女性、男性和儿童福祉的主要问题。有些人口

群体尤其弱势，而且负面影响可能会波及到更大的社区范围，冲断社会纽带，打破社会凝聚力。

性别差异和不平等是社会排斥的一个基本特征。 

需要有数据才能了解社会排斥的性质和程度、与这种弱势有关的风险和途径，以及其对个人、

家庭和一般社区的影响。要从性别视角来了解其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提供分性别以及其他人口变

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对于研究合适的政策应对，制定方案以解决消除障碍和能力建设问题，以及监测这

些方案是否成功至关重要。 

许多国家社会政策的核心环节就是制定出旨在消除社会参与障碍、加强能力建设和鼓励社会

融入的措施。例如，欧盟已经通过了一项社会融入框架，该框架处于欧盟社会政策制定的核心并

且与所有成员国以及寻求加入成员国的国家相关。它反映了《欧洲社会宪章》中的基本权利：“反

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权利。 

专栏 4.50 概述了欧盟社会融入战略的目标，并且讲述了它如何推动整套社会融入指标的设

计，以用于监测各成员国的进展。只要被判断为具有相关性和有意义，就可以按性别对指标进行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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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50：欧盟社会融入战略与指标 

欧盟社会融入战略的目的是通

过确保下述几点，从而“在消除贫

困和社会排斥方面产生决定性影

响”，即：通过预防和解决社会排斥

并且对抗导致排斥的各种形式歧

视，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参与社会

所需的资源、权利和服务；通过促

进劳动力市场参与，以及消除贫困

和排斥，使所有人都能积极融入社

会；社会融入政策要进行良好的协

调，涵盖各级政府和相关角色，并

且社会融入政策非常高效和有效，

能够纳入所有相关公共政策当中。  

各成员国需要监测大量公认的

社会融入性指标的进展情况。这些

包括分析当前社会排斥情况、识别

关键性挑战、回顾现有政策的有效

性，以及识别未来关键优先事项。

在欧盟社会融入过程的大背景下，

贫穷和社会排斥都是相对的概念，

它涵盖收入、耐用必需品的获得、

教育、医疗、良好的住房条件，以

及到劳动力市场的距离等方面。 

从 2006 年 6 月开始，这些指

标包括 11 个一级指标、3 个次级

指标和 11 个背景指标。大多数指

标都根据年龄和性别进行了分组。

一级指标只包含一些用于描述贫

困和社会排斥的各个维度的最为

重要的指标。它们是： 

 贫困风险发生率（其人均可

支配收入低于对应的全国收

入中位数的60%的0岁以上

人数所占比例） 

 持久的贫困风险发生率 

 相对中位数贫困风险差距

（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0 岁以

上人口的收入中位数和贫困

线本身之间的差距，表示为

该差距占贫困线的百分比） 

 长期失业率 

 生活在无工作住户中的人口 

 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的提前

离校生 

 移民的就业缺口 

 物质剥夺（具体指标待开发） 

 住房（无家可归、居住成本

和体面居住）（具体指标待开

发） 

 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组的自我

报告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因为资金困难、等待时间

或路途太远造成的） 

 儿童福利（具体指标待开

发）。 

来源：欧盟委员会 2006b – 2008 年 4 月更新 

 

4.16.3 统计数据的附加值 

要了解和解决社会排斥的分性别特点，重要的是要有关于其各个维度的可靠的分性别统计数

据。在社会排斥的许多常用指标中，性别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女性在有些领域中更可能遭受较差

的结果，而男性则在其他一些领域会有此情况。性别差距的幅度随着所分析的社会排斥的维度而

变化，并且其随时间推移的趋势可以表明性别差距是在扩大还是缩小。 

对于理解许多国家人口中特别弱势的群体所存在的社会排斥的程度和形式来说，性别视角也

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有些弱势群体主要由女性组成，例如单亲父母。社会排斥风险中性别和年

龄的交叉问题是另一个比较复杂和不断变化的领域。 

有关这些性别差异的数据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项目经理、服务提供商和研究人员识别那些

最需要支持的人群的特点，并且采取合适的、性别敏感的战略和干预措施来解决人们正在经历的

不同形式的弱势问题。 



 

 

151 

 

性别相关信息也有助于为有关社会排斥的公众讨论提供信息，并且有助于评估该领域内国家

目标实现的进展情况。 

例如，欧盟社会融入指标可以提供性别分组，这对于监测欧盟成员国有关预防和减轻贫困和

社会排斥这一目标的实现进展非常重要。专栏 4.51 使用欧盟社会状况报告来突出强调了性别相

关信息的类型，这些有助于分析和评估这些国家中的政策措施。 

 

专栏 4.51：欧盟国家中社会融入指标的性别分析 

《2005-06 年度欧盟社会状

况》报告中强调了机会平等对于确

保足够家庭收入和消除贫困的重要

性。在涉及社会融入的性别相关发

现中： 

 女性的贫困风险发生率比男

性高出 3 个百分点。 

 单亲家庭（通常是单亲母亲）

遭受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

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这往往反

映了要协调好全职工作与家

庭义务的难度。他们中的三分

之一正在遭受贫困和社会剥

夺。 

 高于贫困风险平均水平的其

他各组包括独居女性、独居老

人、有 3 个或 3 个以上孩子的

夫妇。对于生活在无工作住户

且有孩子的人口群体，风险尤

为突出。 

 贫困风险最高的人口群体

（单亲父母和抚养 3 个或 3

个以上孩子的夫妇）只能负

担低质量的住房。 

 老人、单身人士和单亲父母

在必需品方面的花费最有可

能占其可支配收入的较高比

例（接近 60% ）。 

 移民女性面临着特殊的挑

战，他们在 2005 年的就业

率比欧盟国家的同行们低

15 个百分点（而男性的这一

差距较小，为7.7个百分点）。

该报告认为，这些数据表明，

有必要加大努力以确保社会

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以及

更好地利用移民女性的就业

潜力。 

 女性工作收入对于住户的

生活水平来说日益重要。对

整个欧盟的儿童贫困进行

分析表明，当母亲参加工作

时，儿童贫困率要降低 3

至 4 倍。 

 18-24 岁的人口当中，相

比于男性（18%），女性未

读完初中教育同时也不接

受教育或培训的比例更低

（13%）。在提早离校生

中，贫困风险发生率要高得

多。 

 女性中间长期失业的情况

比 男 性 更 普 遍 （ 女 性 为

4.6%，男性为 3.5%）。 

 无工作住户中的人口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性至

少是有工作住户中的人口

的 3 倍。年龄 18-59 岁的

人口当中，有 11%的女性

和 9%的男性生活在这类

住户中。 

来源：欧盟委员会，2007a 

 

无家可归是社会排斥的极端形式之一。在许多国家，它是一个持续的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有

一系列的项目来帮助无家可归者。这些项目会针对有不同需求的人，例如逃避家庭暴力的妇女和

儿童、单身男性或女性、年轻人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关于无家可归人口的社会特征和地理分

布的可靠信息，其中包括他们的性别和年龄。专栏 4.52 通过澳大利亚的例子介绍了性别数据如

何支持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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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52：澳大利亚无家可归者的性别维度 

无家可归者是澳大利亚最被边

缘化的人口群体之一，他们的状况

近几年来也在发生改变，从主要以

老人和独居男性为主，到包括有更

多女性、年轻人和家族成员。已经

确认对这些改变产生影响的因素包

括不断增多的家庭细分、劳动力市

场的改变，等等。这些发现来自对

2001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的分

析研究，并且使用行政和调查数据

进行了修正，以估计 2001 年无家

可归的人数。 

其他与性别有关的发现包括： 

 2001 年的 99,900 名无家可

归人员中，男性占 58%，女

性占 42%。在 34 岁以上年

龄组中，男性占到无家可归

人员的大约三分之二。 

 除了在支援型住宿中男性只

占 47%以外，在无家可归人

口的每一个类别当中，男性

人数都比女性人数多。支援

型住宿的机构包括许多庇护

妇女逃避家庭暴力的庇护

所。 

 虽然无家可归的人口中男

性居多，但是与 30-40 年

前相比，现在女性也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 

 最突出的是在旅舍中男性

占主导地位（72%）。露宿

的男性（61%）和住在朋友

或亲戚家的男性（53%）也

多于女性。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3 

 

4.16.4 数据采集的建议 

措施类型 

对于社会排斥、贫穷和剥夺这几个相互交叉的概念来说，目前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并且在不

同国家所强调的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这反映了不同国家社会条件的巨大差异和不同的国家优先战

略。要制定社会排斥的性别相关措施，一个关键的挑战是要确定在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最需要什么

样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优先级来描述当前所存在的社会排斥的性质和程度，并且识

别新出现的趋势。这可能需要针对特定类别人群所遭受的多方面的弱势情况进行测量，其中包括

对他们生活和对更广泛社区的影响。在其他情况下，焦点可能是某些个体被社会所排斥的风险。

这可能需要有与社会排斥（或者社会融入）的特定维度有关的系列指标。 

无论选择哪种方法，对随时间推移和跨不同人口群体产生的变化的测量值，以及其按性别的

分组，都可能对支持思辩很重要。还有可能需要有关社会融入的背景信息，例如全部人口在关键

活动方面的参与程度。 

数据来源 

许多不同的数据来源在生成社会排斥的测量值方面都非常有用。虽然人口普查、住户抽样调

查和行政记录都可以提供宝贵的性别相关信息，但是最重要的数据来源取决于所需要的测量值的

类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结合不同的数据来源来得出诸如无家可归等有关社会排斥特定

方面的综合测量值。专栏 4.53 根据欧洲的经验，更加详细地考察了对测量无家可归非常有用的

各种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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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53：欧洲无家可归情况的测量 

欧盟委员会于 2005 年发表了

一份《欧洲无家可归情况测量》报

告，该报告识别了用于设计信息库

以测量欧盟成员国中的无家可归和

房屋被剥夺情况的方法和实践做

法。 

它确认了不同数据来源在针对

不同类别无家可归人员的数据采集

中的作用和价值。特别是： 

 关于居住在应急宿舍和无家可

归人员宿舍中的人员信息，可

以从服务提供商所持有的客户

记录系统中获得（例如，隔夜

避难所，无家可归者的旅馆，

妇女庇护所） 

 行政数据可以提供生活在机

构中的人员信息（例如：医疗

保健机构，惩教机构） 

 调查资料可以用来获取关于

露宿人员的信息（例如，在街

头或没有庇护的公共场所）以

及由于缺乏住房而临时与家

人和朋友合住的人员。 

 人口普查数据可以提供由于

缺乏住房而生活在非传统民

居中的人员信息（例如，移动

房屋，临时建筑），以及在某

些情况下临时与家人和朋友

生活在一起的人员信息。 

该报告还指出，可以结合使

用不同的资料来源，这也是测量

无家可归人员的战略的重要部

分。该报告中所提出的方法问题

包括：需要标准的核心变量、需

要服务提供商的完整目录，以及

使用唯一标识符以尽量减少重复

计算等。 

来源：欧盟委员会，2007b 

 

有关收入、支出和/或财富的调查对于提供与社会排斥的经济资源维度有关的测量值特别有

用。例如，它们可以用来识别低收入、低资产和低自由裁量支出的住户和个人，并且分析他们的

特点。它们也可以用于生成财务压力的测量值。同样，劳动力调查对于考察社会排斥的劳动力市

场参与维度是很有价值的，诸如长期失业或无业住户。用于分析一系列社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

生活条件调查，在研究社会排斥的社会关系维度方面，以及不同维度之间相互作用方面很有价值。

例如，它们在识别面临各种不利状况的人们和理解他们的处境方面很有用。 

纵向调查或横截面调查中的纵向元素可以帮助了解诸如低收入或无工作等特定情况的持续

性，以及其中涉及的因果路径和转型。这种调查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由欧

盟成员国于 2004 年发起。调查既有横截面的组成部分，也有纵向的组成部分，采集关于收入和

生活条件的数据，并且是生成欧盟社会融入方面常用指标的关键数据来源。 

有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调查，因为那些与主体人口有关的调查不能充分

覆盖到那些不参与社会活动或者极易在调查中被忽略的人群（例如，样本可能太小，或者样本的

设计可能排斥了某些生活条件）。由于社会排斥通常关注人们遗漏的事情，因此当许多数据来源

通常关注识别人们实际所做了的事情时，就可能会遇到问题。 

在许多国家，行政记录能够提供有关社会排斥的信息服务获取维度的某些方面的信息，例如

使用特殊支援设施来满足基本的住宿、医疗、交通等需求的人口特征。不过，用这些来源的数据

研究排斥问题时也可能有局限，因为许多易在调查中被忽略的人群可能不使用这种服务。另一方

面，对于一些本身就与社会隔绝的机构中的特殊群体，诸如监狱和教养设施中的群体，行政数据

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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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标准的作用 

对于那些希望获取比较综合性的社会排斥测量值的国家来说，构建一个框架是非常有用的，

其中可以系统地考虑不同的维度，可以定义每一个维度的特定指标，并且可以确定用于得出每一

个指标的数据项。这种框架在展现和分析结果时也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在某些情况，也可以按照与国际或国家标准和准则相一致的方式来定义指标，以生产特定领

域内的数据，诸如失业或收入等。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不存在相关的标准，则需要从头开始设

计指标。 

有些国家已经认识到，要生成与社会排斥直接或紧密相关的某些主题的有用测量值，例如金

融排斥、物质匮乏、资金紧张、住房压力和情绪健康等，需要相当多的设计开发工作。 

低经济资源指标 

对于多大程度上人们处于最低生活标准以下以及处于最低生活标准以下的人数，目前还没有

广泛认可的测量指标。这些人可以被认为经历着贫困或社会排斥，或者是面临陷入贫穷或遭到社

会排斥的风险。不过，可以测量具有较低经济资源水平的住户的经济状况，诸如收入和财富等，

他们的生活水平更可能低于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还可以识别具有较低支出水平并且因此也潜

在具有较低生活标准的住户类型。一旦已经识别出这种住户，就可以分析他们的特征，包括这种

住户中的个人的性别、年龄和其他特征。 

在住户收入是大多数住户的经济资源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住户收入是住户经济状况的关键

决定因素。不过，这不是唯一可用的经济资源。财富水平较高的住户可以利用这些资产来维持一

个较高的生活水平。有些国家生成与那些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都比较低的住户有关的测量值。例

如在澳大利亚，所生成的这种测量值覆盖了收入和财富都处于最低的三个十分位数中的住户。同

样地，可以对处于这种低经济资源群体中的住户的支出与总体中的所有住户的支出进行比较。 

在识别低收入住户、或者低经济资源或支出的住户方面，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国家

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并且目的也不相同。许多方法涉及按照等价收入、资源或支出的大小顺序来

排列所有住户，并且参照这一分布来取其中的中位数或平均数测量值。在设计这些测量指标时，

要优先选择住户资源而不是个人资源，因为考虑到通常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与住

户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着资源共享。但是这一假设并不总是真的：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女性可能

无法获得家庭收入和财富（参见 4.8 节）。 

即使不存在资源转移的情况，住户成员也可能从因为共享住房而带来的规模经济中受益。然

而，通常住户越大，则需要更高的资源水平，以维持与较小住户相同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成人

的需求通常大于儿童的需求。为了协助分析不同住户的相对福利，通常需要使用当量因子来对住

户资源的估计值进行调整，以便对住户的规模和构成进行标准化，同时也要考虑到因共享住房所

带来的规模经济。虽然目前还没有标准的当量尺度，但是修订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量尺度

已经被许多国家广泛接受。 

资金压力指标 

由于没有标准的方法来测量住户可用的经济资源总量或者测量住户的资金需求，因此考察住

户的一些经济状况指标会很有用，这些指标能够更加直接地识别出生活水平有风险或者实际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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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低可接受生活水平的人群。例如，用于识别遭受着较高资金压力的住户类型的指标，可能会

指向那些最有可能具有非常低生活水平的人群。专栏 4.54 使用澳大利亚的例子，对这种综合性

指标进行了说明。 

 

专栏 4.54：澳大利亚的资金压力指标 

澳大利亚开展的几个全国住户调查已经包括了关于资金压力的问题。被访者被问到许多关于在过去 12 个

月内资金压力潜在征兆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遇到各种现金流问题，例如无法按时支付账单；或者他们是否

承担不起各类活动支出，例如每两周一次的夜生活，或每周一次的特别用餐；或者他们是否因为资金短缺而

没有食物或供热。 

根据所报告的信息，设计了高资金压力指标。一共涵盖了 15 个单项资金压力指标。处于高资金压力的住

户中的人口被定义为 15 个单项指标中满足 5 个或 5 个以上的住户中的那些人。 

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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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善性别统计数据的使用 

5.1 统计数据传播 

5.1.1 什么是统计数据传播 

统计数据传播包括为促进对数据的认知、理解和使用而进行的活动。 

要开发和推销出任何产品或服务，第一步是确定用户是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一旦产品已

经准备好投放市场，就需要通过推广和营销活动告诉用户如何获得该产品，以及用户为什么需要

该产品。换句话说，该产品是如何满足用户需求的。 

具体到性别统计数据而言，同样适用上述总体原则。性别统计数据的受众非常广泛，在制定

推广策略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5.1.2 统计数据传播为什么重要 

性别统计数据的价值在于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性别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统计数据传播来推广

性别统计数据的使用并向不同的统计数据用户阐明其价值。 

国家统计部门的特点通常是产品导向而不是客户导向，不仅性别统计如此，其他统计领域也

是如此。例如，如果国家统计部门的工作仅止于发布有关“女性和男性”的出版物，认为这样做

已经尽到了性别统计数据的义务，但会限制住该项工作的价值和他们对性别问题的应对能力。 

大部分数据生产者都认为他们生产的数据没有得到尽可能充分和有效的利用，这种说法用在

性别统计数据身上甚至更为准确。这是因为有关性别的数据有时根本就没有公布，或者至少在公

布之后也无法获取和使用。既然认识到性别差异是如此重要，就需要多做些努力以确保性别统计

数据被充分使用。 

目标群体 

对于性别统计数据传播来说，重要的是识别数据的不同目标用户群体。下面是各种核心的目

标群体： 

 促进平等机会的政府机构 

 其他政府机构（劳工、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 

 作为独立非政府组织或者隶属于政党、贸易联合会、议会、地区和市政当局的妇女组

织和女权组织 

 大学里的网络、院系和图书馆，以及关注平等、机会平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性别问

题的其他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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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图书馆 

 妇女杂志、公开出版物和信息中心 

 反骚扰或反暴力侵害妇女援助中心、年轻妈妈中心，以及其他以性别为导向的社会机

构 

 媒体 

 国际组织 

发布信息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法来告知用户存在哪些已有的和新的产品。随着互联网的使用日益增

多，国家统计部门经常通过网站来向公众发布数据。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在网站上建立指向特定数

据的链接，将数据用户直接指引到性别数据表格和有关的分析内容。这一做法非常重要，因为许

多主题都牵扯到性别问题，就性别设立单独标题则使相关内容更容易被查阅到。 

 

专栏 5.1：挪威性别网站（www.gender.no） 

 
 

在如何让性别问题和性别统计数据进入公众视野方面，挪威做出了榜样。包括挪威统计局在

内的许多政府机构联合开发了一个性别网站（参见专栏 5.1）。该网站包括了挪威不同方面的性

别信息，其中包括性别统计数据、有关分析，以及有关什么是性别统计数据和如何使用性别统计

数据的信息。 

各种会议场合是推广性别统计数据的绝佳机会。只要有可能，就要通过展示和演示等手段向

潜在用户介绍存在哪些性别统计数据。 

有时候要多想想新办法。例如，捷克共和国印制了性别统计数据手册，在开展住户调查时发



 

 

158 

 

放给所有被抽中的住户。 

媒体是一条重要的推广渠道，需要运用不同策略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例如，对性别出版

物发布时机的选择，会影响到性别统计数据的使用程度。如果与国际妇女节（3 月 8 日）或全国

性活动同时发布性别出版物，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为了增加媒体使用性别统计数据的可能性，有些记者会邀请国家统计部门的人员给媒体投稿。

专栏 5.2 提供了一份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出版的《统计机构与媒体沟通指南》。由于并非所有

记者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因此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能够确保统计数据被正确展示（参见专栏

5.7 让数据有意义）。 

 

专栏 5.2：与媒体沟通 

《统计机构与媒体沟通指

南》（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2004a）中总结了统计机构在与

媒体打交道和沟通涉及到统计数

据的复杂问题时所积累的经验。

以下段落摘自该出版物的前言，

说明了此书的背景。 

“首先应该明白，大多数记

者都不太擅长数字。许多记者不

会计算增加的百分比，也很难说

清楚下降百分比和下降百分点之

间的区别。大多数记者都认为数

据是枯燥的。” 

不过，同时记者也知道在数

据中有故事可讲。他们逐渐认识

到有些故事除非求助某些统计数

据，否则无法进行正确讲述。 

通常可以公正地讲，记者和

统计人员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

处。 

不过，记者和国家统计机构实

际上却是不可分离的。究其原因，

是因为一般公众是国家统计机构

的重要受众群体，而新闻媒体则是

直达该群体的强有力工具。 

国家统计机构面临的挑战是

让记者能理解数据，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讲故事，告诉记者们统计数据

是如何帮助公众理解他们每天早

晨上班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每晚从

电视上获知的新闻。 

做得差的话，新闻发布可能没

法打达公众，或者其发布内容可能

被误读。而做得好的话，新闻发布

则可以成为统计机构直接与公众

对话的独特机会，让他们知道目前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并且可以展现

统计项目的价值和意义。 

 

这份材料是作为一本实践指

南，来帮助那些正在建立自己统计

机构的国家能够和媒体进行有效沟

通，进而与使大众能够有效接收到

这些信息。虽然它并不能帮助解决

一个国家统计机构所遇到的每一个

问题，但是它能够向那些刚开始运

作的统计机构提供由已经开展此项

工作多年的那些统计机构所给出的

最佳建议。 

来源： 

http://www.unece.org/stats/documents/media/guide 

 

当为性别统计数据开发新用户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目前已有的用户的需要。针对那些

对性别统计数据或者只对某个特定主题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制作一份通讯录。如果知道了电子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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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址，就能够以最小成本将有关出版物和重要事件等方面的信息发送给他们。要不失时机地更

新和完善通讯录，例如将参加了性别培训课程或订阅了性别刊物的用户增补到通讯录中。国家统

计部门还可以利用网站来邀请感兴趣的用户将自己的名字添加到通讯录中。 

推广计划 

许多国家并没有单独针对性别统计数据的推广计划，而是将性别统计数据的推广纳入国家统

计部门的整体推广计划当中。性别项目往往不得不去竞争有限的资源，因此有一份总体行动计划

非常重要。最理想的当然是将专门的推广计划嵌入到总体行动计划中去。 

推广计划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识别关键的合作伙伴和用户 

 制作信息内容 

 宣传任务和职责分工 

 整理媒体联络方式 

 分析反馈结果 

很重要的是，首先要明确关键的合作伙伴和用户，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群体，相应的信息内

容和职责分工会有很大不同。 

5.2 数据发布 

5.2.1 什么是数据发布 

统计数据的发布包括采用一些方法，使信息到达需要的人。针对性别统计数据，发布可以通

过专门的“女性和男性”出版物来进行，还有就是尽可能在所有出版物上展示分性别的数据。有

关性别问题的统计数据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数据库或其他电子形式来发布。 

数据的展示可以有表格、图形或地图等不同形式，并辅以一定的文字描述和分析。有些情况

下，会发布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以供研究微观个体的人员进行分析。为了遵守保密规定，需要

时刻注意确保这些个人不能被识别出来。 

为了便于正确解读统计数据，有时候需要为用户提供背景性人口统计信息，诸如男性和女性

的人数、他们的年龄结构及地域分布等。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指标背后的受访者人数。如果一个变量没有足够的样本量来支撑——

特别是如果其中某个性别的人数不足，则得出的结果就会没有多少统计意义，也就没有传播的必

要。 

在性别信息的发布方面，有些国家只关注女性信息，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将女性和男性同等考

虑。例如，加拿大和德国有两本性别刊物，名称分别为《加拿大的女性》和《聚光灯下的德国女

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展示的统计数据仅与女性有关，而是想强调与女性有关的问题。其

他一些国家在提供性别统计数据方面比较中性，所展示的所有数据都同时涉及女性和男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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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支持了性别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测量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差异的观点。 

5.2.2 数据发布为什么重要 

传播和发布是紧密关联和相互交织的两个主题。不过，传播主要是构建与用户的关系和鼓励

用户使用性别统计数据，而发布则关注数据提供的各种形式。因此，这是确保性别统计数据能够

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性别统计数据的各种发布形式 

性别统计数据有各种不同的发布形式，可以通过有关性别的专门产品来发布，也可以通过常

规的统计数据进行发布。后一种方法在实施时，要确保与个人有关的所有数据都是分性别的，并

且有关对不同性别影响不同的具体问题的数据或者有关女性和男性之间关系的数据都要进行常

规发布。在能够提供大量性别统计数据的国家统计体系中，通常存在多种不同的产品，但是用户

很难清楚地知道这些产品都在哪里可以获得。在如何改进性别数据的获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加

拿大，该国 2007 年出版了一本书《发现女性数据：加拿大统计局主要资源指南》。该书向各类

用户全面介绍了目前有关加拿大女性和男性的数据范围和类别，并且说明了这些数据可以用在哪

些地方59。 

“女性和男性”出版物 

在“女性和男性”出版物中通常会提供分性别数据。第一个发表这类出版物的国家是 1984

年的瑞典（参见专栏 6.10），而且由于瑞典统计局支援其他国家开展同样工作，这类出版物成为

了出自国家统计部门的最受欢迎的出版物之一。 

这些出版物广受欢迎之处在于其部头较小、外观漂亮、配以图表和图形，以及内容浅显易懂。

这些出版物中包含有指导读者如何找到更复杂更详细统计数据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1997 年，联合国出版了一本书《女性和男性国家统计报告制作手册》（UN，1997 年）来

指导那些准备制作出版物的国家。该书吸收和借鉴了制作《世界妇女 1970-1990：趋势和统计》

（联合国，1995b）的经验教训。《世界妇女 1970-1990：趋势和统计》一书是联合国各个机构

集体努力的结果，目的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全球女性相对地位提升的进展，同时该书还促进了对可

以被广泛发布到各种背景的用户手中的性别统计出版物的需求。 

  

                                                      

59 http://dsp-psd.pwgsc.gc.ca/Collection/SW21-22-00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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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3：2005 年世界妇女状况：统计方面的进展 

 

联合国有一本出版物专门关

注分性别统计数据国家报告，即

《2005 年世界妇女状况：统计方

面的进展》（联合国，2006a）。该

出版物提供了对全球性别统计数

据的获取及其质量的概述。 

该出版物评价了过去 30 年

在提供与性别有关的国家统计数

据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与国际

既有估计正好相反。 

来源：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indwm/w

wpub.htm 

 

其他官方统计出版物 

尽管专门的性别出版物很重要，但是在标准出版物中提供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在任何时候都同

样重要。强化“性别统计数据”只是正常的“好做法”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也很重要，这会让那些

使用标准出版物中的统计数据的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工作中理所当然地再生产分性别的数据。 

国家统计部门通常使用常规的表格来报告某个测量值的发展趋势。用于这些测量值的模板应

当尽可能地考虑性别的视角。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一些关键测量指标，如就业率、迁移人口估

计或识字率等，正是主流的性别统计中努力做到分性别进行展示的很好例子。国家统计部门通常

在主要表格中包括有性别分类，但是在当考虑其他分类时并没有与性别进行交叉分类。性别应该

被包括到所有针对女性和男性的数据中，而不论考虑了多少个其他的分类。 

分析性文章和报告 

只要有可能，所提供的信息应当超出分性别数据本身，还应当提供对性别差异原因及其背后

影响因素的分析解释。在进行数据发布时，根据性别进行交叉分类所出现的差异通常会揭示与政

策有关的问题，这需要用到统计学专业知识来进行解答。因此，统计部门也在逐渐发展其专业知

识，以期通过开发深度分析性产品来帮助回答这些问题（参见专栏 5.4 中挪威的例子）。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indwm/wwpub.htm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indwm/wwpu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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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4：性别分工的劳动力市场——挪威性别分析的例子 

 

以下文字摘自《挪威统计数据》

（2005 年）中的性别分析，该杂志

是一本在线的统计杂志，包括涉及

各种统计主题的文章。 

“挪威在国际上通常被视为

性别平等的先行者。女性就业水平

基本和男性持平。不过，挪威仍然

有着性别分工极端明显的劳动力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在男性和女性

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差异。” 

不断增加的女性就业人数 

尽管所有年龄组的女性就业

水平都在不断增加，但是性别之间

差异的拉平大部分是由于母亲进

入劳动力市场。目前孩子在 3 岁

以下的女性比以前更多地投入工

作。带有一个孩子的女性会比带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女性更多

地投入到工作，这一点并不令人奇

怪。这表明对女性来说，完全有可

能将家庭生活和工作结合起来。 

诸如产假以及将看护工作逐

渐从私人家庭领域转移到公共领

域等各种福利方案，完全可以实

现家庭和工作相比于以前更好的

结合。女性都说她们现在比 30

年前花更少的时间在家务劳动

上，而男性们则说，他们花在家

务上的时间更长了。 

……但是女性工作时间比男性少 

10 名女性当中有 4 人签订

的是兼职工作就业合同，而 10

名男性当中却只有 1 人签订的是

兼职工作就业合同。因此，尽管

女性就业水平有了较大增加，而

且事实上正在接近男性就业水

平，但是女性的工作时长仍然比

男性短。 

来源：挪威统计，2005 年 2 月 8 日，http: /// 

http://www.ssb.no/english/magazine/art-2005-02-08-01-en.ht

ml 

 

专栏 5.5：2000 年世界妇女状况——趋势和统计数据 

 

在国际层面上展示有关性别

的数据和分析的分析性出版物的

例子包括：《2000 年世界妇女状

况——趋势和统计数据》*（这是

由联合国统计司所完成的四本系

列分析报告中的第三本，第一本发

行于 1990 年），以及《世界妇女

的进步 2008/2009 年》 

（由 UNIFEM 出版，前三个版本

分别是 2000、2002 和 2005 年

——参见专栏 5.6）。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书《让数据有

意义》提供了若干关于如何通过

有效的故事叙述和数据演示来解

释统计数据从而将数据融入生活

的小窍门（参见专栏 5.7）。 

来源*： 

http://www.un.org/Pubs/whatsnew/e00137.htm 

 

16-74 岁就业女性和男性， 

1972-2002 年，% 

http://www.ssb.no/english/magazine/art-2005-02-08-01-en.html
http://www.ssb.no/english/magazine/art-2005-02-08-01-en.html
http://www.un.org/Pubs/whatsnew/e00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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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6：世界妇女的进步 2008/2009 年——谁来回答妇女？性别和责任 

 

这一版的 UNIFEM《世界妇

女的进步》着眼于性别和责任之间

的双向接口，其中社会没有对女性

尽到其应有的责任（结果导致性别

平等的承诺没有兑现），以及着眼

于责任方面的性别响应动态（结果

导致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参与

公民社会的能力）。该报 

告着眼于政治和司法体系、公共

服务的提供、私营部门中的劳动

用工限制，以及多边援助和安全

框架。它提供的案例研究来自世

界各地，报告了反腐败方面的性

别差异，并且探讨使用配额制作

为提高女性参政的一种工具。 

来源：http://www.unifem.org/progress/2008/ 

 

专栏 5.7：让数据有意义 

 

《让数据有意义之一：如何

撰写有关数字的故事》（2005 年）

是在欧洲统计学家大会的工作议

程下，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统计发布和传播工作组的框架内

编制完成的。 

该书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用

于帮助管理者、统计人员和媒体

关系工作人员通过使用文本、表

格、图形和其他信息类型赋予统

计数据生命。 

内容包括：建议、指导方针，

以及一些如何使用有效的写作技

巧来让数据有意义的案例。 

该套丛书的第二本《让数据

有意义之二：统计数据呈现风格

指南》（2009 年），提供更多有关

如何以表格、图形和地图等形式

有效展示数据的详细指导。 

来源：www.unece.org/stats/documents/writing 

 

电子版数据提供 

国家统计部门网站上通常有比出版物内容更多更详细的信息。这些数据库通常都包含性别维

度。有些情况下，统计机构还创建了专门的性别数据库。葡萄牙就是一个例子（参见专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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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8：葡萄牙的性别数据库 

葡萄牙的国家统计部门开发

了一个性别统计信息数据库，它

整合了不同来源的信息，并且提

供来自官方统计部门的性别数

据。该数据库包括一套指标，涵

盖以下八个领域：人口；家庭；

教育培训；活动、就业与失业；

就业和家庭责任的协调；健康；

决策；以及犯罪和暴力。 

大多数指标都是每年更新，

并且包括了从 1970 年以来的数

据。 

该数据库可以从网上免费访

问。参见：www.ine.pt 

 

 

其他一些国家在网站上将性别融入到常规的数据发布中，因此没有单独的性别网页。例如，

瑞典统计在性别问题方面更进一步，仅分开展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数据，而不展示总

体的情况。在生育数据上分别展示了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数据。用户如果想看百分比或比率，就需

要自己计算总数。不过，对于瑞典统计局所生成的大部分人口统计数据而言，并非如此。另外，

在发布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把分性别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相混淆了。尽管分性别数据对于性别统计

数据的生产至关重要，但是性别统计数据应该能够反映性别问题，因此性别统计网页仍然是有用

的工具。 

互联网上的一些新工具也对性别问题有帮助。例如，经合组织发展中心于 2008 年 3 月发布

的“Wikigender” （即维基性别，参见 www.wikigender.org）就是一款有关性别平等的在线

资源（参见表 5.9）。维基性别网站提供了一种用于共享和讨论性别平等信息的交互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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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9：www.wikigender.org 

 

 

维基性别网站覆盖的议题范围很广，包括有关性别平等的理论概念、经验证据和政策层面。

维基性别网站尤其关注统计数据和测量工具。网站内容包括有经合组织（OECD）的“性别、制

度和发展数据库”，其中包含了有关性别歧视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由于维基是一种特殊

的软件，它使用户能够轻松地建立、编辑和链接网页，因此经常被用来创建协作类网站，并且通

过用户的输入来对网站内容进行不断的修正。 

由国际组织所维护的其他数据库包括：世界银行维护的“性别统计”（GenderStats）；关于

“ 决 策 中 的 男 性 和 女 性 ”  的 数 据 库 ， 在 欧 盟 委 员 会 的 网 站 上 可 以 找 到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64&langId=en）；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的性别统计数据库，这在下面的章节中要讨论到。在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中可以找到涉及不同主

题的分性别数据。 

包括研究人员在内的一些精通统计的用户往往需要能够从公开出版物中得到更为详细的数

据，例如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国家统计部门受到务必保护个人隐私这一重要要求的限制。将微

观数据提供给科研机构和政策研究团体是一个新兴的统计领域。如果微观数据的发布太过敏感，

则无论发布什么内容至少都要尽量包括分性别的信息就变得非常重要。 

http://www.wikigend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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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库及其网站 

5.3.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网站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该区域内的国家统计机构合作，开发了一个关于性别统计数据的网

站，其中全面介绍了如何生产和使用性别统计数据。该网站于 2002 年首次上线，它是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项目“用于监测变化的性别统计数据网站”的成果。该项目的

目标是通过加强国家统计能力来促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范围内不同国家在性别统计数据上

的生产、质量和使用。 

 

专栏 5.10：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网站（www.unece.org/stats/gender） 

 

 

该网站还包括有性别统计数据库，参见：http://w3.unece.org/pxweb/Dialog/Default.asp。 

该性别网站的创建是为了提供有关性别统计数据的一般性信息，从而能够给出一个该主题的

清晰图景。它涵盖以下主题： 

 什么是性别统计——介绍性别统计的概念，以及为什么需要性别统计，还包括性别统

计的发展历史概述。 

http://www.unece.org/stats/gender


 

 

167 

 

 生产性别统计数据——编辑整理性别统计数据的主要步骤。 

 展示性别统计数据——将性别统计数据进行适当的可视化，包括在制作表格和图形时

要考虑的一些实用信息。 

 发布性别统计数据——讨论可用于确保性别统计数据大范围发布的各种途径。 

 国际标准和指导方针——对性别统计数据领域中的有关方法信息进行编撰，以便于进

行国际比较。 

该网站还提供了有关时间利用调查的详细信息（一般性问题请参见 3.4 节时间利用调查）。

该网站提供了关于时间利用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方面的有用信息，分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目的是为

计划开展这类调查的国家提供有价值的资源。 

5.3.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库 

在为英语和俄语国家提供针对众多主题的分性别数据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性别统

计数据库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户可以找到关于某个地方性别问题的所有数据。该

性别统计数据库方便使用和浏览，它提供的数据覆盖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北美

和独联体国家。可以通过电脑查看数据和免费下载。 

该性别统计数据库作为一个参考性平台，用于改进性别统计数据并且推动关于性别问题的政

策讨论和决策。这些数据对诸如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科研人员、学生、妇女组织、记者和国

际组织等关注性别问题的机构和个人都是有用的。 

性别统计数据库的内容 

性别统计数据库的内容反映了关键性别统计领域的一些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在《北京会议行

动纲领》（1995 年）中有相关规定。性别统计数据库是通过 PC 平台来发布，分为以下领域，采

用树状结构来组织： 

 人口 

 生育、家庭和住户 

 工作和经济 

 教育 

 公共生活和决策 

 健康和死亡率 

 犯罪和暴力 

 科学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针对每一个领域，用户都可以设计多个表格，来提取多个指标的数据（参见附录 1 来查看

指标列表）。对于所关注的每一个指标或领域，展示的数据包括：与女性和男性有关的总数、性

别比、以及女性和男性在不同子群体中所占的百分比等信息。这些不同的展示内容意在帮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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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性别不平等。 

该数据库由来自 56 个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的数据组成（有关成员国的信息参见

www.unece.org/stats/profiles2009/）。各个国家已有的数据情况也不一样。截至 2007 年底，

荷兰是提供统计数据最多的国家（约占 70%），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提供统计数据最少的

国家（约占 14%）。 

几乎所有数据都是可以分性别的。有些情况下，分性别的数据还可以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

住户类型来进行展示。下述年份的数据都能找到：1980 年、1990 年、1995 年（北京），以及

2000-2009 年。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提供指定年份的数据，则需要尽可能地提供最接近该年份的

数据。 

数据库中还提供了元数据，用于对数据进行解释。元数据包括关于数据、来源、定义和特定

国家信息等一般性信息。 

性别统计数据库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统计处进行维护。采集的数据来自国际机构和各个

国家统计部门。来自各个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人员网络（性别统计联络员）对数据进行更新。很

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承诺和工作，才使得性别统计数据库得以存在并且得到持续的更新。 

性别统计数据库的改进建议 

不断努力增加现有数据库的内容，确保数据表得到更新和维护。不断努力提高数据更新的便

利性，以及提高网站的可用性。已经重新设计了用于采集信息的调查问卷，并且可以进一步提高

其更新频率。国际国内的官方出物和网站等现有的数据来源都能够使用，以减轻填报调查问卷的

负担。 

数据库使用 

通过制作宣传册并在其中尽量突出对数据库信息的使用（参见专栏 5.11），来努力提高对该

数据库重要性的认识。各类机构和大学的网页上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库的引用

也表明了该数据库对性别数据用户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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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1：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库的例子 

 

 

下面两个例子是关于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的。 

瑞士联邦统计局在 2008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女性和男性的机会平等：瑞士与国际比较——

教育、就业和政治领域内的机会平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库被用作为该报告

的数据来源。所选的性别平等指标揭示了妇女在某些生活领域中的地位，并且将瑞士的情况与其

他国家进行了比较。专栏 5.12 是从公开出版物中摘录的结果。此外，瑞士联邦统计局 2009 年

使用德法两种语言发布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夫妇二人家庭的职业模型，以及对工作和家庭生

活平衡数据进行国际比较，这些数据都是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库中提取的60。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在其出版物《数字背后的故事：中东欧和独联体西部国家

的妇女和就业》（UNIFEM，2006 年）中也使用性别数据库作为重要的数据来源。 

  

                                                      

60 更多信息参见该出版社的网上发布内容：

http://www.bfs.admin.ch/bfs/portal/en/index/news/medienmitteilungen.Document.124476.pdf 

遭杀害人数 

受害者人数中大多数是男性。不过，

为配偶或前配偶所杀的受害者中主要是

女性。 

女性参加公共生活 

在少数 UNECE 国家，在明确的公共

生活领域已经实现性别平等。但是在大多

数国家里，女性在政府部门、法官、记者、

警察、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就业比例

仍然在不足 50%。 

夫妻二人住户的工作模式 

男性全职工作而女性兼职工作或不工

作的住户情况，在大约一半的 UNECE 成

员国中间仍然比较盛行。像瑞典等其他一

些国家，夫妻都参加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

的住户比例更大一些。 

UNECE 性别统计数据库中的新数据 

UNECE 性别统计数据库提供了国家关

于人口、家庭和住户、就业和经济、教育、

公共生活和决策、健康、犯罪和暴力等的情

况。新的数据和指标覆盖了在 2008 年新增

加的诸如生活平衡、时间利用、科学和信息

通信技术等其他主题。 

就业率和孩子个数 

对于 UNECE 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而

言，无论孩子有几个，男性就业率总是保持

稳定，然而女性就业率会随着孩子个数的增

加而显著下降。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例如

斯洛文尼亚，其女性就业率没有随着孩子数

的增加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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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2：女性和男性的平等机会：瑞士与国际比较 

 

来源：《女性和男性的机会平等：瑞士与国际比较》，2008 年 1 月 

http://www.bfs.admin.ch/bfs/portal/en/index/infothek/pub1.html?publicationID=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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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让我们开始行动 

6.1 起步的原动力 

在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社会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官方统计数据应该描述、比较和分析社

会上所有成员的日常生活。其中涉及到多个领域，例如教育、卫生、就业和家庭生活，以及不同

性别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他们各自的独特贡献和需求等。尽管有些国家早就有了这方面的认识，

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这仍然是相对最近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认识到性别是社会和经济发

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后，于是有了性别统计数据的开发。如今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北欧国家的

性别统计项目一般都比较成熟，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中这方面工作还处在萌芽阶段。专栏 6.1 以荷

兰为例，介绍了性别统计数据的开发。 

 

专栏 6.1：荷兰的性别统计数据开发 

荷兰在提供有关女性和男性

日常生活的统计数据方面有较长

的历史。在荷兰，发布性别统计

数据的政府机构有两个：一个是

作为国家统计机构的荷兰统计

局，它是荷兰集中式正规统计数

据的主要生产者；另一个是社会

和文化规划办公室（SCP），它是

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政府机构，

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卫生、福利、

社会安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

尤其关注各领域之间的协调。 

由 SCP 发起的调查包括每五

年一次的时间利用调查和几乎所

有的年度荷兰文化变革调查。这两

种调查都生成有关性别问题的数

据。自 1973 年成立以来，SCP 在

性别问题上已经开展了相当广泛

和深入的性别问题研究。在 20 世

纪 80 年代之前，荷兰统计局除了

分性别统计数据以外，没有产生任

何有关性别的统计数据。在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政策部门呼吁对

一些辅助性的性别数据和更基础

性的性别数据进行编辑整理。因

此，荷兰统计局开始发布一个小型

的年度刊物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自 2000 年以来，荷兰统计局

和 SCP 将它们的出版物合并成一

个每年两期的联合出版物，名称为

“解放观察”，该出版物将两个机

构的专题统计和基础统计的目标

统一起来。尽管在荷兰生产的统计

数据中性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

是专门从事性别统计和分析工作

的人员能力是有限的。在 SCP 中，

约有两名全职人员专门致力于性

别统计，而在荷兰统计局只有相当

于约 0.3 个全职人员在从事此项工

作，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为荷兰统

计局向公共出版物投稿做协调工

作。 

 

本节将讨论要启动或加强现有性别统计项目需要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和行动。每一个统计机

构都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这些步骤。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机构设置或政治体系是完全一样的，而且

适用于某个国家的东西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国家统计部门的组织结构可以是集中式的，也

可以是分散式的（参见专栏 6.2），不同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变革发生的过程。例如，分散式的系

统在协调和构建同盟方面会比较困难，但是却更容易理解和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很重要的是

要对这些步骤进行适当调整，以便能够将性别视角充分融入到国家统计部门所生产的所有统计数

据中。这些步骤和行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构建同盟和满足用户需求 



 

 

172 

 

 获得高级管理层的支持 

 筹措资金 

 立法 

 明确定义性别统计项目 

 组织架构方面的问题 

在开发性别统计数据的过程中，对统计人员的培训贯穿于所有这些重要因素中。统计部门不

应该忽视对持续技能提升的需要，以确保将性别视角充分融入到官方统计数据的生产和发布中。

在培训项目的开展过程当中，应当考虑引入诸如 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等新标准和新建议。 

在附录 2 中提供了一个参与式培训方法的案例研究，在东欧和中亚的一些国家中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联合资助的性别统计项目中使用过这种方法。 

 

专栏 6.2：集中式系统和分散式系统 

一个国家的统计系统要么是

集中式的，要么是分散式的。在

分散式系统中，不同的统计机构

设置在不同的部门，并且致力于

不同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有

许多不同的参与方负责数据的收

集、生产、分析和发布工作。如

果分散式系统中存在一个协调机

构，则该机构可以组织和运作一

个跨部门小组，建立参照点和标

准规范，以便将跨部门调查的数

据整合起来。这个跨部门机构应

当经常性和有规律地开展协调工

作。 

此外，这个跨部门实体机构还必须

能够对差异进行仲裁并且制定数

据采集的标准。该协调机构必须能

够贯彻实施对不同统计机构都具

有约束力的决定。如果没有这个协

调机构，或者如果该协调机构没有

足够的权限，则成功地制定和实施

必要标准的可能性将显著下降。在

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部门单位可以

尝试牵头联合大家形成共识。更可

能的情况是，在缺乏有关协调部门

的情况下，可以让总理办公室来代

行协调职责。 

集中式系统中只有一个实体

机构负责统计数据的收集、生产、

分析和发布。即使在集中式统计机

构中，通常也是各个独立的子部门

各自负责每一个领域的工作。但至

少从理论上讲，这种机构只有一个

首脑，可以做出必要的决定。不过，

人们还是不要低估统计部门中存

在的文化和历史的力量，它会阻碍

达成共识和制定共同的标准（参见

6.2 节）。 

 

6.2 建立合作联盟 

即使在一个统计部门内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性别统计的必要性。为了开展新的性

别统计项目，或是为了改进现有的性别统计项目，应当在国家统计体系的内部和外部建立合作联

盟。 

在统计部门内部 

无论是在集中式的还是分散式的统计机构中，都有一部分人本能地抗拒性别统计项目。他们

可能认为开展性别统计会侵犯他们的特权，或者认为没有必要。要确保性别统计项目的长期生命

力，首先需要了解其他领域（教育、卫生、经济等）的问题和需求。例如，需要了解在不同领域

（例如，关于教育或健康的调查）为何要使用不同的抽样框、时间框、编辑和插补方法。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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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统计部门才能开始整合跨部门调查的数据和生成一体化的性别统计数据产品的过程。除了提

供对现有数据更为丰富的分析之外，该过程还可以改进各个领域的数据采集过程、编审、插补和

分析。同时，对于集成式调查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发布来说，也需要用到各个传统领域中的统计

知识。 

性别统计的支持者们需要说服那些在不同领域工作的人们与他们合作，共同从性别统计的角

度来改进这些过程。针对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统计人员开展性别统计培训，对于建立成功的合作联

盟是至关重要的。 

在统计机构内部建立合作联盟的另一种方式是，使大家确信整合所得到的数据产品并不局限

于性别统计产品。所有领域都必须因为他们的产品而获得内部和外部的认可。证明整合过程可以

提升每一个领域的工作和信誉，对于计划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在统计部门之外 

建立合作联盟不应局限于统计部门内部。应当将各个部门、议会、非政府机构，以及国际机

构和私营部门中的相关专家都纳入到联盟中。应当制作一份与性别统计项目有共同目标的人员名

单，以便开展经常性沟通和联盟建设。虽然国家统计部门可能不会重新调整其工作议程的范围以

满足外部参与者的所有期望，但重要的是可以对有关问题达成共识。同样重要的是，统计人员所

作的承诺能够被有效传达出去。 

除了要有合作伙伴的名单以外，还应该有一份用户名单。虽然用户可能共享该项目的一些目

标，但是他们的需求往往更加务实和直接。例如，立法委员会或区域规划委员会支持性别统计项

目的理由是他们能够利用该项目的数据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项目带给用户的承诺应当是实

际的和可以实现的。要避免为了确保项目得到批准或扩展而向用户作出过于雄心勃勃的承诺。 

 

专栏 6.3：德国的生产者和用户紧密合作推进性别统计工作 

性别平等问题部长级会议于

2007 年年中决定要开发一套涵

盖不同主题的性别指标体系，主

要用于 16 个联邦州，德国国家一

级，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用于

行政区。这些指标是基于现有调

查而制定的，以避免产生额外费

用。2007 年年底，由政府部门代

表和统计人员共同组建了一个工

作组。 

政府部门代表表达了他们

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数据需求和

关注点，而统计人员则带来了他

们在例如数据的可行性和可得

性方面的专业知识。 

结果制定了一套由近 30 个

指标构成的核心指标体系，并且

于 2008 年 10 月经部长级会议

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分为四类： 

 参与类指标。其中包括决策领

域，以及女性和男性的政策参

与； 

 教育类指标； 

 就业、收入和儿童照看类指标； 

 生活方式类指标。例如预期寿命

或者单人户中的老人。 

并非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能够被

包括进来；例如，没有包括有关性别

暴力的指标。 

 

专栏6.3 通过德国的例子，讲述了生产者/统计人员和用户/政府相关代表机构之间开展合作，

以推进性别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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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高层管理人员 

如果没有国家统计系统（NSS）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坚定承诺，性别主流化很难取得有效的进

展。高层管理人员通常只有在对性别问题具有良好的基本理解，并且能够理解性别统计数据在确

保有效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出这种承诺。除了需

要为实际上生产和使用该数据的那些人提供更多的技术性和深入培训以外，还需要为高层管理人

员提供简报和其它信息呈报。 

谁有权力改变统计数据产品 

通常在性别培训中，组织中的中下层参与人员都表示他们会全力支持变革，以促进性别平等

和改进性别统计数据的测量，但是他们又不具备必要的决策权来实施他们的所学内容。这只说对

了一部分，因为中下层参与人员所拥有的权力通常比他们认为的或他们运用的权力要大很多。 

高层管理人员决定着国家统计系统的总体方向和内部机构设置。不过，要改进国家统计系统

的性别统计工作并不需要做出很多决定。决定引入一项新的调查，例如时间利用调查或基于性别

的暴力调查等，需要高层管理人员的批准，因为其中涉及大量的时间和其他成本。但是对于改变

问卷或行政表格来说，相应的决定一般不需要高层管理人员的批准。此外，即使是对于引入一项

新调查的决定，大多数讨论和规划也是由中层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来完成的。这些建议能

否得到通过，部分取决于沟通策略是否成功。 

责任 

国家统计系统应该是负责任的。性别统计领域的责任意味着国家统计部门要负责提供性别视

角的相关统计数据，对用户的需求及时回应，并且履行诸如《北京行动纲领》等国际义务。在数

据的生产、分析和发布等各个环节都应该投入充足的人力。 

6.4 筹措资金 

几乎所有统计部门的资金额度都是基本不变的，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赶上了通胀，甚至更经常

的情况是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与此同时，统计机构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以更快的

速度提供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支持性别统计项目就意味着要与诸如国民经济核算、住户调查和企

业调查等现有项目和潜在的新项目进行竞争。性别统计项目有几个潜在的资金来源：国家政府、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或者通过市场筹资。 

与其他资金来源相比，政府资金通常更有可能成为经常性资金来源。要想获得新的资金支持，

需要游说国会或有关部门，阐明提供资金支持的必要性。完成这一步骤的一个机制是通过统计理

事会或委员会进行倡议宣传。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也可能影响政府分配部分资金用于性别统计项目。

不论如何进行倡议，在介绍全新的或经过修订的性别统计项目所带来的好处和交付物时都应当要

实际一些，而且不应当低估了成本。只有实事求是，统计部门的公信力及其主张才不会受损。 

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本身也是资金的可能来源，但是这种资金往往不具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

无法满足对数据进行定期采集、日常处理、分析和发布等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这种资金还可

以用于其他目的，例如用于项目的初步设计，或者用于开发新的分析和发布系统。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性别平等官方统计状态报告显示，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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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性别统计方面利用了外援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双边和多边组织的支

持。不过，统计部门应能依靠自己的资金来维护新的系统。而且，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可能

无法与统计部门的那些目标完全一致。因此，使用这种资金时，必须保证统计部门的项目执行不

走样。 

在有些国家中还有一种可能的资金来源，即来自统计产品销售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

国家的法律法规允许，可以通过性别统计项目的产品本身的有偿使用来支持项目的连续性。但是

很少有统计机构能够完全只依靠这种收入来为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原因之一就是生产官方

统计数据的成本比较高。 

统计部门应该分析是否存在必要的渠道来接触到能够安排额外资金支持的代表机构领导人

及其他人员，以用于启动或持续开展性别统计项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并且在许多统计机构中

这种情况的可行性也比较大，则必须要找到外部支持者。这种外部支持者可能是非政府组织的首

脑，或者总理办公室里有影响力的成员。该支持者必须是能够接触到议会高层人员，值得信任，

而且对性别统计项目的必要性和好处有一定认识。 

6.5 立法 

有些国家已经将这种需求包括在法律框架内，从而明确承诺了确保将性别视角纳入其国家统

计系统之中。例如，乌克兰通过颁布性别平等法来推进性别统计工作。南非在其统计法中提出了

对性别相关数据的需要。其他国家也都在它们各自的国家统计规划中提出了对性别统计数据的需

要。各个国家有关这些规定的详细程度各有不同。专栏 6.4 中提供了西班牙的例子。 

针对性别统计可以制定专门的法律。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是 2007 年意大利议会审议的法律

草案。该法律草案旨在让性别差异能为大家所见，并且确保对有关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的数据能

够有平等的解读（参见专栏 6.5）。该法律草案包含不同领域对性别统计的具体需求以及对所有

官方统计进行性别分类的总体要求。它详细指出了需要生成分性别数据的一些数据来源，例如人

口普查、企业登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普查等。它还概述了分性别数据所需要的频率和领域，

包括诸如暴力、无酬劳动、健康状况和行为等与性别视角高度相关的领域。该法律还规定要成立

一个性别统计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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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4：西班牙的“性别平等法”及其对官方统计数据的影响 

2007 年 3 月，西班牙议会

审议通过了新的基本法，以有效

促进性别平等（2007 年 3 月）。

该法对官方统计提出了重要的创

新：第 20 条（“对统计数据和报

告进行调整”）。根据该条款所述，

为了使性别主流化认知更有效地

融入所有公共服务的日常活动

中，所有的统计数据和报告都必

须： 

 以系统性方式包含性别变

量； 

 包含一些能让人们对男性和

女性的价值、作用、条件和

需求有更好了解的新指标； 

 引入那些能够辅助监测其他

可能影响性别歧视的变量的

指标； 

 增加抽样规模，以保证可以

按性别对所有变量进行分

析； 

 挖掘现有数据，得到更多有

关女性和男性的情况、条件、

期望和需求的信息； 

 对统计定义进行调整，以符

合性别主流化的需要。 

新的法律生效实施后，国家

统计部门需要撰写年度报告，说明

这些目标的实现进展情况和遇到

的挑战。 

此外，西班牙统计规划的主

要工具是由政府正式通过的每四

年 一 次 的 国 家 统 计 规 划 。

2009-2012 四年规划中的五个优

先级最高的任务，其中一个就是

“对官方统计进行调整以符合性

别主流化的需要”。 

 

专栏 6.5：意大利关于性别的法律草案 

在意大利，有一个法律草案

的目的就是让性别差异能为大家

所见，并且确保对有关男性和女

性两种性别的数据能够有平等的

解读。该法律草案的条款为统计

数据的生产者提供了精确的指示

和指导，并且能够识别出重点关

注的领域、所需要的调查类型和

周期等，以用于生产有关的分性

别数据。 

该法律草案的文本内容如

下： 

 人口普查数据要做到分性别，

并提供住户和在集体机构居

住的人员数据，以及不同住户

类型的数据；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普查要提

供分职业并且分性别的个人

数据； 

 应每年生产以下领域的分性

别数据：住户类型、生育、死

亡原因、发病率、教育和培训、

就业和失业、贫困、社会和政

治参与、以及公共服务的使用

等； 

 应定期生产以下领域的分性

别数据：健康状况、残疾、公

民安全、暴力和虐待、时间利

用、非正式社交网络和照看他

人、社会流动性，以及生活质

量等； 

 由商务部门保管的企业登记

数据在信息组织方式上应当

做到所有个人信息都是分性

别的； 

 国家统计部门应当提供无酬

劳动的分性别估计数。 

 

将性别纳入立法的另一个例子是南非统计法，该统计法包含一个原则，即官方统计必须为被

访者的个人身份信息和被访者提供的信息保密，并且官方统计数据应该“对分性别、残疾、地域

以及类似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分布情况保持敏感”（参见专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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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6：南非统计法 

1999年6月通过的南非统计

法第 3 条第 2 款说明官方统计的

几条原则如下： 

官方统计在保护个人身份信

息方面必须做到： 

a） 相关、准确、可靠和及时； 

b） 客观和全面； 

c） 以科学和透明的方式对数据进

行编辑、填报和归档； 

d） 公正地发布数据； 

e） 数据可获取； 

f） 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和分类；

以及 

g） 对分性别、残疾、地域和类似

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分布情况

保持敏感。 

 

在欧洲范围内，自 1957 年创建欧洲共同体（EC）以后，就有了关于性别平等的立法。“欧

共体条约”包括对性别视角主流化（第 2 条和第 3 条）、女性和男性在就业和职业方面的平等（第

141 条）、以及在工作场所内部和外部的性别歧视（第 13 条）等方面进行立法。目前，在欧盟

层面的立法所覆盖的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商品和服务等领域的性别平等方面已经有了 13 部指

导性法规（欧洲议会，1997 年）。这些条款和指导性法规奠定了项目和政策的立法基础，使得

欧盟国家的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各方面能够更加平等。 

6.6 定义性别统计项目 

在开展性别统计项目时，明确项目的性质和范围非常重要。如果在建立联盟、寻找资金支持

和满足用户需求等方面不成功，首要原因可能不仅来自于对性别统计数据的不认同，而且来自于

各方对性别统计项目想要达到的目的存在着根本的误解。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得到联合国统

计委员会审议采纳的情况不同，在性别统计究竟要做什么这方面还没有广泛认可的国际定义。因

此，当务之急是统计部门（或该项目的其他赞助者）要弄清楚性别统计项目想要干什么。要做到

这一点，一个方法就是在统计数据的所有生产者和用户之间开展持续性对话沟通，以此确保所有

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参见专栏 6.7 中关于芬兰的经验）。 

 

专栏 6.7：性别平等统计的专家组——芬兰的例子 

芬兰统计局已经成立了一个

专家组，用于研究在如何用统计

数据来刻画性别平等，以促进芬

兰统计局的数据使用，并且加强

数据的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合

作。成立专家组的主要目的是交

流信息。 

专家组的成员来自芬兰统计

局、各个部门、研究机构、妇女协

会、贸易组织和企业组织等。专家

组一年开两次会。会议内容是回顾

性别平等统计当前的形势，交流各

行政部门的最新信息。另一个目的

是指出在不同统计领域的出版物 

和互联网页面中融入性别视角的

重要性。每次会议还包括特定主题

介绍和一般性讨论。 

 

在定义一国的性别统计到底是什么时，最基本层次上的理解就是分性别的工资和预期寿命等

统计数据。尽管这种分类很有必要，但是只进行分类还是不够的。中间层次上的理解是，人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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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简单分类的基础上来考虑使用调查和行政数据，例如使用时间利用调查来对社会中男性和女

性的日常生活安排进行解读。 

更高层次上的理解是，可以开发“新的统计数据”。例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生产范围并

不包括诸如做饭、打扫和看护孩子等家务劳动的产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关于生产的定义不太可

能变更。但是，各国可以设计自己的卫星账户来了解家务劳动的动态和重要性（参见 4.3 节：无

酬劳动）。最终每个国家如何定义他们的性别统计项目，决定着他们可以开展何种类型的详细分

析。不过如上所述，重要的是要在决策中将其他关键参与者包括进来（6.2 节）。 

总之，开展性别统计项目时，应当包括如下一些步骤： 

 在性别统计数据的用户和生产者之间开展并保持对话沟通，以确保满足用户的需求； 

 通过采集性别相关信息来拓展现有数据来源的使用； 

 从性别视角针对各个相关领域开展新的数据采集； 

 改进现有的方法和定义，以使其与性别视角更为相关； 

 将现有不同来源的数据汇集到一起，以描述整个国家的性别状况； 

 制定推广计划。 

6.7 性别统计项目的组织架构 

将性别统计纳入国家统计系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从专栏 6.8 和专栏 6.9 所示的组织结构图

可以看出，性别统计部门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位置会影响到汇报的程序，并且因此会实际影响到

该部门在总体结构中的作用发挥。 

传统上，性别统计在整个系统中往往是封闭的一小块。在许多统计系统中，性别统计只是某

个业务司，通常是社会和人口领域的业务司下属的一个处室。将性别统计限定在这么一个领域的

结果是，很容易导致该系统中的其他业务司只是将性别统计视为一个社会和人口问题。将性别视

角融入到所有业务司，如专栏 6.8 中的组织结构图所示，将会对在统计中融入性别视角和性别主

流化有更大的约束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年）。另外一种将性别视角纳入国家统计系统

的做法是，设立一个总揽性别统计工作的部门，该部门中的性别统计人员和工作人员直接向该统

计系统的局长汇报工作，如专栏 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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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8：国家统计部门的组织结构（1） 

原来的组织结构 

 

改进的组织结构 

 

 

专栏 6.9：国家统计部门的组织结构（2） 

原来的组织结构 

 

改进组织结构 

 

 

对那些统计系统中并没有性别促进机制的国家，任命关键人员作为性别统计牵头人（GSFP）

或者在国家统计部门内部设立一个性别统计部门，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统计

牵头人或性别统计部门会对整个性别项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已将性别视角整合到国家统

计系统，则性别统计牵头人或性别统计部门就可以从发起的角色转变为监督的角色。欧洲经济委

员会区域内的大多数国家中，都有一个性别统计牵头人来负责确保在国家统计部门所有统计数据

的生产、分析和发布等各个环节中都考虑到了性别视角。性别统计牵头人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应当

服务于国家统计系统内的所有部门。 

国家统计部门中，性别统计牵头人的职位大多设置在社会和人口领域。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2004 年进行的评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性别统计牵头人中，不到 1/3 能够与社会和人口领域之外的其

他统计部门保持定期互动（参见专栏 6.10）。这种互动的缺乏，表明许多国家的性别统计项目可

能还仅局限于社会和人口统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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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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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专栏 6.10：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地区与性别统计有关的组织结构：2003-2004 年所作的评估 

2003 至 2004 年期间，联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开展了许多活动，旨在评

估欧洲和北美不同地区性别统计

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评估工作

包括向各国统计部门发放问卷，

询问关于性别统计项目的情况。

在评估报告中，还介绍了各国统

计组织内部是如何组织性别统计

工作的。 

根据有关东欧和独联体国家

情况的报告，27 个国家中仅有 3

个国家设置了性别统计部门。而

且，大部分性别统计牵头人都安排

在社会和人口领域，他们当中与该

领域之外的其他统计部门保持经

常性交流的不到三分之一。27 个

国家中，有 12 个国家在性别统计

数据的生产方面没有任何法律法

规可以遵循。即使有这样的法律内

容，多数情况下也不是专门针对性

别统计的立法。就产出和项目开展

而言，有 3 个国家从来没有发布

过专门针对性别问题的出版物，也

没有有关性别统计的任何具体项

目。 

在西欧和北美情况报告所覆

盖的 22 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

有常设的性别统计部门。与东欧国

家一样，大部分国家性别统计牵头

人都安排在有关社会和人口统计

的部门里，他们与其他部门的交流

很少。其中只有 6 个国家在它们的

统计法规中包括了性别问题（法律

中提到 4 次，法规中提到 4 次，行

动方案中提到 3 次），而在性别平

等法律中有 10 次提到统计。有 3

个国家在过去 5 年内没有发布过

任何有关性别的出版物。 

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 年）、（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04b） 

 

将性别统计融入到国家统计系统的另一种方式设立专门的性别统计部门，例如瑞典的情况

（参见专栏 6.11）。少数国家已经设立了性别统计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往往设在社会和人口领域，

对诸如经济统计等其他领域的影响甚微。 

 

专栏 6.11：瑞典统计局的性别统计部门：成功案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瑞典统计局就设立

了性别统计部门来监测和

编辑性别统计数据，以反

映瑞典的性别平等状况。

有些统计数据容易找到，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因为缺

乏统计数据而无法解决。 

经过通力合作，1984 年开始发行《瑞典的女性

和男性》。该出版物每两年发行一次，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瑞典的首创精神和发行性别统计小册子的做法

已经为许多打算开展类似性别平等项目的国家所效

仿。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构 SIDA 已经帮助许多发展

中国家来设计和制作它们的性别统计小册子。 

在帮助制作这些统计小册子的过程中，瑞典统计

部门明显地发现需要一本指导手册。于是在 1996 年，

瑞典统计局出版了《性别统计：一种寻求改变的工

具》。该书一直是性别统计数据开发领域的重要工具，

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为了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在性别统计部门内部就

性别平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最终，讨论聚焦

到如何生成足够的瑞典性别统计数据。之后，他们

产生了制作性别统计数据宣传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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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组织性别统计项目的方式是在统计部门或统计系统内部设立具体的性别统计委员

会。例如，俄罗斯组成了一个关键参与方委员会。委员会的优点是可以覆盖到所有的统计领域，

并且各个统计领域的统计人员都能够充分地参与到项目中。其缺点是有不履行责任的风险。这一

缺点可以通过高层管理人员对各方职权范围进行明确来克服。向高层管理人员定期报告情况是确

保项目成功的基本要求。 

不管处于什么位置，性别统计牵头人或性别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具备相应的业务技能而

不是只有简单的行政管理能力。指望一个人或一个小部门掌握关于性别问题的所有必要的知识和

技能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整个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组织上的支持与合作，以确保能够生产出充

足的性别统计数据。为使性别统计牵头人在各个统计领域内能够发挥作用，性别统计牵头人需要

向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汇报工作。性别统计牵头人需要处在组织中一个足够高的层级上，才能拥

有决策权和引起其他决策者及技术人员的重视。 

这个人还需要参加高层管理人员会议，以便在计划开发的早期阶段就能掌握相关的信息，并

且确保从一开始就将性别视角一以贯之。在整个组织内部需要清晰地理解有关性别统计牵头人或

性别统计部门等的职责和意义，并对此进行宣传。成功的性别统计项目可以对数据进行整合，并

提供跨领域的信息。 

在分散式系统中，由于有多个机构负责生成统计数据，因此性别统计项目的开展可能会更加

复杂。因此，很有必要为分散式系统设立一个协调机构，由其来组织和运作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

具体执行性别统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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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BS   澳大利亚统计局 

AIHW  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 

BLS   美国劳工统计局 

CES   欧洲统计学家会议 

CoR   地区委员会 

CSO   中央统计局（爱尔兰） 

DAW  联合国妇女发展部 

DOSME  中小企业统计 

EC   欧盟欧洲委员会 

EECCA  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 

EESC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FILWC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 

EFTA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EP   欧洲议会 

EU   欧盟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OM   国际移民组织 

ISTAT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ITPS   Tilväxtpolitisker 研究所  

IUSSP  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 

NGO   非政府组织 

NSO   国家统计机构/部门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NS   英国国家统计局 

OPOCE  欧盟官方出版物办公室 

SCB   瑞典统计局 

SEE   东南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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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Z   新西兰统计局 

SPRC  澳大利亚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StatCan  加拿大统计局 

UI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N   联合国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SCAP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FEM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SD  联合国统计司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HOSIS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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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性别统计数据库：指标列表 

国家性别概览 

分性别的人口概要，指标，国别和年份 

 

人口 

分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 5 岁年龄组人口数 

分国别和年份的 80 岁及以上人口的性别比 

分婚姻状态、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 5 岁年龄组人口数 

分婚姻状态、年龄、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选定年龄组的 18 岁及以上人口  

 

生育、家庭和住户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活产婴儿总数 

分有关组别、国别和年份的青少年生育率 

分国别和年份的总和生育率 

分国别和年份的生育第一孩时妇女的平均年龄 

分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初婚数 

分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初婚平均年龄 

分有关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合法堕胎 

分单亲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单亲家庭和儿童 

分住户类型、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私宅住户数 

分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一人户 

 

工作和经济 

分年龄、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劳动力数 

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职业、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活动、职业、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教育阶段、职业、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就业类型、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全职和兼职、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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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年幼子女的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 16 岁以下子女数、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率 

*分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率 

分年龄、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失业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青年失业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长期失业人数 

分年龄、不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性别、国别和年份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数 

分指标、国别和年份的性别工资差异 

*在“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部分中也包括了这些表格。 

 

教育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大专以上学生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中学入学率 

分教育阶段、年龄、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受教育程度 

分专业、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毕业生人数 

分教育阶段、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教师人数 

分性别、国别和年份的终身学习人口的比重 

 

公共生活与决策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全国国会议员的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核心部委的部长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政府部长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高级公务员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法官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央行委员会的成员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记者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大学校长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大使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立宪法院的成员人数 

分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警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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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死亡 

分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预期寿命 

分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婴儿死亡率 

分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吸烟者占总人口的比例 

分年龄、性别、体重、国别和年份的分不同体质指数水平的人口数 

分死因、性别、国别和年份的死亡率 

 

犯罪和暴力 

分性别、犯罪类型、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犯罪受害人 

分年龄类别、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罪犯人数 

分犯罪类型、性别、国别和年份的罪犯人数 

分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分杀人犯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的受害人人数 

分市民身份、其他组别、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囚犯 

 

科学和 ICT 

分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使用计算机的人口比例 

分年龄、性别、其他组别、国别和年份的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分研究领域、性别、国别和年份的研究人员人数 

 

工作生活平衡 

分工作模式、最小子女的年龄、国别和年份的夫妇人数 

分最小子女的年龄、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人数 

分 16 岁以下的子女个数、国别和年份的就业率 

分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就业率 

分有关组别、国别和年份的儿童看护 

分活动、性别、国别和年份的时间利用 

分活动、性别、国别和年份的受雇人员的时间利用 

分活动、性别、国别和年份的花费在家务活动中的时间 

分活动、性别、国别和年份的自由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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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参与式性别统计培训的案例研究 

为了开发性别统计数据，统计人员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在本小节中，根据由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学院61实施的欧洲和中亚国家的性别统计项目的经验，我们将会看到参与式

培训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的比较优势。该项目的思路是在成人教育和培训中使用参与式方法，其

中涵盖互动式、适应式、主动式和其他类似的方法，并且在项目所有权的开发中，其直接受益者

也就是这些项目参与国的国家统计机构将积极参与其中。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目标国家（12 个 EECCA 国家和 6 个 SEE 国家62）的国家统计机构进

行能力建设，以提高用于社会和经济分析的分性别统计数据的生产、分析和发布。在 UNECE-WBI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学院）联合项目中，创建了性别统计数据培训者的自我可持

续的实践社区（CoP），它把所有目标国家中的统计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连接起来。CoP 有助于实

现项目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强调性别主流化在各个统计领域中的重要性，并且确保数据采集和发

布正确地考虑了所有领域中的性别相关问题。 

性别统计项目所基于的假设是成年人通常只吸收他们认为有用并且希望能够应用的新知识

和技能。它将传统式的培训与参与式培训区分开来，传统式的培训将受训者视为“待用知识来填

满的空容器”，而参与式培训是基于培训者和受训者之间的积极对话，并且培训者和受训者都有

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进行性别敏感化培训时，参与式培训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他们有助于促进参与者之间信息

和技能的对话和交流、规划未来的行动，以及监测和评估国家统计机构中的性别统计问题。但是

最重要的是，参与式培训很有意思，并且对于调动各方面参与者的兴趣都非常有用。 

参与式培训与非参与式培训的最大不同点在于设计和引导的方式。非参与式培训通常是自上

而下的，使用“粉笔+说话”的方法，或者一系列的 PPT 介绍，其中培训的负责人决定培训的进

展。通常说话的时间直接与发言人的级别和权力成比例。而参与式培训的计划和执行的方式是要

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另外，如果学习者积极地参与学习的过程，培训可能更有效。

受训者在培训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因为培训开展之前已经识别了他们的需求、并且已经将这些需

求融合在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决策过程中。 

                                                      

61 2007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和世界银行学院（WBI）在欧洲和中亚启动了为期 3 年

（2007-2010 年）的有关性别统计的创新项目。项目的目标受众是地区和国家统计机构的中高级统计人员、

以及中央、联邦和地市层级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学术人员。该性别统计项目关注以下问题：宣传；

性别预算；性别和少数民族；公共机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决策；性别和劳动力统计：非正规就业、创

业、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时间利用调查；拓展和推广。 

62 EECCA：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SEE：东南欧洲

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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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将介绍用于组织有关国家统计机构性别敏感化的参与式培训的一些主要步骤。 

A2.1 准备参与式培训 

识别核心的参与者 

当规划性别培训时，要考虑到各种类型的参与者。根据所计划的培训类型，这些参与者也有

所不同。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学院项目的主要目标受众是中高级的统计人员。 

与核心参与者进行沟通 

首先，必须让潜在的参与者和他们的上级管理人员相信，性别统计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在

上面花时间。 

对于高级统计人员和决策者，信息必须简短但是要有力量。要传递的有力信息是，让统计人员确

保国家统计机构的产出是性别敏感的将会提高产品的质量，使得数据对政策制定者更加有用，并

且会提升国家统计机构的声誉。在一些情况下，生产性别敏感的统计数据也是一种义务。例如，

根据欧盟的协议，或者按照诸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等国际义务和标

准，或者在性别行动计划的框架之下进行数据报告。  

在实践层面上，高层决策者需要知道培训和任何后续的活动不会对组织增加很大的负担。因

此，重要的是强调是否可以得到资金或者其他支持。还必须强调的是，大部分性别敏感统计数据

的生产并不是单独和额外的工作任务，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已经正在执行的工作任务。因此

额外需要增加的资源应该是有限的。 

当面对统计人员时，重要的是在邀请他们参加性别培训时不要批评他们现有的产品和工作方

式、或者他们的能力。所传递的信息应该着重于要生产的统计数据的重要性和有用性，以及在融

合性别视角时所增加的价值。 

核心的信息应该是性别统计并不是“特定关注群体”的问题或者是“女性的问题”。相反，

参与者应该看到经过改善的性别统计是如何帮助他们和其他人更加有效地和更有见识地履行他

们的责任的。 

在与潜在参与者进行沟通时，使用“培训”一词并不总是合适，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和政策

制定者通常对他们必须“被培训”这种想法感到不太舒服。对于他们，更适合的词语可能是“简

要介绍”或者“咨询”。因此，我们建议将培训称作为“圆桌”、“会议”、“研讨会”或“专题讨

论会”。 

识别明确的目标 

有些情况下会提供非常一般性的性别培训，向参与者讲授基本概念和框架来理解性别问题。

通常将这种培训称为性别意识或性别敏感培训。本部分中所述的培训的不同之处在于试图使参与

者和其机构的行为发生改变。因此，与一般性的提升性别意识的培训相比，其更加注重实效。解

释培训的具体和实际目标应该有助于与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 

培训注重实效这一事实还意味着它需要明确地聚焦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可以是特定类型的统

计（例如农业统计），或者是特定的方法（例如住户调查或企业名录库），或者是特定的产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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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女性和男性”出版物）。 

理想情况下，专题讨论会还应该有后续目标，即在专题讨论会结束之后组织者希望采取的行

动。具有清晰的后续目标使得在专题讨论会中要确定覆盖哪些需求更加容易。这也会增加参与者

在不久的将来实际应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的机率。进而也会增加完全掌握所学到的经验教训的机

率。 

以下是后续目标的一些例子： 

例 1：设计新调查来研究基于性别的暴力 

2007 年在哈萨克举办的性别暴力的培训的产出之一是基于性别暴力的抽样调查和针对女性

的暴力的指标系统被包括在全国性的统计分类中。 

例 2：开发分性别的指标 

吉尔吉斯斯坦（2007 年）的全国性统计人员性别统计培训聚焦于识别需要进行性别分组的

一系列指标。 

吉尔吉斯斯坦还建议了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努力，

特别是移民委员会，因为外部迁移的问题（迁移劳工）目前是该国与其最相关的问题之一。 

例 3：开发行动计划和进一步的步骤 

2007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办的培训者研讨班63上，会议结束时安排的一个参与式

培训活动的目标就是制定推进国家层面性别统计数据的行动计划和进一步步骤（参见图片）。 

                                                      

63 2007年4月，为期5天的区域性培训者培训研讨班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办。来自9个国家的29名统

计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另外，还有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统计署、世界

银行学院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班。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unece.org/stats/documents/2007.04.gender.htm 

阿拉木图的研讨班是计划在2007-2010年在东欧和中亚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学习活动的第一个活动。项目组

使用参与式、适应性和用户友好的模块，并且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来定制。该课程的90％

以上是互动活动，学员以分组的形式对案例研究、预先制表的数据或分析、问卷调查，以及其他材料进行

阅读掌握。活动成果包括国家行动方案，它涉及改善性别统计数据的协调/组织，修改现有数据采集或发布

工具以提高性别统计数据的质量或可用性，以及识别采集性别相关数据的新流程等内容。与会者还制作了

性别统计数据宣传材料（如徽标、标语等），并且着手在大众媒体上撰写文章，以展现能够突出性别差异

的性别分析和图表。其他活动包括对所在国的著名意见领袖进行采访的视频，多媒体课件和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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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总结了各种意见建议，讨论了所倡议的行动的可行性，并且制定了未来两年的行动

方案。换句话说，它为研讨班确定了清晰的后续目标。 

2007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性别统计数据和非正规就业的培训，是阐明良好目标计划的制定如

何能够导致后续活动的另一个例子。在性别统计数据和非正规就业培训的基础上，哈萨克斯坦国

家统计局制定了一个为期 3 年的项目计划，旨在研究性别和劳动力市场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

移民、妇女教育与就业的相关性，以及获取资产的渠道。 

例 4：将性别问题纳入国家统计部门的运作 

2008-2009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性别统计数据的后续目标有以下几点： 

 复查劳动力调查，识别那些能够进一步将性别纳入其中的领域 

 针对下述主题开发培训模块：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协调、非正规就业、性别工资差

距 

 为访问员提供培训 

 为公共出版物撰写好的故事情节 

 从性别角度对 2008 年劳动力调查问卷进行检查和跟进，并且对 2009 年劳动力调查问

卷进行重新设计 

 按照欧盟/欧盟统计局的要求准备 2009 年调查问卷，通过与性别机构密切合作，将性

别模块包含在问卷中 

 尽可能在统计机构开展的问卷和调查中都纳入性别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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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交付阶段：内容和召集方法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必须针对培训目标。从广义上讲，本手册中所设想的培训目标是 “使国家统计系

统（NSS）重视性别问题”。这反过来会在国家统计系统的各个方面引入“性别视角”,其中包括

调查设计、工具设计、访问员、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展示等。在操作层面，目标是所提供的培训

能够帮助统计人员生产性别敏感的统计数据。最终目的是促进统计数据的生产，以用于性别敏感

政策的制定和满足来自国际机构、政策制定者、性别平等倡导者和其他用户等对性别相关统计数

据日益增长的需求。 

培训的政策导向表明了内容上需要侧重于如何以一种最有可能被政策制定者使用以及最能

影响他们的方式来展示和发布信息。它还表明了内容上需要明确可能的政策问题是什么。 

引导交流 

“引导者（主持人）”一词隐含的意思是参与者已经具备了知识，并且过程中含有知识的共

享，以及增加新的技能和信息。“引导”一词还涉及一种促进参与者之间进行对话及信息和技能

交流的方式。 

与特殊技能和知识一样重要的是主持人的态度。在这里提到的大多数培训中，参与者都是专

业人士。他们一般都会有关于他们组织运作的详细知识，其中有些知识会涉及到所考虑的特定统

计数据。主持人需要公开声明，参与者在有些方面有着更多的专业知识，并且在考虑问题时要将

这些知识吸收进去。主持人还需要考虑到，既然参与者是不同统计领域的专家，因此与其他同伴

分享他们的观点是更有意义的，而不只是聆听。因此，不限制参与者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还要

考虑时间）很重要。主持人需要提前考虑到小组的规模，以便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参见专栏

A.1）。小组的组成也很重要：小组内部最好做到性别平衡，因为它会体现不同层次的感知和对性

别问题的理解。 

 

专栏 A.1：小组的规模如何影响到学员参与 

3-6 人 每个人都发言 

7-10 人 几乎每个人都发言 

相对沉默的人说得比较少 

1-2 人可能没有发言 

11-18 人 5-6 人主要发言 

3-4 人偶尔加入发言 

19-30 人 3-4 人主导发言 

30 人以上 可能根本没有参与讨论 

来源：Pretty 等人（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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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A.2 提供了关于如何推进培训的一般技巧，也就是主持人应该做和不应该做哪些事情。 

 

专栏 A.2：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做 不应该做 

任何时候都是用自己的最佳判断 迟到、鲁莽 

介绍自己，建立融洽关系 说教 

尊重、举止优雅、敏感 批评 

分享、倾听、观察、放松 打断 

接受错误，从错误中学习 独占会场 

抛弃成见 展示太多内容 

自我了解、自我批评 太严肃 

做最好准备且有灵活性  

有趣、享受  

 

方法和途径 

在性别统计项目中所用到的以及我们推荐使用的参与式推进方法主要有：讲座和演示；示范；

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游戏和比赛；小组讨论；小组练习；以及头脑风暴会议。 

通常推荐使用有助于优化学习经验和保持参与者参与学习过程的混合性方法。此外，鼓励积

极参与的方法通常也会导致更好的持续学习。 

以下是研讨会中已经用到的一些参与式学习方法的例子： 

1）聚焦谈话法 

2）头脑风暴法 

3）角色扮演法，以及 

4）排名和计分等法 

1. 聚焦谈话法（也称结构化讨论）是一种帮助培训/研讨会参与者回顾思考诸如演示文稿、

文章、电影等方面的共享经验的技术。聚焦谈话法有四个步骤可以引导小组就该主题展开深入的

讨论，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制定出行动计划和具体决策。这些包括（改编自 Spencer，1989 年）： 

 目的性 

 反思性 

 解释性 

 决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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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性别统计项目中所使用的聚焦谈话法，一个示例就是一组关于性别暴力的四项活动（参

见专栏 A.3）。 

 

专栏 A.3：以性别暴力为焦点的谈话 

步骤 内容 问题类型 

目的性 活动 1 

性别暴力 – 快速调查与竞争 

向参与者介绍性别暴力主题及其对

各自国家的重要性。参与者还分享有关该

题材、现有数据和事实的知识 

您认为在您的国家存在性别暴

力吗？ 

你们国家文化开放到可以允许

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吗？ 

您如何评价你们国家针对这一

问题的数据质量？ 

反思性 活动 2 

关于家庭暴力的视频剪辑 

这项活动的目的是看参与者对于这

一题材的个人情感 

关于女性地位的描述，您印象最

深的是什么？ 

这些信息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

响？ 

解释性 这项活动是分析参与者对该主题的

意义和重要性的看法 

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在您的国家，对性别暴力问题置

之不理的后果是什么？ 

决策性 活动 3 

性别暴力 - 宣传 

参与者了解并讨论将性别暴力放入

国家统计部门决策者的议程中的必要性

是什么。 

想一想如何让你的管理层认识

到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为确保成功

铺开调查，在对话中需要包括哪些利

益相关者？ 

结束 活动 4 

多媒体演示“性别暴力 - 行动方案” 

参与者学习国家统计部门所采用的

不同方法，并且制定国家行动方案。以三

个案例研究为基础，各个团队的参与者在

三种可替代的改进行动方案中为自己的

国家选择一个方案。 

1. 在国家行政登记系统中包括

有关家庭暴力的报告 

2. 在当前调查中包括针对女性

的暴力模块 

3. 设计新的针对针对女性的暴

力的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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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头脑风暴法是在培训活动和研讨会期间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参与式方法。在较小和较大的

组中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发起讨论。头脑风暴法的目的是从该组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客观信息。 

头脑风暴的过程主要有四个步骤： 

1. 主持人提出问题，并解释讨论的目的 

2. 参会者以个人名义或 3-6 人小组的名义展开头脑风暴 

3. 主持人收集大家的点子，然后张贴在活动挂图上，或者让参与者大声读出来 

4. 各组代表在主持人的帮助下得出结论，或者也可能针对提出的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继续

进行讨论。 

头脑风暴法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性别工资差距的数据分析活动，它鼓励参与者之间建立起信任

关系并帮助制定共同的目标（参见 A.4）。 

 

专栏 A.4：头脑风暴：性别工资差距的数据分析 

目的 

参加者将了解如何计算性别工资差距。他们将形成论据，以让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统计人员认识到性别

工资差距数据对于决策的重要性。 

参与者 

8 – 40 人 

时间 

60 分钟： 

- 5 分钟 – 分组，简短发言 

- 30 分钟 – 在各个国家范围内使用虚拟公司数据，针对性别工资差距开展小组工作，形成证据证明

工资数据中性别问题的重要性 

- 25 分钟 – 汇报成果 

流程 

- 主持人将参与者随机分成 4-6 人的小组。 

- 主持人解释会议目标，分发虚拟公司的数据表，并且给出了以下引导性的问题和任务： 

- 有关时薪、月薪和年薪等不同数据的影响是什么呢？解释存在差别的原因。 

- 从性别角度来看哪种数据更好？ 

- 有些人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别与不同的选择有关，而与性别角色无关，否定使用这一指

标争取性别平等的作用。参与者需要找到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在进行政策制定时需要用到这个指标。 

- 小组要将他们的结论标注到挂图和报告上，供其组内其他人员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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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角色扮演法被认为是用于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析、模拟、反馈和沟通的良好工具。一般

情况下，角色扮演相比于其他方法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情景模拟，参与者可以发现和揭开

很容易被忽视或未知的一些方面。此外，角色扮演有助于组内所有成员的融入，能够鼓励内敛和

沉默者的积极参与。对于异质性强的小组，特别推荐使用角色扮演法。 

阿拉木图培训师培训（TOT）活动利用角色扮演法来作为开幕式活动之一，有助于让参与者

放松，并且使每个人都能参与讨论。尤其是在开场活动中特别有用（参见专栏 A.5）。参与者被

要求以国家统计部门的预算编制人员、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人员、全国妇女委员会的代表和非政

府组织的代表等角色来辩论对性别统计数据的支持或反对。 

 

专栏 A.5：角色扮演 

目的 

说服国家统计部门为其工作人员组织性别敏感培训，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参与者及其具体目标和

议程。 

参与者 

8 – 40 人 

时间 

90 分钟： 

- 5 分钟 – 主持人将参与者分成四个小组，并向其做简单介绍 

- 25 分钟 – 小组角色扮演 

- 5 分钟 – 由每个角色扮演小组的代表组成新的小组 

- 25 分钟 – 在新的小组中展开讨论 

- 10 分钟 – 小组讨论和总结 

流程 

- 参会者被安排在下面四个小组中的一个： 

1）国家统计部门的预算编制人员 

2）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人员 

3）全国妇女委员会的代表 

4）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 主持人向四个小组简要解释他们的具体角色。 

- 每队都要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该问题。各队都要找到支持自己角色的论据。 

- 主持人向每个小组/角色的代表们分发一个数字。（如果团队有 5 名成员，则为每张桌子分发数字 1-5，

等等）。 

- 每组拿到相同数字的成员组成新的小组，不同角色扮演者一起讨论该话题。现在，代表们的目标就

是使用他们之前已经制定好的论据来最大程度捍卫自己的角色。 

- 主持人要求每桌都要汇报讨论的进展、论据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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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名和计分方法在对不同的问题、选项或数据进行识别和进行各种计数、估计、计分或

排名时，通常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例如，与头脑风暴法或案例研究法相结合）。 

排名和计分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在较小和较大的组中，以便快速判断参与者对某个特定问题

所做贡献的重要性程度。 

阿拉木图培训师培训使用排名和计分的方法来介绍像性别暴力这样的敏感话题，从而释放了

面对这一话题时最初的紧张度，尤其是对男性参与者而言（参见专栏 A.6）。 

 

专栏 A.6：排名：性别暴力 – 快速调查与竞争 

目的 

通过破冰活动来引入性别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这一敏感话题。活动结束时，主持人和参与者就能够对

该组关于这一题材及其与特定国家背景的相关程度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参与者 

8 – 40 人 

时间 

45 分钟： 

- 每个问题 15 分钟，包括简短汇报 

流程 

- 主持人随机将每 4-6 人分为一个小组（必要的话，可以按性别来分组）。 

- 主持人询问该组一个问题，并要求他们按照从 1 到 10 的分值进行打分（1=不相关/不好，10 =非常

重要/好）： 

1.“您认为在你的国家存在性别暴力吗？” 

2.“你们国家的文化开放到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讨论吗？” 

3.“您如何评价你们国家针对这一问题的数据质量？” 

- 主持人需要从该组抽出一名志愿者作为此项活动的助手。 

- 每位参与者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数字，然后主持人收齐所有纸张，交给助手去计算本组的平均值。 

- 主持人让该组人员猜测得分结果并以粗体字样写在一张 A4 纸上，然后要求所有参与者保留好他们写

下的数字。 

- 助手检查本组分值，判断哪个参与者的数字最接近平均值。 

其数字最接近平均值的参与者“获胜”。主持人为该获胜者颁发奖品。 

主持人感谢助手的大力帮助，并且也给她/他一个奖品。 

 

是选择这些方法之一还是组合，部分取决于研讨会的目标。例如，旨在传授技能的实用型研

讨会可能会包括更多针对小组或个人的动手练习。所选方法还取决于受众。例如，较高层次的受

众可能会认为一些“游戏”有损于他们的形象。然而，在实践中有时会发现，即使是高层次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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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也喜欢有“开心一乐”的时间。 

例如，阿拉木图培训师培训会上的高级统计人员非常赞赏一些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尤其是在

设计“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统计数据”这一标语时），并且提出了几个有创意的想法（见照片）。 

 

 
 

A2.3 通过实践社区来持续学习 

为了确保培训项目的可持续性，尽可能将培训师和参与者包括在实践社区（CoP）中（参见

专栏 A.7）。 

 

专栏 A.7：实践社区 

“实践社区”一词是比较新的，

尽管它所参照的概念很老。这个概

念提供了关于知和学的有益视角。 

实践社区是指有着共同的关切

或共同的做事激情的一群人，通过

他们之间经常性的互动交流，使得 

他们知道如何能够把事情做得更

好。他们在追求自己领域（在我们

的例子中是指统计领域）的兴趣所

在时，还会组织联合活动和讨论，

互相帮助，共享信息。他们建立起

利于相互学习的良好关系。 

各个行业和国家越来越多的

个人和组织正在关注实践社区，

将其作为提高自身能力和联系人

民的关键。例如，参见联合国妇

女研究与训练机构的实践社区

http://www.un-instraw.org/gt

cop/ 

 

在关于性别统计数据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学院项目中创建了一个实践社区。

在第一届培训师区域培训研讨会期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和世界银行学院（WBI）

联系了实践社区中来自多个国家的培训师，并且通过让他们参与到研讨会的互动式学习，建立彼

此之间的信任。这届培训师区域培训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都被邀请成为性别统计培训师实践社区

的成员，组成一个在其各自国家中积极从事分性别数据的采集、生产、分析和发布的实践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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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统计人员、以及来自部委、非政府组织、智囊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等。 

互联网等新技术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限制，拓展了交往的范围。为了更好地促进日常沟通和定

期联络，实践社区创建了交互式门户网站，可以供成员进行以下目的的使用：  

 开展网络讨论，向来自国际组织和性别统计数据任务组的知名性别专家（也是实践社

区的成员）提问 

 在所在国发布关于即将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和培训的通知 

 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性别统计数据库中获得最新的、可靠的数据 

 阅读和研究在区域研讨会和每一个国家所组织的国家培训课程期间所教授的任一个模

块 

 下载多媒体自运行演示文稿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分享他们的培训和教学经验，或者分享性别统计领域有影响

力的意见领袖的视频访谈 

 学习宣传和推广的技巧 

 获得关于性别统计主题的国际会议和专家组会议的信息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和专家开展日常沟通。 

除了这个交互式门户网站以外，还定期开展一些活动，包括每年两次定期召开区域会议，在

国家之间进行专家/培训师交流，以及实地考察等。 

网站本身不是一个实践社区。实践社区的成员们需要一起交流和学习，并且开发共享的资源

系统：经验、故事、工具、经常性问题的解决办法。社区的实践是动态的，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学

习，这需要时间和持续性互动。实践社区的要素包括：解决问题、索取信息、寻求经验、重复使

用资源、协调和协同、讨论发展、管理所需知识的共同责任。 

如果能够有机会让这种实践社区持续存在下去的话，则性别统计培训会是非常成功和有益的。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学院建立了一个认可结构：选择更为积极的培训团队参与到全

球会议和专家组会议（例如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年度欧洲统计员会议，或者

全球性别统计会议）中去 。同行认可、社区反馈和确认机制对于认可和鼓励社区参与来说都是

很重要的。知识共享是实力和名气越来越大的来源。应该激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其中。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学院的这一举措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训练有素的统

计人员成为实践社区的活跃成员，这些热心的培训师们本身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中承担了组织和教

授国家课程的任务。他们因为性别敏感化和性别统计培训这一共同的兴趣而组成一个团队。他们

在干中学，通过个人亲身实践来学习，彼此分享学习的心得体会。  

A2.4 经验教训 

根据对性别统计项目进行规划和准备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如果可能的话，获取关于会议参与者预期的信息。例如，通过使用需求评估练习（参见

专栏 A.10）。不过，如果目标受众不愿意尝试参与式方法（高级职员有时会这样），有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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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这样做。 

所使用的问题例子： 

 您对本次研讨会有什么期望？ 

 本次研讨会对您当前工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哪些性别统计领域目前对您的国家统计部门更重要（如果有的话），以及还有其他哪些

领域您想学习？ 

2. 准备一个详细的议程草案，包括：每一项或每一议程的目标（例如，建立性别竞争力；

帮助统计人员和用户界定清楚如何让统计数据更加性别相关；改变国家统计系统，使他们能够生

成更好的统计数据，从而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监测和评估那些对女性和男性的生活产生积

极影响的政策）、期望的结果、形式、持续时间等。 

3. 在国家统计部门内部以及与外部用户之间建立沟通联系。 

4. 选择合适的培训师或主持人（参见上述标准）。如果使用外部中立的主持人，则他/她应

当尽早参与规划过程。 

5. 选择培训师、主持人和参与者时，确保性别平衡很重要。 

6. 在活动之前检查是否解决了所有的后勤问题。提前查看会场，以确保会场空间足够，座

位安排合理，会场各项工作准备到位（例如桌签、挂图、纸笔、标记工具和讲义）。 

7. 要成功地规划和执行参与式活动，应当注意以下五个关键方面（参见专栏 A.8）： 

空间（S）：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活动场地，因为这通常影响到学习的质量。还应注

意座位安排、光线、温度、设备、位置等。 

时间（T）：时间管理对于成功的培训至关重要。不过，建议你可考虑对议程项目的进展节

奏进行调整。一定要注意各项活动的时间，不要让参与者在一些活动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事件性（E）：一定要创建一个在情感上能够连通、投入和挑战参与者的活动事件。重要的是

要打破活动的正式感，尤其是针对高级官员。使用破冰练习、幽默、变换节奏、奖励和奖品等，

这对于让参与者放松和持续参与是非常有帮助的。 

产品（P）：在开始训练时，确定培训的主要目标或预期产出，并且让参与者在整个活动中

都保持专注。 

风格（S）：尝试调整你的个人风格，以适应活动类型和活动形式（例如，大多是高级官员

出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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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A.8：成功的参与式会议的五个关键方面：S.T.E.P.S 

S T E P S 

平衡 

准备 

肢体语言 

尊重大家 

专注 

节奏 

议程 

格式化 

课间休息 

节奏的变化 

庆祝 

幽默 

奖励 

奖品 

案例研究 

图表/图形 

活动 

文件 

实践社区 

位置 

音频/视频 

多媒体演示 

装饰/设置 

座位安排 

来源：Spencer，1989 年  

 

8、建议性别敏感培训的主持人能够遵循四个基本的规划步骤，即确定培训的目的、产出、

运营计划和监测64（参见专栏 A.9）。 

 

专栏 A.9：性别统计参与式培训矩阵 

步骤 活动内容 问题 

开始 参会者被分成 6 个组： 

- 在每一组内部，参与者轮流自我介

绍，并解释自己名字的含义。 

- 主持人要求每一个小组向所有参与

者报告最有意义或最有趣的名字或个人介

绍 

 

最有意义或最有趣

的名字是什么？ 

1. 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活

动？） 

需求评估活动 您对本次研讨会有

什么期望？ 

本次研讨会对您当

前工作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 

2. 产出（我们想要在一定时期内实

现什么？） 

角色扮演活动 

培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克服国家统计

部门的不情愿，说服他们为自己的工作人

员组织性别敏感统计培训，以便更好地理

我们想要在一定时

期内实现什么？ 

谁可能对推广性别

统计理念有帮助？ 

                                                      

64 来源：用于情况分析和项目活动规划的参与式方法，柏林洪堡大学，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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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同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具体目标和议

程。 

四个小组的参与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

来论证为国家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组织性

别敏感统计培训的必要性。从国家统计部

门的预算人员、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人员、

全国妇女委员会的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这四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统计数据？ —

— 小组讨论活动 

3. 运作计划（谁做何事，何时做，

在哪儿做？需要什么物质，资源？） 

活动： 

 推进技巧 

 宣传：我们为什么需要性别统计

数据？标语 

 实现它 - 案例研究 

 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协调 

 非正式就业 

 性别工资差距 

 性别工资差距 - 数据分析 

 性别暴力 

 创业 

 经济决策 

 少数族群 

 性别预算 - 海报设计 

 发布和推广：好的图表设计的原

则 

在您之前参加的培

训，有哪些方面做得不

错，哪些方面还可以有

一些改进？ 

4. 监测 不断检查你是否专注于培训的目标和

预期成果，并让参与者在整个活动中关注

该目标 

我们在按计划行事

吗？ 

结束 活动： 

 识别：瞄准参与者 

 实现 – 构筑承诺和伙伴关系 

 形成条约 

识别您所在组织中

的性别主流化面临的障

碍和挑战。 

如 何 克 服 这 些 障

碍？ 

 

总之，要设计好参与式学习的性别统计培训课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些培训活动不涉及

从培训师到学员以授课为基础的信息传递。在参与式培训中，受益人从规划的早期阶段一直到整

个培训的实施和完成全程参与。设计培训项目的计划者应当准备提问和回答有关这些举措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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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期结果的问题。计划者必须准备好与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并且准备好应对这些利益相

关者的需求和意见。最重要的是，规划者必须努力工作以识别和探索日常的沟通交流活动、系统、

工具和机制等。正是在这些交流活动范围内，性别统计培训项目的计划者也有机会成为一名学员

和一名实践社区的活跃成员。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学院项目的经验在组织性别敏感培训方面似乎非常有效。

它允许参与者非常积极地参与整个过程，从而既能够拥有其各自的国家项目，同时又从属于区域

性实践社区。实践社区的建立确保国家统计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可持续能力的提升。实践者们在共

享实际经验的同时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特殊联系。他们了解彼此的情况、困难和观点。这使他们能

够互相学习，在专业方面取长补短。 

当务之急是在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整个周期中都把统计人员和培训师囊括进来。

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感受到项目活动的自主权，并且积极参与到设计中；将项目的积极成果反映

到他们的工作中去；以及与他们的同行交流知识。除非直接受益者们参加到这个学习周期中去，

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学习。 

针对全国性研讨班的一般问题： 

“您对本次研讨会有什么期望？” 

“您以前有哪些培训方面的经历？” 

“无法解决的问题：此次培训无法解决什么问题？” 

“本次研讨会如何能有利于您的当前工作？” 

针对培训师的问题： 

“您对本次研讨会有什么期望？” 

“本次研讨会如何能帮助您成为更好的培训师？” 

“您需要更多支持的内容领域是什么？（障碍和挑战）” 

“您以前有哪些培训方面和作为培训师的经历？” 

 

专栏 A.10：需求评估练习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学院关于开发性别统计数据的培训项目中所使用的引导指南 

参与者 

8-40 人，每 5-6 名组成一个小组 

时间 

60 分钟： 

- 5 分钟：主持人分出 6 个小组，并进行简短说明 

- 20 分钟：小组工作 

- 20 分钟：代表组讨论 

- 15 分钟：小组讨论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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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安排 

- 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配备 5-6 把椅子 

用品 

每队分配一个活动挂图，若干海报大小的纸张可以张贴到墙上，以及计算器 

准备 

受训人员无须参与。演示人员将复印的讲义分发给各队。 

流程 

- 主持人将参与者分成规模适当的小组 

- 主持人要求各组提出他们关于“主题”的想法，并且写在活动挂图上 

- 每组简短陈述本组想法 

- 将挂图作为该课程的指导。（主持人需要确保他/她涵盖了所有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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