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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世界银行工作组宣布! 会重点关注
两个整体上可测的目标* 到+,H, 年消灭极
端贫困以及促进共同繁荣& 在一代人的时间
内消灭贫困是史无前例的机遇)))将会需要
数据来监测进程' 理解发展的复杂性并对项
目和服务的有效执行进行管理&

$+,-.年世界发展指标% 汇集了与全球
发展和战胜贫困相关的高质量' 具有全球可
比性的统计数据& 希望能够帮助各个类型的
用户)))决策者' 学者' 分析人员' 教授'

项目管理人员以及普通公民来获取并使用关
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数据! 包括那些有助于
监测和理解这两个指标进程的数据&

指标按U 个章节进行组织)))世界概
览' 人口' 环境' 经济' 政府与市场以及全
球联系& 同以往的版本一样! 世界概览回顾
-千年发展目标. "W=X:# 的全球进展! 并
提供针对贫困的关键指标& 今年补充性的在
线数据分析工具可以使读者进一步研究全
球' 地区以及国家在W=X:上的进展情况)*Y

*$* @@<3*3GK#&4</326G#&(@?<(:&余下的几个
部分包含引言! 一组集中概括全球' 地区或
国家发展趋势的六个故事! 一张反映与该主

题最相关' 最流行的指标的表格! 以及对指
标的编制方法的讨论&

这个印刷版本以及$+,-. 年世界发展
数据手册% 呈现了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
所收集数据的一部分! 每一章节的结尾处
列出了全部可用指标的索引& 许多相关的
额外指标可以在网上以数据库或表格的形
式获得! 通过网络或移动设备的应用程序
)**$* @@<3*3GK#&4</326G#&(@K<'在线应用程
序提供几种语言的指标描述和脚注信息! 包
括阿拉伯语' 汉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

$世界发展指标% 得益于各组织的通力
协作* 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多个经济体的统计机构! 以及其他
许多合作伙伴& 在此! 我们谨向这些合作伙
伴)))特别是世界各地的政府统计学家表示
感谢& 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 专业水准和奉
献精神! 对全球发展的衡量和监测工作是不
可能完成的&

欢迎您提供宝贵建议使全球发展指标能
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D3':)32 M;

发展经济学数据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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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B'44'3?O&'290领导的编写组负责本书的
筹备工作! 该小组由F0'4M32*#?管理! 成员
包括* JZ'*3J?[3<'' W3[35&0::43;0&' \';

";'' M0<0&'9#L:9340&' W3)%3&L:)&3()YA3/3Y

&%' ];32 M02(' W3:36#D'&3(3' B02<% 0̂2Y

<00D;32(' 53435)3:63&F3'<; _34'?'4'' D3Y

&;23_3:)'K3:0' 5;%32*L&<020_)34*3&6);;'

A3&'̀ _)#63&' L4%:00_'*'' 1/&3)'? \0>02*'

D'&#6# W30<3' W3;&'90 F:3/'?323' \0'43

8370'' L>':8;93[' I?3&E0&3[;<<'2' 8;/023

E;63[' L?'E;Z;6'' ]#?#A3&'6; 和83:'04

'̂9*#&̂ 044#:& 编写组与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
副行长办公室发展数据组中其他小组开展了
密切合作&

$世界发展指标% 的电子产品由E##2(

E;$ \00领导的团队制作! 其中成员包括
a'2(")'' ]032YO'0&&0=[#?34'0;' 83?(#$34

L&3/044%' E)0440%M;' b?3&D3<'' X%*':_329)3:'

E'<<)0:) _3;:)'6' I(02<&32 W39)366343''

F390&W0()0&/'' E)32?;(3?F3*3&3[32' O3&3:Y

*##b4#;?'' W32':) 83*)#&0' J:)':) E)3)'

J*:;:)'E)'?#和W343&>'Z)'̂ 00&3$$32&

全部工作由D3':)32 M;指导开展& O##&Y

23?X;$*3' c'3WGd;&0:)'和=3>'< 8#:02/Y

43**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本书中指标的选择和正文内容的确定得
到了世界银行四个主题网络的工作人员"可
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 减贫和经济管理以及
金融和私人部门发展#! 以及国际金融公司
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悉心指导
和大力帮助&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还得到了
外部合作伙伴的大量帮助' 指导以及数据支
持& 向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个人致谢的内容!

请参阅贡献名单! 本书主要合作伙伴名单请
见合作伙伴&

由]396 D3&4#K' 5&;908#::Y\3&:#2 及
")&':*#$)0&A&#**领导的通信发展公司为本书
进行总体策划' 编辑和版式设计& L43'20

B'4:#2负责本书的封面设计' 图片制作和排
版& O0*0&X&;2<%J&*N=0:'(2的O0*0&X&;2Y

<%和5&#3<40%=0:'(2的='3205&#3<40%对报
告进行了设计& 世界银行出版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对本书的印刷和发行进行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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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本书所定义' 收集并公布的国际统计数
据是许多人士和组织集体努力的结果& $世
界发展指标% 提供的各种指标数据是各方面
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工作的结晶! 包括在世界
各地实际从事于普查和家庭调查的现场工作
人员! 以及各种委员会及各国和国际统计机
构的工作人员& 这些委员会和统计机构确定
的术语' 分类方法和标准! 为国际统计体系
奠定了基础& 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也在收
集原始数据' 组织和出版其成果方面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另外! 学术研究人员也在建立
统计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就统计指
标的质量和解释开展了持续对话& 所有这些
人员都拥有一个强烈的信念! 那就是获得精

确的数据有利于提高公共和私人决策的
质量&

通过与以下机构共享它们的数据和专业
知识! 这本$世界发展指标% 才有可能出
版&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机构的合作为世界
银行致力于发展的努力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
对其他旨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努力做出了
贡献& 我们要对那些努力帮助我们建立了有
关这个世界及其人民的综合的' 丰富翔实的
信息基础的人们表示谢意&

为方便大家查询! 我们在此列出了有关
组织所拥有的网址& 这些网址在+,-. 年H

月-日时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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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世界发展指标是世界银行最重要的跨国可比发
展指标汇编! 包括-eH,, 余个序列指标! 涵盖+-.

个经济体和H,余个国家组! 许多指标的数据积累超
过T,年&

$+,-.年世界发展指标% 是主要指标的精编集
中展示! 按照传统的分类划分并辅以区域性和话题
性的重点关注内容&

表格
该表包含所有世界银行成员国"-CC个# 以及

所有人口超过H,e,,, 的其他经济体"共+-. 个#&

国家和经济体按首字母顺序排列"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列在中国之下#& 国家这个术语与经济体是
通用的! 它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 而是指任何
能够独立报告社会或经济统计数据的区域& 如果可
能的话! 表末还列出了所属收入和地区组别的加总
数值&

各收入组别的加总数值
各收入组别的加总数值包括了表格中所列的

+-.个经济体! 再加上中国台湾"如果数据可用
的话# & 为保持各时期之间与不同表格之间合计
数值的一致性! 缺失的数据在可能的情况下作了
推算&

各地区的加总数值
各地区的加总数值仅包括中' 低收入经济体&

各地区的国家构成基于世界银行为进行分析而
做的地区划分! 可能与通用的地理划分方法不同&

地区划分! 见封三的地图和封底的国家列表& 有关
加总方法进一步的讨论! 见统计方法&

数据表示惯例
!

!空格表示不适用或者对于加总数值而言不具有
分析意义&

!

!十亿为-e,,,百万&

!

!万亿为-e,,,十亿&

!

!蓝色斜体数字表示非特定年份或时期的数据!

或者是非整个特定时期计算的增长率&

!

!H年以上的数据在脚注中显示&

!

!数据截至+,-.年+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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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

GG!!!表示该数据无法获得或者由于该年度数据
遗失无法计算进行加总

"""""""""""""""""""

&

, 或,G, 表示零或者数值非常小! 在所列小数位下
四舍五入为零

"""""""""""""""""""

&

@!!!用于日期中表示跨越两个日历年的一段时
间"通常是-+个月#! 例如+,--@+,-+年!

也指一个收成年度' 一个调查年度或者一
个财政年度

"""""""""""""""""""

&

!

!为现值美元! 除非另有说明
"""""""""""""""""""

&

f!为小于符号
"""""""""""""""""""

&

对各经济体的分类
为便于操作和分析! 世界银行对世界各经济体

分类的主要标准是"按照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
的# 人均国民总收入"XF1#&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 人均国民总收入会发生变化! 因此! 各收入组
的国别构成会出现该版$世界发展指标% 不同于下
一版的情况& 某一版的分类一旦确定! 则所有的历
史数据就都根据同一组别中可得到的最近一年的人
均国民总收入数据"本书为+,-+年# 计算&

低收入经济体是指+,-+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e,HT美元或以下者& 中等收入经济体是指人均国
民总收入为-e,HT)-+eU-U 美元者& 中低收入和中
高收入经济体以人均国民总收入.e,CT美元为界限
划分& 高收入经济体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为-+eU-U

美元或以上者& 欧元区-C个成员国作为高收入经济
体中的一个亚组列示&

统计数据
原始数据文档提供了关于数据的额外信息& 这

一部分概括了各国和国际机构为改进原始数据收集
工作所做的努力! 并提供了关于基本来源' 人口普
查年份' 财政年度' 统计方法和使用的概念以及其
他背景信息& 统计方法则提供了本书使用的一些基
本计算方法和公式等技术性信息&

国别说明
!

!"3$0̂ 0&<0现作"3/#̂ 0&<0"佛得角#&

!

!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

!

!塞尔维亚的数据不包括科索沃地区或黑山共
和国&

!

!除非另有说明! 苏丹的数据包含南苏丹&

#!!!



%*1在线表格的使用指南
!!以前在$世界发展指标% 印刷版中的统计表格!

现在可以通过网络获得& 使用自动查询程序! 这些统
计表格将以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为基础不断更新&

如何访问%*1在线表格
要访问B=1网上表格! 请登陆)**$* @@

K<'GK#&4</326 G#&(@*3/40:& 要直接访问特定的B=1

在线表格! 请使用I8\* )**$* @@K<'GK#&4</326G#&(@

*3/40@和表格编号"例如! )**$* @@K<'GK#&4</326G#&(@

*3/40@-G-可以查看世界概览的第一张表格#& 这本书
的每个部分都列出了指标的代码& 要在线查看特定
的指标! 请使用I8\* )**$* @@<3*3GK#&4</326G#&(@

'2<'93*#&@和指标代码"例如! )**$* @@<3*3GK#&4<Y

/326G#&(@'2<'93*#&@EOGObOGAbA\可以查看总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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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据库
数据库" )**$* @@<3*3/326GK#&4</326G#&(# 是

一个在线网络资源! 能够简单快速的获得时序数
据集& 它在选择和显示数据方面具备强大功能!

允许进行定制查询! 下载数据! 创建图表和地
图& 用户可以自选国家' 指标和年份! 创建动态
自定义报表& 所有这些报表都很易于编辑' 共
享' 嵌入网站或博客&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
)**$* @@<3*3/326GK#&4</326G#&(@)04$&

#"



*404>2/)+'使用指南
!!=3*3M'2<0&是一个免费的手机应用程序! 能够访
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里的全部数据& 数据可以以
表格' 图表或地图的形式显示和保存! 还能通过

0?3'4' M390/##6和AK'**0&分享& =3*3M'2<0&能以离
线"没有网络连接# 和在线"B'SM'或HX@.X# 方
式在移动设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上使用&

!

!选择一个主题! 显示所有相关指标&

!

!比较多个国家的数据&

!

!选择预定义查询&

!

!创建一个新的查询! 随后可以保存和编辑&

!

!在表格' 图表和地图格式中查看报表&

!

!以"E^文件作为电子邮件附件的方式发送
数据&

!

!通过M390/##6' AK'**0&或电子邮件分享评论和
截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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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面板使用指南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为各发展中国家或国家组
的千年发展计划"W=X:# 指标的发展趋势提供数
据& 每一年世界银行的-全球监测报告. 运用这些
数据来评估W=X:的进展情况& )**$* @@

<3*3GK#&4</326G#&(@?<(:上有U个W=X在线交互数
据面板! 可以通过它了解更多评估的情况&

本书世界概览部分所列图表与$世界监测报
告% 中的评估相一致"W=XU除外#! 但与本书以前

的版本不能进行比较& 根据上一个可观测的五年期
间"在W=XR的情况下为七年期间# 经济增长率外
推出的数据! 若进展显著! W=X会在+,-T年实现(

进展不显著! W=X会在+,-U 年到+,+, 年间实现&

略微偏离目标意味着W=X会在+,+,年到+,H,年间
实现( 而严重偏离目标的话! 到+,H, 年无法实现
W=X& 数据不充分表明没有充分的数据点来做出关
于进展的预测! 或者W=X的起始值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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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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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概览这一章通过在线交互可视化
图表展现了" 个千年发展目标!#$%&"

的进展情况! '(()# **+,(,-./01+2,34-/05*

6+5&"$ 这是对世界银行%全球监测报告&

中细节分析的补充' 并应用同一方法来评
估不同国家在789:年完成这些具体目标上
是否处于正确的方向$

世界银行于789;年98月宣布了两项
新的目标' 即消灭极端贫困以及在全球范
围内促进共同繁荣$ 有两个指标被用来监
测这一进程# 生活在9-7: 美元*天!以
788:年购买力平价衡量" 以下的人口比例
以及每个国家人均实际收入后<8=人口的
收入增长率$ 尽管世界范围内贫困率在下
降' 这一进展却并不均衡' 要想达到新目
标还需很多努力$ 正如>?6@/35A?6在世
界银行789;年度报告中所说' (我们必须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

再减少一半' 再次减少一半$)

世界概览中的两张表格展示出对国际
贫困线上贫困人口比例的最新估计$ 世界
发展指标在线数据库和表格也描述了国家
贫困线上的贫困率$ 大多数国家人均收入
后<8=人口的收入增长率的可靠数据库仍
在建设当中$ 预期将在789<年晚些时候作
为世界发展指标在线的一部分发布$

!!#$%&的目标年789: 年转瞬即至$

#$%&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集中于对目标
进展的测量和监测' 这对改善相关统计数
据的质量* 频率和可获得性都是一个挑
战$ 过去几年中各国和国际合作伙伴均大
力投资国家统计系统的建设' 这也是大多
数数据的原始来源$ 但最贫困的国家中许
多指标的覆盖率和质量都存在问题' 因此
由于资源稀少' 对进展测量的精细程度至
关重要$ 尽管尽力达成这些目标仍然是重
中之重' 尤其对于那些落后地区而言更是
如此' 但国际组织已经开始讨论接下来的
工作$

联合国秘书长召集高级委员会的7B个
成员国讨论789: 年后发展议程' 789; 年
发布的报告关注了数据的重要性以及改善
发展数据面临的挑战$ 它呼吁(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数据革命' 以及提高统计质量和
公民对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国际计划$) 委
员会还呼吁(利用新的科学技术* 群众资
源和改善的联系' 使得人们在达到目标的
过程中能够共享信息$) 这些呼吁十分及
时' 大受欢迎$ 政府和发展伙伴都应该投
资于国家统计系统' 这是大多数数据的原
始来源$

!



!!目标
!

!消除极端贫困
贫困率持续下降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C/DE,1FG(数据库! '(()# **

?0G&G,0E'-./01+2,34-/05*C/DE,1FG("$

不同地区的减贫进程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数据面板
!'(()# **+,(,-./01+2,34-/05*6+5&"$

不同收入和贷款集团的减贫进程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数据面板
!'(()# **+,(,-./01+2,34-/05*6+5&"$

!!到789: 年' 世界范围内的极端贫困并不能被完全消
灭' 但是(千年发展目标) 中将其减半的目标将得以实现$

发展中国家!即9HH8年被划分为中* 低收入的国家" 每日
生活费用不足9-7:美元的人口比例已从9HH8年的<;-9=

下降至7898年的78-I=' 全部I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有:

个都达到了新的低点$ 除了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该目标于7898年在地区层面上完成$ !图9,"

在789:年的目标日期之前' 还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进
展$ 发展中经济体有望在未来两年保持:-;=+:-:=的
%$C增长率' 人均%$C增长率将达到<-7=左右$ 增长最
快的区域将会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 这些地区生
活着世界一半以上的最贫困人口$ 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地
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将会较慢' 但仍比前几年为
快$ 根据这些预测'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将会在
789:年降低到9I=$

根据目前的趋势' <8=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完成了(千
年发展) 的首个目标' 而且根据789;年全球监测报告!世
界银行' 789;" 中所用的方法' 只有9B=的国家严重偏离
目标$ 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高达三分之一的国家均
严重偏离目标+++意味着按照它们现在的进展速度将无法
在78;8年使极端贫困率减半!图92"$ 在一些冲突频发较
为脆弱的国家和一些小国' 进展也十分缓慢!图9E"$

数据缺失问题仍然存在' 并且妨碍了对发展进程的监
测$ 有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自9HH8年以来未进行普查'

这是使用国家统计数据衡量发展水平的最低要求$ 数据缺
失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严重' 尤其是小国以及冲突和脆
弱环境下更是如此$

对7898年的贫困估计是暂时性数据' 将于789<年稍晚
发布修正以及新的对7899年的估计$ 任何修正都可能影响
到对789:年的预测$

"



!!目标
"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让每一个儿童享受初等教育是最先被纳入千年发展目
标的' 早在78 年前在泰国宗迪恩召开的全民教育大会
!J+KE,(?/3 L/0M11E/3LG0G3EG" 上就设立了这一目标$

788H年' 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普及率接近H8=' 但
自那以后就停滞不前' 各个地区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
个地区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初等教育完全普及# 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自
788H年以来' 中东和北非的初等教育普及率一直停留在
H8=附近$ 南亚地区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 但提升十
分缓慢$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初等教育普及率为B8=' 远
逊于其他地区!图7,"$

最贫困的国家自7888年以来进步很快' 尤其是南亚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成效显著$ 但即便如此' 离全民普及
初等教育还相差很远$ :;个国家已经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
或正处于正确的道路上' 但;" 个国家仍然严重偏离目标
!图72"$ 即便这些地区的学校一年级接受所有适龄儿童入
学' 仍然无法在789:年完成目标$

另外的挑战在于帮助儿童留在学校中$ 由于费用* 距
离* 身体面临危险以及无法取得进步等原因' 许多儿童入
学之后没有完成学业就辍学了$ 如今在中低收入国家' 有
:N:88万适龄儿童没有进入学校学习+++其中有"8=都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 那里的辍学率是最高的!图7E"

即便国家在逐渐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现代经济扩张也
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行初等教育不过是通向中等
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垫脚石$ 因此' 更需要对学习质量和成
果进行衡量和监测$ 教育完成率并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

一些儿童完成了基本教育但没有获得必要的识字和算术
技能$

完成初等教育的增长率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

普及初等教育进程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数据面板
!'(()# **+,(,-./01+2,34-/05*6+5&"$

许多儿童在入学之后辍学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

#



!!目标
#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力
在受教育机会上缩小性别差距 &"

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

受教育人群性别平等进程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数据面板
!'(()# **+,(,-./01+2,34-/05*6+5&"$

女性仍然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机会 &$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妇女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策略的
核心内容就是要扩大妇女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的作用'

而教育是这项战略的起点$ 通过入学和留在学校接受教育'

女孩能够获得进入劳动力市场* 照顾家庭和为自己做出决
定的技能$

女童入学率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 9HH8年' 发展中国
家女童的小学入学率只有男童的"I=$ 7899年' 这项数据
上升到HB=$ 在中学教育上也有同样的进展' 同一时期'

女生的中学入学率由9HH8年仅为男生的BB=上升到了7899

年的HI=$ 但平均数据掩盖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

低收入国家情况不容乐观' ;I个国家中只有"个实现甚至
超越了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上的男女平等$ 与富裕家庭相比'

贫困家庭更不可能将孩子留在学校' 而富裕家庭的女孩们
更有可能进入学校并学习更长时间$

女性长时间工作并为家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许多在
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女性都没有得到报酬$ 在非农部门工作
的女性比例!中位数" 最大的是欧洲和中亚地区! <I="$

而最低的则是中东和北非!9I=" 以及南亚!9H="$ 在这
些地区' 全面提高女性经济地位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参与公共生活的妇女数量处在历史最高水平$ 各国议
会中女性成员的比例不断提高$ 中东和北非在这方面的进
步最为显著' 在9HHH+789;年间' 女性议员的比例超过原
来的四倍' 但也仅达到9I=$

数据的缺乏阻碍我们了解妇女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在性别统计国际机构和专家组的指导下' 许多新的国际行
动+++包括世界银行性别统计项目* 男女平等证据与数据
行动计划和$,(,7O计划+++旨在通过测绘数据间隙* 提供
技术支持以及开发在新兴领域提供统计数据的方法等方式
来解决数据稀缺的问题$

$



!!目标
$

!降低儿童死亡率
!!9HH8年' 全球有9N;88万名:岁以下儿童死亡$ 9HHH

年该数字减少为不到9N888 万$ 到7897 年进一步减少到
B88万$ 在这段时间内' 发展中国家: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
低了<I=' 从9HH8 年的每9N888 个活产儿中有HH 例到
7897年的:;例$ 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此项数据
仍然远高于另外四个发展中地区!图<,"$ 除了撒哈拉以南
非洲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地区自9HH8年以来: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均减少了一半$ 整体上进展显著' 但对全球而言降低
的速度不足以完成千年发展中的第四个目标' 即在9HH8+

789:年间将: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7*;$ 然而' :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在上升' 从9HH8+9HH: 年间的
9-7=升高到788:+7897年间的;-H=$ 这一速度已经接近
要完成该目标应该达到的平均值!图<2"$

大多数儿童死于很容易预防或治疗的疾病' 例如肺炎
!9B="* 腹泻!H=" 和疟疾!B="$ 在: 岁以下死亡儿
童中' 有大约B8=发生在第一年' 而其中的I8=是在出生
后一个月内死亡的$ 其中' 早产并发症引发的死亡占9:='

分娩期间的并发症占98= !PFQRJS' 789;"$ 因此' 降低
儿童死亡率的关键是排除新生儿和婴儿的致死因素# 营养
不良* 卫生条件恶劣* 缺乏出生和产后护理以及感染急性
或慢性疾病$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降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能够最
有效地延长国民寿命$ 儿童接种疫苗是一个成熟的* 成本
效益较高的方式$ 但是' 虽然接种疫苗活动已经开展了数
年' 许多生活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儿童仍然没有注
射疫苗$ 要有效预防儿童疾病' 就需要让所有儿童接种疫
苗并坚持下去$ 令人担忧的是' 死亡率最高的两个地区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麻疹疫苗接种率已经在
低于"8=的水平上停滞了三年!图<E"$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 ("

资料来源# 跨机构儿童死亡率估值小组和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

降低儿童死亡率的进展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数据面板
!'(()# **+,(,-./01+2,34-/05*6+5&"$

麻疹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 ($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发
展指标数据库$

%



!!目标
%

!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孕产妇死亡率更高 '"

资料来源# 孕产妇死亡率估算跨机构小组和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进展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数据面板
!'(()# **+,(,-./01+2,34-/05*6+5&"$

需求广泛 '$

资料来源# 入户调查' 包括人口和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
集调查以及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7898年' 全球约有7"BN888名孕产妇死亡' 比9HH8年
下降了<B=$ 其中除7N<88人以外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7898年全球孕产妇死亡案例超过一半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 9*<发生在南亚$ 虽然孕产妇死亡人数仍然很高'

但南亚在达成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7898年每98万活产儿中孕产妇死亡778人' 与9HI8年的
I78人相比下降了I:=$ 中东和北非*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也
使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超过I8= !图:,"$

上述成果无疑是骄人的' 但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
的进展一直较为缓慢' 远不足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即在
9HH8+789:年间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B:=$ 只有极少数国
家能达到这一目标' 其中不包括任何发展中地区$ 但年均
下降的速度在加快' 从9HH8+9HH: 年间的7-9=提高到
788<+7898年间的<-;=$ 这一速度已经接近要完成该目标
应该达到的平均值!图:2"$

更好的孕产妇保健和更低的生育率能够减少孕产妇死
亡$ 实行计划生育并推广避孕措施有助于避免大量在不恰
当的时机或者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生育$ 至少7亿女
性希望使用安全有效的计划生育措施却无法做到!图:E,

PFSCM789<"$

如果孕妇分娩前能够得到专业医护人员护理' 很多健
康问题都能得到治疗或预防$ 良好的营养* 接种免疫并对
感染进行治疗能够改善产妇和新生儿的情况$ 在处理产妇
大出血和妊娠高血压等致命情况时' 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
和医疗设施至关重要$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许
多产妇分娩时并没有医生* 护士或专业助产人员在场护理$

&



!!目标
&

!防治艾滋病! 疟疾和其他疾病
!!传染性疾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痛苦并严重阻碍了人类
发展$ 贫困* 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助长了疾病传播' 而疾
病传播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些困境$ 在非洲' 艾滋病和艾滋
病病毒的传播使该地区的居民寿命水平倒退了数十年' 使
数百万儿童成为孤儿$ 疟疾夺去了很多儿童的生命' 并极
大削弱了成年人的劳动力$ 结核病在7897年造成了H8万人
死亡' 死者集中在9:+<:岁' 患病人数更是多达数百万$

7897年全球有;N:88万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 新
增7;8万人感染艾滋病$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是艾滋
病的重灾区' 但艾滋病感染者中成年人的比例已经开始下
降' 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患者的存活率有所上升!图
I,和I2"$ 截至7897年年底' 发展中国家中HB8万艾滋病
患者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 近几年这一数字呈指
数增长态势!PFMQ$T' 789;"' 但仍远未达到普及$

7897年' 有"I8万肺结核新发病患者' 但肺结核的发
病率* 患病率和死亡率均在下降!图IE"$ 如果这种趋势得
以持续' 789:年能够实现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并减小肺结核
蔓延的目标$ 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以及难民* 流浪汉*

囚犯等生活在狭小和不干净环境下的人群对肺结核的抵抗
力很弱' 尤其容易受到感染$ 采用适当药物治疗的完善医
疗干预是阻止结核病传播的关键$

据估计7897 年有7 亿疟疾患者' 造成I8 万人死亡
!UVW' 789;"$ 疟疾多发于贫困地区' 但防治工作取得了
一定进展$ 尽管在所有地区都有疟疾的病例' 但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有最多的致命疟疾寄生虫$ 经杀虫试剂处理的
蚊帐已经被证实能够有效防止疟疾的传播' 这种蚊帐在疫
区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感染率
继续下降 ,"

资料来源#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进展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

更少人感染! 携带和死于结核病 ,$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



!!目标
'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至
前所未有的水平 -"

资料来源# 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和世界发展指标数
据库$

使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
人口减半的进展 -#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
#$%数据面板!'(()# **+,(,-./01+2,34-/05*6+5&"$

使无法持续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的
人口减半的进展 -$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789;" 和世界银行
#$%数据面板!'(()# **+,(,-./01+2,34-/05*6+5&"$

!! (千年发展目标) 中第七个目标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它影响着每个人的现在和未来$ 它要求改善自然条件和保
护环境# 再生和恢复自然资源* 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供更
多的安全饮用水源和卫生设施* 改善贫困人群生活条件$

总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 在不破坏自然和人文资源的条件
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由于未能达成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面协议' 数
十亿人仍将生活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中' 其中发展中国家遭
受的影响最为巨大$ 温度上升* 降水模式改变* 海平面升
高以及气候有关的灾害频发给农业以及食物和水的供应均
带来危险$ 7898年全球排放了;;I亿吨二氧化碳' 比788H

年增加了:=' 比9HH8年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基准更是增加
了:9= !图B,"$ 据估计' 789;年的全球排放前所未有的
达到了;I8万吨' 比上一年增加7=' 略低于7888年以来
的;=的平均水平$

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789:年' 将无法获得卫生设施和
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减半$ 9HH8年' 有将近9;亿人缺乏便
捷* 卫生的饮用水源$ 到7897年这一数字降低了<9=' 为
B-:7亿人$ 在发展中国家' 能够获得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
由9HH8年的B8=上升至7897年的"B=$ 然而' 有近7B=

的国家距离达到饮水目标还相差很远!图B2"$ 9HH8 年'

中* 低收入经济体中只有;:=的人口拥有水厕及其他的卫
生设施$ 7897年' 这一比例上升到:B=$ 但是仍有7:亿人
缺乏卫生设施$ 农村地区的情况更糟' 只有<;=的人享有
改善的卫生设施' 城市地区则为B;=$ 巨大的城乡差异'

尤其是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是造成千年发展目
标中卫生目标无法按时实现的主要原因!图BE"$

(



!!目标
(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78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许多高收入经济体因此实
行的财政紧缩政策' 破坏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
委员会!$MR" 成员国提高官方发展援助!W$M" 的承诺$

在7898年达到峰值已来' W$M经过通胀和汇率调整后的实
际值已下降了I=$ 7897年$MR成员国的净W$M支出为
97B8亿美元' 实际值下降了<=$ 这一下降还伴随着受援助
地区从最贫困地区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显著转变$ 7897 年
$MR成员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的双边W$M为7B;

亿美元' 实际值较7899年减少了<-;=$ 占国民总收入的
比例在7897年已经降至8-7H=' 比联合国8-B=的目标的
一半还要低!图","$

经济增长* 债务管理能力提高以及债务重组与减免等
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大幅减轻$ 这部分是由于
;H个国家中的;:个都属于重债穷国!VQCR"' 享受债务减
免计划和多边债务减免计划!#$XQ" 中债务的大幅减免$

7897年中* 低收入经济体的负债额占出口额比率降至
H-"=' 远低于7888年年初79-9=的一半$ 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有最多的VQCR和#$XQ国家' 债务对出口比率为最
低水平' 在7897年为<-:= !图"2"$

电信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新技术在世界各地创造出
许多新的机遇$ 到7897年年底世界范围内有I;亿移动电话
用户和7:亿互联网用户$ 随着移动电话普及率接近市场饱
和' 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均有所下降$ 手机是访
问互联网的几种方式之一$ 与电话类似' 互联网的使用也
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 自7888 年以来' 发展中经济体每
988人中的互联网用户年均增长率达7"=' 而南亚和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低收入经济体中互联网发展则较为落后
!图"E"$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 ."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债务负担持续减少 .#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互联网用户数量持续增长 .$

资料来源# 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



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宣言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监测进展的指标
目标!/ 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
具体目标9-M!9HH8+789:年间' 将每日收入低于9美元的人口

比例减少一半
9-9!每日生活费低于9美元!购买力平价" 的人口所占比重,

9-7!贫困差距率!发生率Y贫困程度"

9-;!最贫困的9*:人口在国民消费中所占比重
具体目标9-Z!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 并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

工作' 其中包括妇女和青年
9-<!就业人口的人均%$C增长率
9-:!人口就业率
9-I!就业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9美元!购买力平价" 的比例
9-B!自营工作者和无报酬家庭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例

具体目标9-R!9HH8+789: 年间' 将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减
少一半

9-"!: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发生率
9-H!饮食中摄入能量少于最低标准的人口所占比重

目标%/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具体目标7-M! 到789:年' 确保全球儿童!不论男女" 都能完

成小学全部课程
7-9!初等教育的净入学率
7-7!入学儿童中小学毕业的儿童所占的比重
7-;!9:+7<岁年龄组人口的识字率

目标&/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力
具体目标;-M!最好在788:年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性

别不平等' 最迟于789:年前消除各级别教育中的
性别不平等

;-9!接受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女性与男性人数比例
;-7!女性在非农业部门有工资收入的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
;-;!女性在国家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重

目标(/ 降低儿童死亡率
具体目标<-M!9HH8+789:年间' 将: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少7*; <-9!: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7!婴儿死亡率
<-;!9岁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的比例

目标'/ 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
具体目标:-M!9HH8+789:年间' 将孕产妇死亡率减少;*< :-9!孕产妇死亡率

:-7!在熟练医护人员护理下的分娩比率
具体目标:-Z!到789:年' 实现生殖健康服务的普及 :-;!避孕普及率

:-<!青少年生育率
:-:!产前护理覆盖率!接受至少9次和至少<次产前检查"

:-I!家庭意外怀孕率
目标,/防治艾滋病! 疟疾和其他疾病
具体目标I-M!到789: 年' 遏制并开始逆转VQ[*MQ$T 的蔓

延趋势
I-9!VQ[在9:+7<岁人口中的传播情况
I-7!上一次高风险性行为中避孕套的使用情况
I-;!全面* 正确了解VQ[*MQ$T知识的9:+7<岁年龄段人口的比例
I-<!98+9<岁年龄段的孤儿与非孤儿入学人数的比例

具体目标I-Z!到7898年' 针对所有需要VQ[*MQ$T治疗的病人
实现治疗的普及

I-:!可获得抗逆转录!酶" 病毒药物的VQ[重度感染者的比例

具体目标I-R!到789:年' 遏制并开始逆转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
的发生

I-I!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I-B!:岁以下儿童睡在经过处理的蚊帐中的比例
I-"!:岁以下儿童发烧后服用适当的抗疟疾药物的比例
I-H!肺结核的感染率* 传播率和死亡率
I-98!在短期直接观察治疗方案下查出和治愈的肺结核病例所占的比重

千年发展目标来自于千年宣言" 由9"H个国家在7888年H月签订' 其中包括9<B个国家政府首脑!...-K3-/05*6?11G33?K6*+GE1,0,(?/3*,0G&::7G-'(6"'

788:年H月的第I8届联合国大会对此进行了更新$ 修订过的千年发展目标主要监测以上给出的框架' 其中包括新的目标和指标' 并提交给了第I7届
联合国大会' 788B年99月9<日第97次会议上相关机构和专家组提供有关千年发展目标指标的新数据$ 目标都是相关的' 应当看做一个整体$ 它们体
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 (为创造一个环境+++国家和全球层次的+++以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 所有指标尽可能地都按性别和城
市+农村区位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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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宣言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监测进展的指标
目标-/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目标B-M!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融入国家政策和规划中' 逆转

环境资源的丧失趋势

具体目标B-Z!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 到7898年实现损失率的大
幅度降低

B-9!土地森林覆盖率
B-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总的* 人均以及9美元%$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B-;!消耗臭氧物质的消费量
B-<!安全生态限制区内鱼类存量的比例
B-:!所使用的水资源总量比例
B-I!陆地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比例
B-B!濒危物种的比例

具体目标B-R!到789:年' 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
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

B-"!使用改善的水资源的人口比重
B-H!使用改善的环卫设施的人口比重

具体目标B-$!到7878年' 使至少9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显
著改善

B-98!生活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比重2

目标./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具体目标"-M!进一步建立一个开放* 遵循规则* 可预测* 非歧

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系

!包括在单个国家内和国际层面上致力于改善治
理* 发展和减少贫困"

具体目标"-Z!关注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求

!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免除关税和配
额, 加强对重债穷国的债务减免计划并取消官方
双边债务, 对承诺减少贫困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官
方发展援助"

具体目标"-R!关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需求!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
纲领& 和联合国大会第77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来实
现"

具体目标"-$!通过国内和国际措施全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问题' 以便使债务可长期承受

以下指标中有些是分别用来监测最不发达国家* 非洲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官方发展援助
"-9!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占WJR$*$MR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7!WJR$*$MR捐助国为社会基础服务!基础教育* 初级医疗卫生* 营养*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提供的双边* 可在部门间分配的官方发展援助所
占的比重

"-;!WJR$*$MR捐助国提供的无附加条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所占比重
"-<!内陆国家接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接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市场准入
"-I!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免征关税货物总额!按价值

计' 武器除外" 所占比重
"-B!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 纺织品和服装征收的平均关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农产品补贴的估计值占%$C的百分比
"-H!用于帮助建设贸易能力的官方发展援助所占比重

债务的可维持性
"-98!达到重债穷国决定点的国家总数和完成点!累计" 的国家总数
"-99!在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下承诺的债务减免额
"-97!还本付息额占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的比重

具体目标"-J!与制药公司合作'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
必需药品

"-9;!可持续获得支付得起的必需药品的人口所占比重

具体目标"-S!与私营部门合作' 使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
术惠及大众

"-9<!每百人中的固定电话用户
"-9:!每百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
"-9I!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

,-为了监测国家贫困趋势'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使用以国家贫困线为基准的指标$

2-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以替代指标来衡量' 即具有以下至少一个特征的城市家庭人口# 不能获取改善的水源供应* 不能获取改善的卫生防疫设
施* 过度拥挤!每个房间居住;人或者以上"' 以及住所由非耐用材料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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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概览

,-这一估计以回归为基础, 其他按788:年国际比较项目的基准估计数推断$ 2-包括在基于早期数据的中高收入经济体的总和中$ E-估计为中
高收入经济体!<N8"I+97NI9:美元"$ +-估计为高收入经济体!97NI9I美元及其以上"$ G-包括在基于早期数据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总和中$ L-针
对阿根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的修正完成时' 将会计算这一系列数据$ 5-阿根廷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字'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已经发表谴责声明' 要求阿根廷采取补救措施解决官方%$C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质量问题$ 自788"年以来阿根廷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官方
数据要显著大于其他来源' 而通胀率则显著更小$ '-大于8' 但小于:8$ ?-塞浦路斯政府控制地区的数据$ \-估计为低收入经济体!98;:美元及
其以下"$ 4-大于8' 小于:8888$ 1-不包括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6-不包含冰雪覆盖区域$ 3-大于8但小于8-:$ /-估计为低收入经济体!98;:

美元及其以下"$ )-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 ]-包括前西属撒哈拉地区$ 0-暂时估计$ &-包括在基于早期数据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总和中$ (-

不包括南苏丹$ K-7899年B月H日之后的数据不包括南苏丹D-仅为坦桑尼亚大陆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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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人口* 土地面积* 收入!由国民收入总值衡量' %FQ"

和产出!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C" 是衡量一个经济体
规模的基本指标$ 它们也大致象征了实际和潜在的资源$

因此' 它们在%世界发展指标& 中常被用来规范化其他
指标$

人口
人口估计通常基于国家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前后年份

的人口数据可根据人口统计学模型' 使用插入法或外推法
进行估计$ 即便在高收入经济内' 误差和遗漏也会发生'

而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交通* 通讯和其他赖以进行普查和
分析所需的资源不足' 其局限所导致的误差可能是巨大的$

官方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也受到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度* 政府统计的全面和准确程度* 为防止滥用普查
数据采取的保密及保护措施* 普查机构不受政治干扰的独
立性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 由于概念* 定义* 采集程序以
及国家统计机构和其他组织使用的估计方法的差异' 各国
人口指标的可比性存在局限$

表格里的79<个经济体中' 有9"8个!约"I=" 进行
了7888年段!9HH:+788<年" 的普查$ 截至789<年9月'

9B:个国家已经完成了7898年段!788:+789<" 的人口普
查$ 人口普查的时效性以及调查或登记系统的补充数据的
可用性是衡量人口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要指标$ 有关最新人
口普查或调查年份及登记完备性的信息' 请参阅原始数据
文档$ 一些欧洲国家的登记系统也在未进行人口普查的情
况下' 提供了较完整的人口信息$

缺乏近期普查数据及其前后年份人口数据估计的发展
中国家的估计数据' 由联合国人口署和其他机构提供$ 队
列要素法+++估计和预测人口数据的标准方法+++需要生
育率* 死亡率和净迁移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来自抽样调查'

样本的覆盖率较小或较为有限$ 人口估计来源于人口统计
模型' 因而容易受到模型缺陷和数据偏差及错误的影响$

由于使用的数据基于: 年区间' 由插入法获得的年度数据
或单一年龄结构可能无法反映实际事件或年龄组成$

地表面积
经济体的地表面积包含了内陆地区的水域及某些沿海

水域$ 因此' 地表面积不同于土地面积!土地面积不包括
水体"' 也区别于总面积!总面积可能包括近海海域" $ 土
地面积对理解经济体的农业生产力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是特别重要的$ 卫星定位和计算机数据库的革新使得对
土地和水域的测量更为精确$

城市人口
城市与农村的区分一直没有一致和公认的标准' 其中

部分原因是各国情况各异$ 大多数国家根据定居点的规模
和特征来判别城市$ 一些国家是基于现有的特定基础设施
及服务来定义城市地区$ 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地区是根据行
政安排指定的$ 因为表格中的估计值是基于各国对城市或
大都市的定义而形成的' 因此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时应当谨
慎$ 为估计城市人口总量' 将使用从联合国获得的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世界银行对总人口数的估计$

经济规模
%FQ包含居民申报的国内和国外居民收入的增加值$

%FQ由%$C加上来源于非居民主营收入净值!员工薪资和
财产收入" 组成$ %$C是经济中全体居民生产出的总增加
值加上未包含在产出估值中的全部产品税!减去补贴" 的
总量$ %FQ的计算无需扣除生产性资产的折旧及天然资源
的耗竭和退化$ 增加值是加总所有的产出再减去中间投入
后的工业净产值$ 工业增加值的来源由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修订;和修订< 所决定$ 为方便分析' 世界银行使用美元
计价的%FQ人均数据' 以便将国家分类并确定借款资格$

查询%世界发展指标& 中对收入群体的定义' 请参阅用户
指南$

当将按各国货币计价的%FQ数据换算为美元计价时'

遵循世界银行图表集换算方法' 使用三年平均汇率以消除
短暂的汇率波动的影响!世界银行图表集法的进一步讨论'

参见统计方法"$

因为汇率并不能完全反映不同国家之间价格水平的差
异' 该表也用购买力平价!CCC" 方法将国民总收入
!%FQ" 和人均国民收入!%FQ" 折合成国际美元计价的估
计值$ CCC提供了便于对不同国家之间实际开支水平相比
较的测量标准' 正如传统的价格指数允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行实际值的比较$

CCC的计算是通过同时比较大量国家之间的相似商品
和服务价格来进行的$ 国际比较项目!QRC" 788: 年组织
的最新一轮价格调查中' 共有9<I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其
中中国是首次参加'印度自9H":年以来首次参加' 几乎所
有的非洲国家也参与其中$ 表中给出的CCC折算系数有三
个来源$ <B个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折算系数由欧盟统
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WJR$" 提供, 这些国家的
CCC估计值包含了自788:年起收集的新价格数据$ 其余参
与了788:年QRC项目的国家' 则是由788:年的QRC基准结
果外推而得的' 衡量了各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相对价格变
化$ 对于没有参加788:年QRC项目的国家' 其CCC估计值
则是使用统计模型估算而得$ 关于788:年QRC结果的更多
信息可查询...-./01+2,34-/05*+,(,*?E)$

%$C增长率及人均%$C的计算使用了最小二乘法及以
本币计量的不变价格数据$ 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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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则使用美元计量的不变价格价格数据进行核算$ 表中的
增长率为年度平均值$ 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参见统计方法$

定义
人口基于实际人口定义' 包括全部居民' 无论其是否

具有法律地位或公民身份' 但不包括不会永久定居在避难
国的难民' 一般认为他们是其来源国的人口$ 表中显示的
数值是年中估计值$ 地表面积是一个国家的总面积' 包括
内陆地区的水域和一些沿海水域$ 人口密度是年中的人口
数除以土地面积$ 城市人口为各国认定并已向联合国报告
为城市地区的年中人口$ 国民总收入" 图表集法指的是指
全部居民厂商生产的产品增加值加上未包含在产值中的全
部产品税!减去补贴" 加上境外所获得的净收入!雇员薪
资和财产收入" 的总额$ 数据以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见统
计方法" 折合为以当前美元计量$ 国民总收入" 购买力平
价是将%FQ以购买力平价比率折算为以国际美元计量的数
额$ 一国际美元对国民总收入的购买力与一美元在美国的
购买力相同$ 人均国民总收入是国民总收入除以年中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是所有居民厂商的产品增加值加上全部未包
含在产值计算中的产品税!减去补贴" 的总额$ 增长率用
本国货币的不变价格计量的%$C数据进行计算$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将国民生产总值!%$C" 除以年中人口数$

数据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人口估计由其发展数据组在人类发展网络*

专业人员和国家办事处的帮助下进行汇编$ 联合国人口署
!789;" 是半数以上国家人口数据的来源' 其中大多数为发
展中国家$ 其他重要的来源包括人口普查报告和其他来自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出版物, 欧盟统计局的%人口统计&, 联
合国人口署的%人口和生命统计报告&,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国际数据库以及太平洋共同体统计及人口计划秘书处$

地表和土地面积的数据来自于粮食和农业组织' 数据
通过向国家机构发放年度调查问卷并分析年度全国农业普
查结果而得$

城市人口占比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署!7897"$

%FQ' 人均%FQ' %$C增长' 及%$C人均增长率由世
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国民账户数据估算而得$ 国民账户数

据则由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经济任务期间收集而得' 或
源于国家统计局对其他国际组织' 比如WJR$的报告$ 购
买力平价换算系数由欧盟统计局*WJR$和世界银行的工作
人员根据QRC所收集数据估算而得$

参考文献

!(



世界概览
!

在线表格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01+2,34-/05*(,21G*和数据表编号!例如'

'(()#**.+?-./01+2,34-/05*(,21G*9-9"$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线

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05*?3+?E,(/0*和
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05*Q3+?E,(/0*

TC-CWC-̂Ŵ_"$

!0! 经济规模
人口!!!!!!!!!!!!!!!!!!!

TC-CWC-̂Ŵ_

地表面积!!!!!!!!!!!!!!!!!!!

M%-TXS-̂Ŵ_-A7

人口密度!!!!!!!!!!!!!!!!!!!

JF-CWC-$FT^

国民总收入' 图表集法!!!!!!!!!!!!!!!!!!!

F@-%FC-M̂_T-R$

人均国民总收入' 图表集法!!!!!!!!!!!!!!!!!!!

F@-%FC-CRMC-R$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收入!!!!!!!!!!!!!!!!!!!

F@-%FC-#ÂC-CC-R$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总
收入
!!!!!!!!!!!!!!!!!!!

F@-%FC-CRMC-CC-R$

国内生产总值!!!!!!!!!!!!!!!!!!!

F@-%$C-#ÂC-A$-̀%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F@-%$C-CRMC-A$-̀%

!0%/千年发展目标# 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活
最贫困的9*:人口在国民消费或收
入中所占份额
!!!!!!!!!!!!!!!!!!!

TQ-$T -̂SXT -̂78

脆弱性就业!!!!!!!!!!!!!!!!!!!

T_-J#C-[P_F-̀T

营养不良和体重不足患病率!!!!!!!!!!!!!!!!!!!

TV-T M̂-#M_F-̀T

初等教育毕业率!!!!!!!!!!!!!!!!!!!

TJ-CX#-R#Ĉ-̀T

小学和中学女生与男生入学比
率
!!!!!!!!!!!!!!!!!!!

TJ-JFX-CXTR-S#-̀T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TV-$@F-#WX̂

!0&/千年发展目标# 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
孕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

TV-T M̂-##X̂

避孕普及率!!!!!!!!!!!!!!!!!!!

TC-$@F-RWFP-̀T

艾滋病患病率!!!!!!!!!!!!!!!!!!!

TV-$@F-MQ$T-̀T

肺结核患病数!!!!!!!!!!!!!!!!!!!

!!!!!!!!!!!!!!!!!!!

TV-̂ZT-QFR$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JF-M̂#-RW7J-CR

国家陆地和海洋保护区!!!!!!!!!!!!!!!!!!!

JX-Ĉ$-̂Ŵ_-̀T

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

TV-T M̂-MRTF

互联网用户数!!!!!!!!!!!!!!!!!!!

!!!!!!!!!!!!!!!!!!!

Q̂-FĴ-PTJX-C̀

!0(/千年发展目标# 克服障碍
本表提供了有关捐赠国提供的净官
方发展援助* 最不发达国家进入高
收入国家市场和重债穷国的债务倡
议方面的数据$

--

!!!!!!!!!!!!!!!!!!!

!!!!!!!!!!!!!!!!!!!

,

!0'/发展进程中的女性状况
女性人口!!!!!!!!!!!!!!!!!!!

TC-CWC-̂Ŵ_-SJ-̀T

出生时预期寿命' 男性!!!!!!!!!!!!!!!!!!!

TC-$@F-_J88-#M-QF

出生时预期寿命' 女性!!!!!!!!!!!!!!!!!!!

TC-$@F-_J88-SJ-QF

获得孕期保健的孕妇!!!!!!!!!!!!!!!!!!!

TV-T M̂-MF[R-̀T

青少年母亲!!!!!!!!!!!!!!!!!!!

TC-#̂ X-9:9H-̀T

非农业部门中带薪就业的女性!!!!!!!!!!!!!!!!!!!

T_-J#C-QFT[-SJ-̀T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 男性!!!!!!!!!!!!!!!!!!!

T_-SM#-UWXA-#M-̀T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 女性!!!!!!!!!!!!!!!!!!!

T_-SM#-UWXA-SJ-̀T

女性非全日制工作者!!!!!!!!!!!!!!!!!!!

T_-̂_S-CMX̂-̂_-SJ-̀T

女性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
理者
!!!!!!!!!!!!!!!!!!!

T%-%JF-_TW#-̀T

议会中的妇女!!!!!!!!!!!!!!!!!!!

T%-%JF-CMX_-̀T

女性为首的家庭!!!!!!!!!!!!!!!!!!!

!!!!!!!!!!!!!!!!!!!

TC-VWP-SJ#M-̀T

在%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中'

可以获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可以在线获得数据表的一部分' 但不能获得单个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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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率

,-基于名义人均消费平均值和从家庭调查数据估计得出的分配数据' 除非另有说明$ 2-指收集基础家庭调查数据的年份, 假如收集数据的时
期横跨两个日历年份' 将公布收集大多数数据的年份$ E-基于回归估算的经购买力平价转换的美元$ +-只包括城市地区$ G-基于人均收入平均值
和从家庭调查数据估计得出的分配数据$ L-利用以逐家记录的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人均名义收入分布进行的非参数估计$ 5-基于城市价格的购
买力平价的换算系数$ '-以人口为权重的城市和农村估计值的加权平均值$ ?-基于基准国家购买力平价估计值' 然后根据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活
成本差异进行调整$ \-利用以逐家记录的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人均名义消费分布进行的非参数估计$

""



贫困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C/DE,1FG(数据库$

"#



贫困率
关于数据

!!世界银行利用77 国住户调查数据!X,D,11?/3* $,((和
D,3 +GU,11G' 9HH9" 在%9HH8 年世界发展报告# 贫困&

!世界银行' 9HH8" 中' 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做出了首个全
球性贫困估计$ 从那时起' 开展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的国
家数量大大增加$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建立了一个数据
库并定期更新' 使新的调查数据及时入库!这样便于包含
更多的近期数据或对未纳入表格的数据加以补充修订"' 并
大约每三年对消除贫穷的进程进行一次重大评估$ 下一次
综合性重新评估将于今年稍晚进行' 修订和更新后的贫困
数据将在世界发展指标在线表格和数据库中发布$

去年世界银行公布了7898年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展中
国家全体!即在9HH8年被划分为中低收入的国家" 的极端
贫困估计值' 由于近年!788"+7897年" 有效的住户调查
数据覆盖率较低' 故此估计为暂定值$ 因为今年进行了<8

个新的调查' 7898年的暂时估计值将在上述综合性重新评
估中修订为7899年估计值$ 对789: 年贫困率的预测也将
在稍晚进行修订' 目前仍使用7898年临时估计值为基准'

并假设家庭平均收入或消费将随着%789< 全球经济展望&

!世界银行' 789<" 中总体经济预测的增长而增加' 但国家
内部不平衡的状况将维持不变$ 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
口的估计基于世界银行VG,1('T(,(&数据库中的人口预测
!'(()# **+,(,(/)?E&-./01+2,34-/05*'3)" $

C/DE,1FG(! '(()# **?0G&G,0E'-./01+2,34-/05*C/DE,1FG("

是一种交互式计算工具' 允许用户复制这些具有国际可比
性的全球*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贫困估计# 每天9-7:美元和
7美元的生活标准' 并计算传统国家组别不同贫困基准线
下的贫困程度$ 贫困及公平数据门户网站!'(()# **)/DG0a

(b+,(,-./01+2,34-/05*)/DG0(b*'/6G" 提供了数据库访问链
接' 并配有易操作面板' 附带图表以及直观反映不同地区
和国家贫困及不平等程度的主要指标的交互式趋势图$ 各
国的面板显示基于国家贫困线的贫困程度的趋势!在线表
格7-B"' 并在表格中反映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估计值' 这
些均由C/D,1FG(生成' 并与之保持一致$

数据的获得
世界银行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贫困监测数据库中使用收

入或详细的消费数据' 这些数据由近9;8 个国家和地区的
国家统计局经":8 多次住户统计调查' 97; 万随机抽样而
得$ 尽管监测贫困的工作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进展' 但是
仍然存在着挑战$ 住户调查的及时性* 频率* 质量和可比
性仍需大幅提高' 特别是在最贫困国家之中$ 一些小国*

情况脆弱的国家以及低收入国甚至中等收入国家贫困监测
数据的获得仍然困难' 质量仍然很低$

一些国家提供数据的频率较低且缺乏可比性' 导致减
贫规模无法确定$ 贫困指标的趋势表对在基准年或在其之

前或之后两年!换句话说' 在一个以基准年为中心' 为期
五年的观测窗口" 期间收集的' 以家庭调查样本为代表的
区域和全球人口的百分比做出了报告$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 数据的覆盖面仍然较低且波动较
大$ 贫困监测住户调查项目的进程显然亟需推进$ 但体制*

政治及财政方面的障碍仍在限制着数据的采集* 分析和
查阅$

数据质量
除了调查数据的频率和及时性之外' 衡量家庭生活标

准时' 数据的质量也存在着其他问题$ 调查对收入来源以
及如何花销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这些必须由受过培
训的人员进行仔细记录$ 一般来说' 收入比较难以精确测
量' 而消费则更接近生活标准的概念$ 尽管收入会随时间
而变化' 但生活水平则并不一定亦然$ 但消费数据并不一
定能够获取# 本书报告的最新估计值中仅使用了约7*;国
家的消费数据$

然而' 即使是相似的调查' 也会因为时间* 抽样框架
或统计员的水平及培训存在差异而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

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 也会由于非市场商品消费的
相对重要性存在差异' 而构成潜在的问题$ 以当地市场价
值计算的全部实物消费!包括自产的' 尤其是在欠发达地
区的农村经济中特别重要" 应包括在总消费支出中' 但可
能并没未被包括于其中$ 现在大多数的调查数据包括对自
产产品的消费或收入估值' 但估值方法却不尽相同$

本书的统计报告基于消费数据' 当消费数据无法获得
时则基于收入数据$ 对其中相同调查中两种数据均可获得
的约78个国家进行分析' 发现收入的均值比消费要高' 但
也存在着更高的不均等情况$ 对基于消费和收入的贫困估
计进行比较' 这两种效应大致相互抵消# 不存在显著的统
计学差异$

总会有一些样本家庭没有参与调查' 因为他们拒绝参
与或者无人在家接受访问$ 这被称为(单位无应答)' 区别
于(项目无应答)$ 项目无应答是指样本中有些受访者拒绝
回答特定的问题' 如有关收入或消费的问题$ 只要调查中
的无应答是随机的' 就无需考虑调查基础上推论的偏误'

样本仍将是人口的代表$ 然而' 不同收入的家庭不一定同
样做出回应$ 富裕的家庭可能由于较高的时间机会成本或
担心干扰其工作而不参加调查$ 同样' 贫穷家庭也很有可
能未被充分代表, 有一些无家可归或流浪者及普通家庭调
查设计中难以接触到的人群' 还有一些可能在实体上或社
会上被隔离的家庭也不太可能接受采访$ 如果不进行校正'

这些可能导致对贫困及不平等的调研均出现偏误!A/0?3G4*

#?&(?,G3和X,D,11?/3' 7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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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率

国际贫困线
对贫困估计的国际性比较涉及概念和实际两方面的问

题$ 各国对贫穷有不同的定义' 因而一致性跨国比较很困
难$ 在富裕国家' 当地的贫困线往往有较高的购买力' 它
们使用比贫困国家更慷慨的标准$ 基于国际贫困线的贫困
估计试图保持各国间实际贫困线的一致' 如同对时间序列
进行比较时的做法$ 自%9HH8世界发展报告& 以来' 世界
银行旨在使用一套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极端贫困' 以世界上
最贫困的国家中贫穷的意义作为基准锚$ 不同国家人民的
福利可通过调整货币的购买力' 在同一规模上进行测量$

通常使用的以9H":年的国际价格计量并使用购买力平价调
整为当地货币' 每天9美元的标准' 被%9HH8年世界发展
报告& 选用' 因为它当时是典型的低收入国所选择的贫困
线$ 早期版本的%世界发展指标& 使用佩恩表中的购买力
平价将以本币计量的价值换算为具有同等购买力的美元计
量价值$ 后期的版本则使用世界银行的9HH;年消费购买力
平价估计进行换算$

国际贫困线进行了最新修订' 新采用的购买力平价数
据来自788:年轮次的国际比较项目' 编制中还使用了扩展
的家庭收入及支出的调查数据$ 新的极端贫穷线为每天
9-7:美元!以788: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代表了9:个最贫
困国人均消费的均值$ 新的贫困线沿用了极度贫困的标准#

世界上最贫困国的代表性贫困线' 但使用发展中国家生活
成本的最新信息对其进行了更新$ 由于购买力平价汇率包
含了当地未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因此被用
于全球贫困性估计$ 但购买力平价汇率是为比较国民账户
总额而设计的' 并非用于进行国际贫困的比较$ 因而' 还
不能确定国际贫困线是否能衡量国家间相同程度的需求或
损失$ 为比较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消费而设计的所谓的贫
困购买力平价' 可能会为比较不同国家的贫困程度提供更
好的基础$ 这些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定义
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国际贫困线是指以788:年价格计算

的每天9-7:美元和7-88 美元的标准' 以国际比较项目估
计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换算成当地货币进行计量的国际
贫困线$ 调查年份为基础数据的收集年份' 当数据收集横

跨两个日历年时' 指收集的数据份额较大的一年$ 每天生
活费用不足!0%' 美元的人口和不足% 美元的人口是指以
788:年国际价格计算' 每天生活费用不足9-7:美元和7美
元的人口百分比$ 由于购买力平价汇率的修订'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福利总量* 各国的贫困率等均不能与早期版本
中的贫困率进行比较$ C/DE,1FG(的在线数据库和工具
!'(()#**?0G&G,0E'-./01+2,34-/05*C/DE,1FG(" 中包含了最新
的全部时间序列的国家间可比数据$ 贫困差距是与贫困线
间差额的均值!非贫困人口记为零"' 以占贫困线的百分比
来表示$ 这一指标反映了贫困的程度及其发生率$

数据来源
贫困估计是由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组织筹划的$ 国际贫

困线基于由国家统计局或私人机构在政府或国际机构的监督
下进行的全国性代表性家庭调查' 并取自政府统计局和世界
银行组织国家部门$ 世界银行最新估计的数据来源和方法的
详细信息' 请参阅'(()# **?0G&G,0E'-./01+2,34-/05*C/DE,1FG(*

?3+G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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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了全球人口统计趋势和预测
以及教育* 医疗卫生* 就业* 社会保障*

贫困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情况$ 这些指标
描绘了一幅立体的人类发展图景$

这个版本中包含7898年全球和区域极
端贫困率数值!以每日生活费用不足9-7:

美元的人口占比为计算标准"$ 贫困监测
数据的可得性* 更新频率和质量仍然处于
较低水平' 部分脆弱的地区* 国家和省份
情况更糟$ 虽然随着可获得的国家数据增
多' 估值可能产生轻微变化' 但现在可以
清楚地看到# 第一项千年发展目标' 即在
789:年以前削减全球极端贫困率至9HH8

年水平的一半已经达成$ 9HH8年作为千年
发展目标的基准年' 它的极端贫困率为
<;-9=$ 而7898年极端贫困率估值已降至
78-I=$ 世界银行正致力于建设一个辅助
数据库' 运用每个国家人均收入最低的
<8=人口的人均收入数值对提升共享繁荣
的目标进行测量$ 这一数据库会在789<年
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中发布' 将体现在未来
的世界发展指标中$

除极端贫困率之外' 人口这一部分还
包含了许多其他可以监测千年发展目标完
成程度的指标$ 自从联合国于7888年公布
千年宣言以后'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个
国际组织致力于使用一套协同指标并提高
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来监测千年发展目标
!!

的完成情况$ 这些努力包括为加强国家统
计体系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以及通过参
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和若干专题的
跨机构合作小组的专家组来促进国际合作$

例如' 7888年儿童死亡率的估计随着
数据来源* 统计方法和数据可得性的不同
而不同' 使得不同国家间或不同时间段间
的比较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一
个联合国跨机构小组改善了统计方法和协
调性' 分享数据来源' 记录进展并帮助提
高国家的测量能力$ 这些努力在跨越:8年
的新生儿* 婴儿和: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的
统计上提高了一致性$ 类似的跨机构合作
还提升了性别数据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估
计$ 一个跨机构组织和专家组还核准了一
系列指标指导各国来制作* 汇集和分解可
比较的性别数据$ 世界银行的部分工作就
在于为国家统计机构* 新的合作伙伴和新
的计划提供技术支持' 比如性别统计数据
和证据以及$,(,7O' 以此来促进国际行动
与合作$

人口将指标按照地点以及社会经济和
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 年龄* 地方和
区域位置以及财富" 分类$ 这些数据帮助
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国家内部的差异$ 789<

年版本新增加的指标是按性别分类的严重
消瘦指标$ 其他新指标还有国家对劳动力
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比率的估计$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机构$

初中教育完成率仅在中东和北非下降
在过去的78年间' 中低收入国家的初中教育完成率提
高了II=$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曾取得最大进展'

9HH8+7899年间这一比率增加一倍达到了HH=$ 在H8

年代中期中东和北非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情况相似'

但这一地区内许多国家的增长被伊朗自788;年开始的
下滑所抵消$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7899年初中教
育最后一年级的学生中只有7I=完成学业' 而小学毕
业生的这一比率为B8=$ 由于这些比率是实际完成率
的较高估计'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机构$

欧洲和中亚地区的总入学率与净入学率间差距最小
总入学率与净入学率之间的差异反映出超龄或不足龄学
生比率' 是体现教育体系效率的指标$ 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 进入小学的儿童中有<7=在7899年辍学' 使
得该区域有最高的辍学率* 复读率及总入学率和净入学
率之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净入学率几乎与欧洲
和中亚持平' 但前者的上述差值更大' 说明欧洲和中亚
的教育体系更有效率' 复读率和辍学率最低$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
银行789;$

%1!%年南亚地区的儿童消瘦最为严重
消瘦被定义为8+:H个月大婴儿的体重身高比值低于国
际指标中位数超过两个标准差的情况' 是极端营养不良
的检测标准$ 世界健康组织!UVW" 成员国设立了全
球营养目标' 计划到787:年将儿童消瘦率降低至:=$

据估计' 7897年这一比率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为"-:='

世界银行划分的六个发展中地区中有三个低于:=$ 在
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这一比例高于
:=但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98=的公共卫生紧急界
限$ 但南亚地区比例高达9I=' 在世界卫生组织严重
程度分类标准里被认为是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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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7897$

孕产妇死亡多发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
在7898年' 世界上":=的孕产妇死亡案例发生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 尽管每一地区的孕产妇死亡
数量均在下降' 全球在9HH8+7898年间由:<8N888 降
至7H8N888' 但孕产妇死亡案例却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
两个地区$ 7898年超过一半的案例发生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 7H=发生在南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
全球比例从9HH8年的;:=上升到7898年的:B=' 说
明这一地区孕产妇死亡比例下降的速度低于其他地区$

南亚所占比例从9HH8年的<:=下降到7898年的7H='

但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第二位$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计跨机构工作组789;$

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的'岁以下儿童死亡发生在出生后的%.天内
出生后的7"天内!新生儿期" 是婴儿最脆弱的时期$ :

岁以下儿童死亡发生在新生儿期的比例很大' 而且自
9HH8年起这一比例在所有地区内均在上升' 尽管每个地
区内新生儿死亡率都在下降$ 新生儿死亡率下降的速度
小于: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9HH8+7897年间' 全球新生
儿死亡占: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比例从;B=上升为<<=$

7897年这一比例在四个地区均超过了:8=' 分别为中
东和北非*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

资料来源# 国际议会联盟$

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1=的部长为女性
有超过78=的部长为女性' 在部长级职位女性参与率
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
发展中地区中处于领先位置$ 在佛得角*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和南非这一比例均超过<8=$ 然
而尽管取得如此成就' 男性依然在政治* 经济及家庭
活动中居于领导地位$ 仍有9<个国家' 其中有:个是
高收入国家' 在部长级职位上没有女性代表$ 决策层
的性别平等不仅有利于妇女和女孩' 而且对整个社会
有广泛好处$ 在经济* 政策和社会生活中赋予女性更
多权力能够改变政策选择' 使得各机构能够代表更广
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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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本章的许多指标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可以按照性
别* 居住地* 财富* 年龄分类统计显示' 但在表格中考虑
到空间有限' 未能一一列示$

儿童营养不良
良好的营养是生存* 健康和发展的基石$ 营养良好的

儿童在学校表现更好' 成年后更健康' 从而给他们自己的
孩子一个更好的人生开端$ 营养良好的妇女在怀孕和分娩
中面对的风险更小' 而且使她们孩子的身体成长和心理健
康都能踏上更良好的发展道路$ 营养不良的孩子对传染病
的抵抗力较弱' 更可能死于常见的儿童疾病' 如腹泻和呼
吸系统感染$ 经常生病的人' 身体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

从而进入一个经常患病* 成长缓慢的恶性循环$

体重不足儿童的占比是最常见的衡量儿童营养不良的
指标$ 即使是轻度的体重不足也能增加死亡风险* 抑制儿
童的认知发展' 而且' 这个问题会通过代际遗传$ 例如'

营养不良的女性更有可能生出出生体重较低的婴儿$ 对儿
童体重不足患病率的估值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儿童成
长和营养不良的国际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是通过全国营养
调查' 并对儿童成长和营养不良的数据进行标准化汇编得
到的$ 为了更好地监测全球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 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PFQRJS"* 世界卫生组织!UVW" 和世界银
行共同运用统一的数据库和加总算法' 得出不同地区* 不
同收入群体和全世界的7899年的估值和自9HH8 年以来的
发展趋势$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儿童和其他人群的死亡率是衡量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当不能获得疾病发病率和患病率数据时' 死亡率可以用来
识别弱势群体' 而且它们还是最经常被用来比较不同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

死亡率的主要来源是人口动态登记系统和基于抽样调
查或普查的直接或间接估值$ 一个完整的人口动态登记系
统至少覆盖H8=有关人口的重要事件' 是特定年龄死亡率
最好的数据来源$ 但是' 完整的人口动态登记系统在发展
中国家中是相当少见的$ 因此' 估值必须从抽样调查获得'

或把间接估值技术运用到登记* 普查或调查数据上!参见
原始数据文档"$ 调查数据容易产生记忆性偏差$

为了使估值具有可比性' 并确保不同机构得出的估值
的一致性'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
人口司* 世界银行* 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的联合国机
构间儿童死亡率估算组' 开发并采用了一种使用所有可用
信息来调和分歧的统计方法$ 运用参考数据' 拟合一个国
家特定的死亡率回归模型' 可以获得趋势线$ !关于儿童死
亡率估值的进一步讨论' 请参阅联合国机构间儿童死亡率

估算!789;", 更多详细背景数据和图形演示' 请登录
...-E'?1+6/0(,1?(b-/05"$

孕产妇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的计量容易受到多类错误的影响$ 在没

有完整人口动态登记系统的国家' 育龄妇女的死亡或者怀
孕状况可能不被公布' 或可能不能知道其死亡原因$ 即使
在具有可靠人口动态登记系统的高收入国家' 对产妇死亡
情况的误判' 已经导致了对孕产妇死亡率的严重低估$ 通
过询问受访者其姐妹存活状况的调查和普查' 可以估计孕
妇的死亡率$ 但这是回顾性的' 指向调查前大约五年的那
段时期' 可能会受记忆性偏差的影响$ 此外' 它们还反映
与妊娠有关的死亡!怀孕期间或者<7天之内终止妊娠的死
亡' 不论死亡的原因"' 需要进行调整以符合孕产妇死亡的
严格定义$

本书的孕产妇死亡率是以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PFSCM" 和世界银行的测算
结果以及国家级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 进行建模估算得
到的$ 对于没有完整登记数据但是有其他类型数据的国家
以及没有数据的国家' 孕产妇死亡率是通过一个多元回归
模型' 运用现有的孕产妇死亡率数据以及包括生育* 接生
人员和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社会经济信息来估计的$ 这种
方法与先前估计所用的方法不同' 因此这里给出的数据不
能进行跨版本比较$

青春期女性生育率
生殖健康是指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有关的一种

身体和精神健康状态$ 实现生殖健康的方法包括怀孕和分
娩过程中的教育和服务' 安全有效的避孕以及性传播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 怀孕和分娩过程中的并发症是导致发展中
国家育龄妇女死亡和残疾的首要原因$

青春期女性怀孕对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是高风险的' 更
有可能导致早产* 出生体重偏低* 分娩并发症和死亡$ 许
多少女怀孕是意外造成的' 年轻的女孩们可能会放弃教育
和工作的机会继续怀孕' 或者进行并不安全的堕胎$ 估计
青春期生育率' 是基于人口动态登记系统的, 在没有这一
系统时' 普查或者抽样调查一般被认为是可靠的计量方法$

当没有关于特定年龄生育率的实证信息时' 我们用模型来
估算青春期生育率$ 对于没有人口动态登记系统的国家'

生育率一般根据早年的普查或调查中观察到的趋势来推断$

艾滋病患病率
艾滋病患病率反映了每个国家人口的艾滋病感染率$

然而' 一国的患病率较低' 可能会产生误导$ 因为它们往
往掩饰了那种最初集中于某些地区或人群' 然后可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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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广泛人群的流行病$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新的
传染病发生在青年人群身上' 其中年轻女性更易受感染$

艾滋病患病率的数据来自关于艾滋病的联合国联合计
划$ 对数据估值的程序和假设的修改以及更好的国际合作
已经使估值结果有所改进$ 新模型跟踪了艾滋病毒流行的
过程和影响' 充分利用了关于艾滋病患病趋势的调查和监
测数据信息$ 模型包含了抗逆转录治疗的效果' 并考虑到
人们减少抗逆转录治疗带来的影响!对艾滋病患病率有很
大影响' 能使艾滋病人活得更久" 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城
市化程度的改变!这很重要' 因为城市地区患病率较高'

而且很多国家过去二十年都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加快"$ 估值
考虑到了合理的界限' 参见'(()# **+,(,-./01+2,34-/05' 反
映出每项估计的确定性$

初等教育完成率
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布关于其教育系统如何运行和发展

的统计信息' 即有关招生和效率指标的统计数据' 如复读
率* 师生比例和群体进步$ 初等教育完成率' 也被称为初
等教育最后一年级的总招收率' 是衡量教育系统表现的核
心指标$ 它反映了教育系统的覆盖率和学生受教育程度$

它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的关键$ 然而' 初等教
育完成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学生学习水平高$

该指标反映了各国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界定的
初等教育周期' 初等教育范围从三或四年!少数国家" 到
五或六年!大多数国家" 到七年!少数国家" 不等$ 它应
该被视为实际初等教育普及率的估值上限' 因为数据存在
局限性' 它们没有把最后一学年退学的儿童考虑进去$ 有
很多原因使得初等教育完成率超过988=$ 分子可能包含推
迟入学者* 在初等教育阶段重复上了一个或多个年级的超
龄儿童以及提早入学的儿童' 而分母则是初等教育最后一
年级的适龄儿童$

青年识字率
9:+7<岁的青年人识字率是衡量学生受教育情况的标

准指标$ 它通过过去十年左右获得基本识字算数能力的人
口比重' 反映初等教育的累积成果$ 但是' 在实践中' 识
字率很难度量$ 估计识字率' 需要在可控的环境下进行普
查或调查$ 许多国家通过人们自己报告的情况来估算识字
率$ 一些国家用教育完成情况作为替代变量' 参考受教育
年限的不同或完成的程度不同$ 由于不同国家数据收集的
定义和方法有差别' 数据应谨慎使用$ 一般来说' 识字率
包含计算能力' 即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

年轻人识字率的数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机构
汇编' 这些数据基于9H": e7899 年间各国普查或家庭调
查, 对于那些没有近期识字率数据的国家' 则采用全球特

定年龄段识字率预测模型$

劳动参与率
劳动力是一个经济体中可以用于生产产品* 提供劳务

的劳工$ 它包含目前被雇佣* 没有被雇佣但正在寻找工作
以及首次寻找工作的人$ 但并不是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被
包含在内' 没有被支付薪水的工人* 家庭雇工和学生经常
被排除在外' 一些国家也不计算军队的人数$ 劳动力的规
模随季节性工人的进入和退出而变化$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劳动力调查* 普查' 企业进行的普
查和调查以及国家政府的记录!例如就业交流登记和失业
保险计划" 来汇集劳动力数据$ 劳动力调查是国际上可比
劳动力数据最全面的来源, 来自人口普查的劳动力数据通
常基于个人经济状况相关的有限几个问题' 因而可探索的
余地很小, 企业的普查和调查仅仅局限于就业人口' 而不
考虑失业工人* 小企业工人以及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国际
劳工组织'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7889+7887&"$

除了数据来源' 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影响数据的可比性'

例如普查和调查的参考时间段* 工作年龄的定义和地理覆
盖面$ 关于国家层面的数据来源* 参考时间段或定义' 见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脚注或第七版世界劳工组织劳动力
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书中劳动参与率的估值来自第七版世界劳工组织劳动
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这些调和估值采用严格的数据选
择标准和强化方法' 以保证跨国* 跨时间的可比性' 从而
避免以上提到的不一致$ 估值主要基于劳动力调查' 只有
在没有可获得的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才使用其他数据来源
!人口普查和国家记录"$ 由于其他就业数据主要由国家来
估计' 在比较劳动参与率和别的就业数据时需要注意$

弱势群体就业率
没有薪水的家庭雇工和自佣工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

来自于就业状态信息$ 每一个群体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风
险' 但没有薪水的家庭雇工和自佣工最为危险' 即最可能
陷入贫穷$ 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正式的工作安排* 没有能抵
御经济冲击的社会保障和安全网* 通常没有足够的储蓄来
抵消这些冲击$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薪水的家庭雇工占比高'

意味着发展缓慢* 就业增长很少' 而且一般农村经济占比
较大$

弱势群体就业率的数据来自劳动力和一般家庭样本调
查* 普查和官方估计$ 除了在计算劳动参与率提及的局限
性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限制了数据的可比性$ 例如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信息只与国民就业相关' 这可能低估
了(雇员) 和(不按身份分类的工人)' 特别是在那些拥
有庞大军队的国家$ 尽管没有薪水的家庭雇工和自佣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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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不受影响' 但他们的相对份额则受到影响$

失业率
国际劳工组织将失业定义为失业人口占经济上活跃人

口的比重$ 经济上活跃人口包括当前没有工作但仍能工作
且正在寻找工作' 以及已经失去工作和自己辞职的人$ 一
些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在任何时候' 总有一些人会暂时失
去工作$ 一些雇主寻找更适合的工人' 一些工人寻找更好
的工作$ 那些失业通常称为摩擦失业' 它是劳动力市场正
常运行的结果$

失业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反映了劳动力供需情况的变
化' 但它们也可能反映报告实践的变化$ 在没有失业或福
利的国家' 人们在脆弱的就业环境中勉强维持生活, 在安
全保障网高度发达的国家' 工人可以等待更有吸引力* 更
令人满意的岗位$ 但是' 持续高失业率反映了资源配置的
严重失效$

如何界定正在寻找工作的人' 对待暂时被解雇或第一
次寻找工作的人' 不同国家的处理方法不同$ 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 很难计量农业中的失业和就业人口$ 调查的时机
可能最大化农业中季节性失业的影响$ 由于难以追踪非正
式部门的活动' 他们的就业情况也很难量化$

失业数据来自于劳动力样本调查* 一般家庭样本调查*

普查和官方估计$ 政府的记录' 例如社会保险统计和就业
办公室的统计并不包含在内' 因为它们覆盖面存在局限性$

由于一系列原因' 女性可能被排除在失业统计之外$ 女
性遭受更多歧视' 遭受更多来自结构性* 社会性和文化上的
壁垒' 从而阻碍了她们寻找工作$ 同时' 女性负责照顾孩
子* 老人和家庭事务' 她们在较短的参考期内可能无法进行
工作$ 女性进行兼职或短暂工作也可能被认为是就业' 尽管这
些工作并不稳定' 或者她们正在积极寻找更有保障的工作$

女性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
尽管近几十年来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性别不平等现象

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仍然存在' 且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盛行$

教育* 医疗* 营养和政治权利方面的不平等与福利* 生产
力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因而影响很大$ 不平等在儿童时
就已经出现' 例如男孩通常比女孩享有更好的教育和医疗
条件$ 女性在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等高级岗
位中的比重' 大体表明了女性在劳动力和社会中的地位和
角色$ 尽管近期有改善的迹象' 女性仍然很难获得政府中
具有决策权的岗位$

关于女性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数据是
基于不同职业就业率的估计' 不同职业根据9H""年国际标
准职业分类进行划分$ 数据主要是从劳动力调查中获取'

其他家庭调查* 人口普查以及官方估算作为部分补充$ 将

武装部队包含在内时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武装部队是
一个非常大的独立群体' 但在一些国家他们被划分在近似
的平民职业或未分类工人中$ 国家层面上关于分类* 来源*

基准期及定义的信息' 请参阅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脚注
或国际劳工组织第"版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定义
儿童营养不良! 体重不足患病率是指: 岁以下儿童中

年龄体重比率低于8至:H 个月国际参照人口的中位数超过
两个标准差的百分比$ 数据基于世界卫生组织!UVW" 在
788I年发布的儿童成长标准$ '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指规
定年份出生的儿童' 按照当年的特定年龄死亡率' 在年满:

岁前死亡的概率$ 这一概率表示为每9N888名活产婴儿的
比率$ 孕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是指每98万例活产儿中从
妊娠开始到产后<7天内因与妊娠有关的各种原因造成的孕
产妇死亡数$ 青春期女性生育率是指每千名9:+9H岁女性
的生育数量$ 艾滋病患病率是指相应年龄组中感染艾滋病
毒人口的百分比$ 初等教育完成率是指在初等教育最后一
年级新入学的人数!注册人数减去重修人数" 除以人口中
法定毕业年龄儿童$ 不考虑在最后一年中辍学的学生$ 青
年识字率是指9:+7<岁人口中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和读
写简单论述的人口占比$ 劳动力参与率是指9:岁或更大年
龄人口在特定参照时间段因为工作或找工作而活跃在劳动
力市场的比重$ 弱势群体就业率是指就业人口中未被支付
报酬的家庭雇工和自佣工的比重$ 失业率是指劳动力中没有
工作但可以获得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比重$ 劳动力
和失业的定义在不同国家可能是不同的$ 女性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是指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
中女性比重!国际职业分类中""个栏目的第9个"$

数据来源
有关儿童营养不良的数据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

!UVW" 关于儿童成长和营养不良的全球数据库
!...-.'/-?3(*3K(50/.('+2*G3*"$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来自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计跨机构工作组
!...-E'?1+6/0(,1?(b-/05"' 主要基于家庭调查* 普查和生命
登记数据$ 孕产妇死亡率的模型估值来自于联合国孕产妇
死亡率估计跨机构工作组!...-6,(G03,16/0(,1?(b+,(,-/05"$

青春期生育率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789;"' 年度数
据用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的插值替换得出$ 艾滋病患病率
数据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789;"$ 初等教育完成率和
识字率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机构
!...-K?&-K3G&E/-/05"$ 劳动参与率' 弱势群体就业率' 失
业率以及女性立法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数据来自于
国际劳工组织第"版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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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表格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01+2,34-/05*(,21G*和表格编号! 例如'

'(()# **.+?-./01+2,34-/05*(,21G*7-9"$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

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05*?3+?E,(/0*

和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05*Q3+?E,(/0*

TC-CWC-̂Ŵ_"$

%0!/人口动态
人口!!!!!!!!!!!!!!!!!!!

TC-CWC-̂Ŵ_

人口增长率!!!!!!!!!!!!!!!!!!!

TC-CWC-%XWU

8+9<岁的人口!!!!!!!!!!!!!!!!!!!

TC-CWC-889<-̂W-̀T

9:+I<岁的人口!!!!!!!!!!!!!!!!!!!

TC-CWC-9:I<-̂W-̀T

I:岁之上的人口!!!!!!!!!!!!!!!!!!!

TC-CWC-I:PC-̂W-̀T

抚养比率' 青年!!!!!!!!!!!!!!!!!!!

TC-CWC-$CF$-@%

抚养比率' 老年!!!!!!!!!!!!!!!!!!!

TC-CWC-$CF$-W_

原始死亡率!!!!!!!!!!!!!!!!!!!

TC-$@F-R$X̂-QF

原始出生率!!!!!!!!!!!!!!!!!!!

!!!!!!!!!!!!!!!!!!!

TC-$@F-RZX̂-QF

%0%/劳动率结构
劳动力参与率' 男性!!!!!!!!!!!!!!!!!!!

T_-̂_S-RMR̂-#M-̀T

劳动力参与率' 女性!!!!!!!!!!!!!!!!!!!

T_-̂_S-RMR̂-SJ-̀T

劳动力' 总数!!!!!!!!!!!!!!!!!!!

T_-̂_S-̂Ŵ_-QF

劳动力' 年均增长率
--

,'

!!!!!!!!!!!!!!!!!!!

2

劳动力' 女性!!!!!!!!!!!!!!!!!!!

!!!!!!!!!!!!!!!!!!!

T_-̂_S-̂Ŵ_-SJ-̀T

%0&/按部门划分的就业
农业' 男性!!!!!!!!!!!!!!!!!!!

T_-M%X-J#C_-#M-̀T

农业' 女性!!!!!!!!!!!!!!!!!!!

T_-M%X-J#C_-SJ-̀T

工业' 男性!!!!!!!!!!!!!!!!!!!

T_-QF$-J#C_-#M-̀T

工业' 女性!!!!!!!!!!!!!!!!!!!

T_-QF$-J#C_-SJ-̀T

服务业' 男性!!!!!!!!!!!!!!!!!!!

T_-TX[-J#C_-#M-̀T

服务业' 女性!!!!!!!!!!!!!!!!!!!

!!!!!!!!!!!!!!!!!!!

T_-TX[-J#C_-SJ-̀T

%0(/体面工作与生产性就业
就业率' 总数!!!!!!!!!!!!!!!!!!!

T_-J#C-̂Ŵ_-TC-̀T

就业率' 年轻人!!!!!!!!!!!!!!!!!!!

T_-J#C-9:7<-TC-̀T

弱势群体就业率' 男性!!!!!!!!!!!!!!!!!!!

T_-J#C-[P_F-#M-̀T

弱势群体就业率' 女性!!!!!!!!!!!!!!!!!!!

T_-J#C-[P_F-SJ-̀T

就业人口人均%$C

!!!!!!!!!!!!!!!!!!!

!!!!!!!!!!!!!!!!!!!

T_-%$C-CRMC-J#-A$

%0'/失业率
失业率' 男性!!!!!!!!!!!!!!!!!!!

T_-PJ#-̂Ŵ_-#M-̀T

失业率' 女性!!!!!!!!!!!!!!!!!!!

T_-PJ#-̂Ŵ_-SJ-̀T

青年失业率' 男性!!!!!!!!!!!!!!!!!!!

!!!!!!!!!!!!!!!!!!!

T_-PJ#-9:7<-#M-̀T

青年失业率' 女性!!!!!!!!!!!!!!!!!!!

T_-PJ#-9:7<-SJ-̀T

长期失业率' 总数!!!!!!!!!!!!!!!!!!!

T_-PJ#-_̂X#-̀T

长期失业率' 男性!!!!!!!!!!!!!!!!!!!

T_-PJ#-_̂X#-#M-̀T

长期失业率' 女性!!!!!!!!!!!!!!!!!!!

T_-PJ#-_̂X#-SJ-̀T

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率' 小
学

!!!!!!!!!!!!!!!!!!!

T_-PJ#-CXQ#-̀T

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率' 中
学

!!!!!!!!!!!!!!!!!!!

T_-PJ#-TJRW-̀T

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率' 大
学

!!!!!!!!!!!!!!!!!!!

!!!!!!!!!!!!!!!!!!!

T_-PJ#-̂JX̂-̀T

%0,/童工
就业儿童' 总数!!!!!!!!!!!!!!!!!!!

T_-̂_S-8B9<-̀T

就业儿童' 男性!!!!!!!!!!!!!!!!!!!

T_-̂_S-8B9<-#M-̀T

就业儿童' 女性!!!!!!!!!!!!!!!!!!!

T_-̂_S-8B9<-SJ-̀T

只从事工作!!!!!!!!!!!!!!!!!!!

T_-̂_S-8B9<-UA-̀T

学习兼工作!!!!!!!!!!!!!!!!!!!

T_-̂_S-8B9<-TU-̀T

农业就业!!!!!!!!!!!!!!!!!!!

T_-M%X-8B9<-̀T

制造业就业!!!!!!!!!!!!!!!!!!!

T_-#FS-8B9<-̀T

服务业就业!!!!!!!!!!!!!!!!!!!

T_-TX[-8B9<-̀T

自我雇佣者!!!!!!!!!!!!!!!!!!!

T_-T_S-8B9<-̀T

带薪工作者!!!!!!!!!!!!!!!!!!!

T_-UM%-8B9<-̀T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

!!!!!!!!!!!!!!!!!!!

T_-SM#-8B9<-̀T

%0-/以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
贫困率' 农村!!!!!!!!!!!!!!!!!!!

TQ-CW[-XPVR

贫困率' 城市!!!!!!!!!!!!!!!!!!!

TQ-CW[-PXVR

贫困率' 国家!!!!!!!!!!!!!!!!!!!

TQ-CW[-FMVR

贫困差距' 农村!!!!!!!!!!!!!!!!!!!

TQ-CW[-XP%C

贫困差距' 城市!!!!!!!!!!!!!!!!!!!

TQ-CW[-PX%C

贫困差距' 国家!!!!!!!!!!!!!!!!!!!

!!!!!!!!!!!!!!!!!!!

TQ-CW[-FM%C

%0./以国际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
每天生活费用不足9-7: 美元的人
口!经购买力平价换算的788: 年
美元"

!!!!!!!!!!!!!!!!!!!

!!!!!!!!!!!!!!!!!!!

TQ-CW[-$$M@

#)



"

人!口

在9-7:美元*天的贫困线上的贫困
差距!经购买力平价换算的788:

年美元"

!!!!!!!!!!!!!!!!!!!

TQ-CW[-7$M@

每天生活费用不足7 美元的人口
!经购买力平价换算的788: 年美
元"

!!!!!!!!!!!!!!!!!!!

TQ-CW[-%MCT

在7美元*天的贫困线上的贫困差
距!经购买力平价换算的788: 年
美元"

!!!!!!!!!!!!!!!!!!!

!!!!!!!!!!!!!!!!!!!

TQ-CW[-%MC7

%02/收入分配或消费分布
基尼系数!!!!!!!!!!!!!!!!!!!

TQ-CW[-%QFQ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低的98=

人口
!!!!!!!!!!!!!!!!!!!

TQ-$T -̂SXT -̂98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低的78=

人口
!!!!!!!!!!!!!!!!!!!

TQ-$T -̂SXT -̂78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第二个78=

人口
!!!!!!!!!!!!!!!!!!!

TQ-$T -̂87F$-78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第三个78=

人口
!!!!!!!!!!!!!!!!!!!

TQ-$T -̂8;X$-78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第四个78=

人口
!!!!!!!!!!!!!!!!!!!

TQ-$T -̂8< V̂-78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高的78=

人口
!!!!!!!!!!!!!!!!!!!

TQ-$T -̂8: V̂-78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高的98=

人口
!!!!!!!!!!!!!!!!!!!

!!!!!!!!!!!!!!!!!!!

TQ-$T -̂98 V̂-98

%0!1/教育投入
学生人均公共支出' 小学!!!!!!!!!!!!!!!!!!!

TJ-OC$-CXQ#-CR-̀T

学生人均公共支出' 中学!!!!!!!!!!!!!!!!!!!

TJ-OC$-TJRW-CR-̀T

学生人均公共支出' 大学!!!!!!!!!!!!!!!!!!!

TJ-OC$-̂JX̂-CR-̀T

教育公共支出' 占%$C的百分比!!!!!!!!!!!!!!!!!!!

TJ-OC$-̂Ŵ_-%$-̀T

教育公共支出' 占政府总支出的百
分比

!!!!!!!!!!!!!!!!!!!

TJ-OC$-̂Ŵ_-%Z-̀T

具备教学资格的小学教师!!!!!!!!!!!!!!!!!!!

TJ-CX#-̂RMf-̀T

小学师生比率!!!!!!!!!!!!!!!!!!!

!!!!!!!!!!!!!!!!!!!

TJ-CX#-JFX_-̂R-̀T

%0!!/受教育的机会
学前教育总入学率!!!!!!!!!!!!!!!!!!!

TJ-CXJ-JFXX

小学总入学率!!!!!!!!!!!!!!!!!!!

TJ-CX#-JFXX

中学总入学率!!!!!!!!!!!!!!!!!!!

TJ-TJR-JFXX

大学总入学率!!!!!!!!!!!!!!!!!!!

TJ-̂JX-JFXX

小学净入学率!!!!!!!!!!!!!!!!!!!

TJ-CX#-FJFX

中学净入学率!!!!!!!!!!!!!!!!!!!

!!!!!!!!!!!!!!!!!!!

TJ-TJR-FJFX

调整后的小学净入学率' 男性!!!!!!!!!!!!!!!!!!!

TJ-CX#-̂JFX-#M

调整后的小学净入学率' 女性!!!!!!!!!!!!!!!!!!!

TJ-CX#-̂JFX-SJ

小学适龄儿童失学' 男性!!!!!!!!!!!!!!!!!!!

TJ-CX#-PFJX-#M

小学适龄儿童失学' 女性!!!!!!!!!!!!!!!!!!!

!!!!!!!!!!!!!!!!!!!

TJ-CX#-PFJX-SJ

%0!%/教育效率
小学一年级总入学率' 男性!!!!!!!!!!!!!!!!!!!

TJ-CX#-%QF̂-#M-̀T

小学一年级总入学率' 女性!!!!!!!!!!!!!!!!!!!

TJ-CX#-%QF̂-SJ-̀T

留存率' 读到:年级' 男性!!!!!!!!!!!!!!!!!!!

TJ-CX#-CXT:-#M-̀T

留存率' 读到:年级' 女性!!!!!!!!!!!!!!!!!!!

TJ-CX#-CXT:-SJ-̀T

留存率' 读到小学最后一年级' 男
性
!!!!!!!!!!!!!!!!!!!

TJ-CX#-CXT_-#M-̀T

留存率' 读到小学最后一年级' 女
性
!!!!!!!!!!!!!!!!!!!

TJ-CX#-CXT_-SJ-̀T

小学复读人数' 男性!!!!!!!!!!!!!!!!!!!

TJ-CX#-XJĈ-#M-̀T

小学复读人数' 女性!!!!!!!!!!!!!!!!!!!

TJ-CX#-XJĈ-SJ-̀T

中学升学率' 男性!!!!!!!!!!!!!!!!!!!

TJ-TJR-CXW%-#M-̀T

中学升学率' 女性!!!!!!!!!!!!!!!!!!!

!!!!!!!!!!!!!!!!!!!

TJ-TJR-CXW%-SJ-̀T

%0!&/毕业率及教育成果
小学毕业率' 总数!!!!!!!!!!!!!!!!!!!

TJ-CX#-R#Ĉ-̀T

小学毕业率' 男性!!!!!!!!!!!!!!!!!!!

TJ-CX#-R#Ĉ-#M-̀T

小学毕业率' 女性!!!!!!!!!!!!!!!!!!!

TJ-CX#-R#Ĉ-SJ-̀T

青年识字率' 男性!!!!!!!!!!!!!!!!!!!

TJ-M$̂-9:7<-_̂-#M-̀T

青年识字率' 女性!!!!!!!!!!!!!!!!!!!

TJ-M$̂-9:7<-_̂-SJ-̀T

成年人识字率' 男性!!!!!!!!!!!!!!!!!!!

TJ-M$̂-_Q̂X-#M-̀T

成年人识字率' 女性!!!!!!!!!!!!!!!!!!!

!!!!!!!!!!!!!!!!!!!

TJ-M$̂-_Q̂X-SJ-̀T

%0!(/收入和性别引起的教育差距
本表提供了最贫困的9*:人口* 最
富裕的9*:人口的教育调查数据$

--

!!!!!!!!!!!!!!!!!!!

!!!!!!!!!!!!!!!!!!!

2

%0!'/医疗卫生体系
医疗卫生总支出!!!!!!!!!!!!!!!!!!!

TV-OC$-̂Ŵ_-̀T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TV-OC$-CPZ_

自付医疗卫生支出!!!!!!!!!!!!!!!!!!!

TV-OC$-WWCR-̂W-̀T

用于医疗卫生的外部资源!!!!!!!!!!!!!!!!!!!

TV-OC$-JÔX-̀T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美元!!!!!!!!!!!!!!!!!!!

TV-OC$-CRMC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CCC换算的
美元

!!!!!!!!!!!!!!!!!!!

TV-OC$-CRMC-CC-A$

医生数!!!!!!!!!!!!!!!!!!!

!!!!!!!!!!!!!!!!!!!

TV-#J$-CV@T-̀T

$*



人!口
"

护士和接生员数!!!!!!!!!!!!!!!!!!!

TV-#J$-FP#U-C;

社区医疗卫生工作者数!!!!!!!!!!!!!!!!!!!

TV-#J$-R#VU-C;

病床数!!!!!!!!!!!!!!!!!!!

TV-#J$-ZJ$T-̀T

出生登记的完整性!!!!!!!!!!!!!!!!!!!

!!!!!!!!!!!!!!!!!!!

TC-XJ%-ZX̂V-̀T

%0!,/疾病防治的范围和质量
改善的水源可获得性!!!!!!!!!!!!!!!!!!!

TV-V7W-TMSJ-̀T

改善的医疗卫生设施可获得性!!!!!!!!!!!!!!!!!!!

TV-T M̂-MRTF

儿童免疫接种率' 麻疹!!!!!!!!!!!!!!!!!!!

TV-Q##-#JMT

儿童免疫接种率' 白喉* 百日咳*

破伤风
!!!!!!!!!!!!!!!!!!!

TV-Q##-Q$Ĉ

得到医疗保健服务的患急性呼吸道
感染儿童
!!!!!!!!!!!!!!!!!!!

TV-T M̂-MXQR-̀T

得到连续口服补液盐的患痢疾儿童
!!!!!!!!!!!!!!!!!!!

TV-T M̂-WXRS-̀T

在经处理过的蚊帐内睡眠的儿童!!!!!!!!!!!!!!!!!!!

TV-#_X-FĴT-̀T

服用疟疾药物的发烧儿童!!!!!!!!!!!!!!!!!!!

TV-#_X-̂XĴ-̀T

肺结核治愈率!!!!!!!!!!!!!!!!!!!

TV-̂ZT-RPXJ-̀T

肺结核诊断率!!!!!!!!!!!!!!!!!!!

!!!!!!!!!!!!!!!!!!!

TV-̂ZT-$̂JR-̀T

%0!-/生殖健康
总生育率!!!!!!!!!!!!!!!!!!!

TC-$@F-̂SX̂-QF

青春期女性生育率!!!!!!!!!!!!!!!!!!!

TC-M$W-̂SX̂

意外怀孕的女性!!!!!!!!!!!!!!!!!!!

TC-PU -̂̂SX̂

避孕普及率!!!!!!!!!!!!!!!!!!!

TC-$@F-RWFP-̀T

接受产前护理的孕妇!!!!!!!!!!!!!!!!!!!

TV-T M̂-MF[R-̀T

在熟练医护人员护理下的分娩!!!!!!!!!!!!!!!!!!!

TV-T M̂-ZX̂R-̀T

孕产妇死亡率' 国家估计数!!!!!!!!!!!!!!!!!!!

TV-T M̂-##X̂-FJ

孕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数!!!!!!!!!!!!!!!!!!!

TV-T M̂-##X̂

孕产妇死亡的终身风险!!!!!!!!!!!!!!!!!!!

!!!!!!!!!!!!!!!!!!!

TV-##X-XQTA

%0!./营养与成长
营养不良患病率!!!!!!!!!!!!!!!!!!!

TF-Q̂A-$JSR-̀T

体重不足患病率' 男性!!!!!!!!!!!!!!!!!!!

TV-T M̂-#M_F-#M-̀T

体重不足患病率' 女性!!!!!!!!!!!!!!!!!!!

TV-T M̂-#M_F-SJ-̀T

发育迟缓患病率' 男性!!!!!!!!!!!!!!!!!!!

TV-T M̂-T F̂̂-#M-̀T

发育迟缓患病率' 女性!!!!!!!!!!!!!!!!!!!

TV-T M̂-T F̂̂-SJ-̀T

瘦弱患病率' 男性!!!!!!!!!!!!!!!!!!!

TV-T M̂-UMT -̂#M-̀T

瘦弱患病率' 女性!!!!!!!!!!!!!!!!!!!

TV-T M̂-UMT -̂SJ-̀T

严重消瘦患病率' 男性!!!!!!!!!!!!!!!!!!!

TV-T[X-UMT -̂#M-̀T

严重消瘦患病率' 女性!!!!!!!!!!!!!!!!!!!

TV-T[X-UMT -̂SJ-̀T

儿童超重患病率' 男性!!!!!!!!!!!!!!!!!!!

TV-T M̂-WU%V-#M-̀T

儿童超重患病率' 女性!!!!!!!!!!!!!!!!!!!

!!!!!!!!!!!!!!!!!!!

TV-T M̂-WU%V-SJ-̀T

%0!2/营养摄取和补给
出生时体重不足的婴儿!!!!!!!!!!!!!!!!!!!

TV-T M̂-ZX̂U-̀T

完全母乳喂养!!!!!!!!!!!!!!!!!!!

TV-T M̂-ZSJ$-̀T

食用加碘盐的比例!!!!!!!!!!!!!!!!!!!

TF-Q̂A-TM_̂-̀T

维生素M补充率!!!!!!!!!!!!!!!!!!!

TF-Q̂A-[Q̂M-̀T

: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

TV-MF#-RV_$-̀T

孕妇贫血患病率!!!!!!!!!!!!!!!!!!!

!!!!!!!!!!!!!!!!!!!

TV-CX%-MFJ#

%0%1/健康风险因素与未来挑战
吸烟率' 男性!!!!!!!!!!!!!!!!!!!

TV-CX[-T#WA-#M

吸烟率' 女性!!!!!!!!!!!!!!!!!!!

TV-CX[-T#WA-SJ

肺结核患病率!!!!!!!!!!!!!!!!!!!

TV-̂ZT-QFR$

糖尿病患病率!!!!!!!!!!!!!!!!!!!

TV-T M̂-$QMZ-̀T

艾滋病患病率' 总计!!!!!!!!!!!!!!!!!!!

TV-$@F-MQ$T-̀T

女性占9:岁以上感染人数的百分
比
!!!!!!!!!!!!!!!!!!!

TV-$@F-MQ$T-SJ-̀T

艾滋病患病率' 青年男性!!!!!!!!!!!!!!!!!!!

TV-VQ[-9:7<-#M-̀T

艾滋病患病率' 青年女性!!!!!!!!!!!!!!!!!!!

TV-VQ[-9:7<-SJ-̀T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范围!!!!!!!!!!!!!!!!!!!

TV-VQ[-MX̂R-̀T

传染性疾病* 孕育期疾病* 围产期
疾病和营养状况导致的死亡

!!!!!!!!!!!!!!!!!!!

TV-$̂V-RW##-̀T

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

TV-$̂V-FRW#-̀T

伤害导致的死亡!!!!!!!!!!!!!!!!!!!

!!!!!!!!!!!!!!!!!!!

TV-$̂V-QF>X-̀T

%0%!/死亡率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TC-$@F-_J88-QF

新生儿死亡率!!!!!!!!!!!!!!!!!!!

TV-$@F-F#X̂

婴儿死亡率!!!!!!!!!!!!!!!!!!!

TC-$@F-Q#X̂-QF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总数!!!!!!!!!!!!!!!!!!!

TV-$@F-#WX̂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男性!!!!!!!!!!!!!!!!!!!

TV-$@F-#WX̂-#M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女性!!!!!!!!!!!!!!!!!!!

TV-$@F-#WX̂-SJ

成人死亡率' 男性!!!!!!!!!!!!!!!!!!!

TC-$@F-M#X̂-#M

成人死亡率' 女性!!!!!!!!!!!!!!!!!!!

!!!!!!!!!!!!!!!!!!!

TC-$@F-M#X̂-SJ

%0%%/收入带来的健康差距
本表提供了最贫困的9*:人口* 最
富裕的9*:人口的健康调查数据$

--

!!!!!!!!!!!!!!!!!!!

2

在%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中'

可以获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d取自%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外的数据$

2d可以在线获得数据表的一部分' 但不能获得单个指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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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的环境对完成千年发展目标而言
十分必要' 因为它要求挽回环境损失并将
环境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政策和规划$ 世
界能否维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
否管理好自然资源$ 本章的指标将衡量资
源使用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和人造环境的
影响$ 其中包括对环境资源!森林* 水*

耕地" 和环境恶化!污染* 森林砍伐* 栖
息地缩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的衡量$

这些指标显示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扩张
已越来越依赖于对土地* 水* 森林* 矿产
和能源的需求$ 但更好的政策* 生产率的
提升以及新技术可以确保未来的发展在环
境及社会上的可持续性$

经济的增长与大量能源的应用呈正相
关+++电力和能源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至
关重要$ 经济发展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质
量' 在人类历史中带来的收益无与伦比$

但这种收益并不平衡' 经济增长经常给环
境带来负面影响' 对穷人的冲击更巨大$

从化石燃料中获得能源排放出的二氧化
碳' 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温室气体$

世界银行工作组加入了联合国(人人
享有可持续能源) 的倡议' 呼吁政府* 商
业团体及公民社会到78;8 年达到三个目
!!

标# 首先使大众普遍获得电力和清洁烹饪
燃料$ 其次使能源供给中可持续资源的比
例加倍$ 最后是使能源利用效率加倍$ 本
章中的一些指标涵盖能源利用和效率* 电
力应用和生产* 温室气体排放* 经济部门
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电力供应等方面$

其他指标还包括土地利用* 农业和粮
食生产* 森林和生物多样性* 濒危物种*

水资源* 气候变化* 冲击敞口* 弹性* 城
市化* 交通拥堵* 空气污染* 自然资源租
金$ 在可能情况下' 这些指标来自国际来
源并经过标准化' 以便进行国家间的比
较$ 但生态系统跨越国界' 不同国家获得
的自然资源可能会有所不同$ 例如' 水资
源在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可能是丰富的'

但在其他地区则可能稀缺' 而且国家之间
经常分享水资源$ 土地生产率和最优土地
使用量可能会随地区不同而不尽相同' 而
相距遥远的地区可能拥有共同的特点$ 温
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在全球进行测量'

但其影响则仅由当地人民承担' 并会改变
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方式$ 在地方* 国家
及超国家的层面上对环境现象及其影响进
行测量仍是一项重大挑战$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

随着工业占345份额的减少" 农业土地利用增加
在所有地区和收入组中农业占%$C的份额均在下降$

7888年至7897年间全球下降了78=$ 即使在低收入
国家' 随着大多数经济体逐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

这一比例也下降了I个百分点' 从;<=降低到7"=$

在过去的十年中' 除了欧洲和中亚的发展中国家' 中*

低收入经济体总体上增加了用于谷物生产的土地$ 东
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用于谷物生
产的土地均增加了超过9:=$ 由于大多数能满足现在
和未来食物需求的土地已经得到开发' 未来很可能需
要开发脆弱和贫瘠的土地' 这一策略并不能持续长久$

资料来源# 表;和在线表格9-;$

森林减少但保护区域增加

78世纪初地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8 亿公顷$ 如今已
经缩减到<8 亿公顷' 而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中* 低收入经济体在9HH8+7899年间每年的森林面积
要减少9N<I8万公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最
丰富的森林资源' 占地球总量的四分之一' 但已经减
少了HNH88万公顷' 占其森林总面积的99=$ 但高收
入经济体的森林面积自9HH8年以来增加了9NBB8万公
顷$ 许多国家指定保护区域来保存珍贵的植物和动物
的栖息地$ 而且到7897年' 超过9<=的土地和海洋得
到了保护$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

高收入经济体消耗更多能源" 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利用同向变化' 而且能源生产者通常也是能
源利用者$ 只拥有世界上9"=人口的高收入经济体每年要用掉一
半的能源' 比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资源使用量高出<倍' 比低收
入经济体高出9<倍$ 但中* 低收入经济体在9HH8+7899年间能
源的消费和生产量增加了超过一倍' 而高收入经济体的能源消费
增加了9I=' 生产增加了79=$ 全球9HH8+7899能源使用平均
增长率是7=' 其中发展中国家为;-I=而高收入经济体为8-H=$

$$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人均排放量并不是最高
9HH8年到7898年间全球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增加了
9I=' 达到<-H吨$ 人均排放量最高的那些国家的总
排放量并不是最高$ 7898年人均排放量最高的五个国
家分别是# 卡塔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科威特* 文
莱及阿鲁巴岛' 均为高收入国家$ 而总排放量最高的
五个国家为# 中国* 美国* 印度* 俄罗斯联邦和日本$

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 欧洲和中亚人均排放量最高
!:-;吨"' 其次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H吨"$ 尽管
高收入经济体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9HH8+7898年间
减少了7-:=达到99-I吨' 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排放量
最高的群组$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7$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世界上人口有一半生活在城市' 未来的四十年城市地
区将容纳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速
度最快' 据预测城市人口将从7897年的7B亿增加到
78:8年的:7亿$ 在所有发展中地区中' 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城市增长率最快' 9HH8+7897 年间每年增长
<=$ 城市化能够带来重要的社会福利' 比如改善人们
享受的公共服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人
口能够享受到改善的水源' 而农村地区则只有:9=$

城市地区享受改善的卫生设施的比例是农村地区的两
倍$ 但城市化也可能存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如集中
污染* 危害健康以及降低生产力$

资料来源# UM[JT和博茨瓦纳水务部门$

发展中国家成为67+89合作伙伴
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UM[JT" 是全球
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在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核算
中将自然资源主流化而促进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账户
是自然资本账户的一部分' 收集关于水资源的流量和
存量以及取水权和用水权等方面的数据$ 它们在国家
和地区层面在资源分配政策中为整合水资源的数据提
供了概念性框架$ 博茨瓦纳*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马达加斯加和菲律宾于7897年加入UM[JT$ 运用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批准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法' 博
茨瓦纳运用国家资本账户更新了78世纪H8年代的水资
源账户$ 除了水资源' 博茨瓦纳的国家资本账户还将
包括土地和生态系统账户' 集中关注旅游* 矿产和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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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值表明森林面积的增加$ 2-由于数据不可靠' 不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河水流量$ E-不包括南苏丹$ +-包括未分配给特定国家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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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环境资源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是必要的' 但
经济增长会给环境带来新的压力$ 滥伐森林* 生物多样性
的栖息地的缩小* 水资源枯竭* 污染* 城市化以及不断增
加的能源生产需求在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是必须考虑的
因素$

森林减少
森林为许多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并能够吸收二氧化碳$

如果管理得当'森林能够为管理和使用森林资源的人们提
供生计$ 粮食及农业组织!7898" 使用森林的标准定义对
7898年森林覆盖率进行统计' 并对9HH8 年和7888 年森林
覆盖率的估计值进行了调整$ 本章使用的数据不区分天然
林与种植林' 类似粮食及农业组织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分类$ 因此' 数据可能低估了一些国家天然林消失的速率$

栖息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
滥伐森林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 栖息地

保护对阻止这一趋势至关重要$ 保护工作主要集中于保护
生物多样性高的区域$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R#R" 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PFJC" 编制了保护区的数据$ 定义* 报
告实践以及报告期间的差异限制了各国间的可比性$ 使用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QPRF" 对9N888公顷以
上土地的六大分类+++限制大众进入的科学保护区及自然
保护区' 对国家或世界意义重大且实质上未受到人类活动
影响的国家公园' 独特的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 人工管理
的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受保护的景观!可能包
括人文景观"' 为保证长期保护及保持生态多样性而进行管
理' 以便生态系统可持续使用性地区+++以及未经QPRF分
类的陆地保护区来界定国家保护区$ 指定一个区域作为保
护区并不意味着保护生效$ 对于保护区面积小于9888公顷
的小国' 定义中的大小限制常常会导致对保护区的低估$

由于数据采集一致性和采集方法的不同' 不同国家间的数
据质量存在很大出入$ 有些国家较其他国家更频繁地对信
息进行更新' 有些国家对覆盖范围有更精确的数据' 而许
多国家则会低估保护区的数量或范围$

淡水资源
淡水资源的数据来源于对流入河流的径流和地下水补

给的估计$ 这些估计值来自不同来源' 涉及不同年份' 所
以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应该谨慎$ 间歇性收集的数据' 可能
隐藏每年相当规模的可再生水资源总量的变化$ 数据并不
区分各国自身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季节性和地理性变化$ 小
国及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区域国家的数据不如大国和降雨量
充沛国家的数据可靠$

水和卫生设施
安全饮用水的供给和排泄物的卫生处理' 是改善人类

健康和保护环境的两大最重要手段$ 改善卫生设施能防止
人类* 动物和昆虫接触排泄物$

改善的水资源的可获得性的数据衡量了能得到可供本
国使用的水资源的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于由政府提供给世
界卫生组织!UVW"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PFQRJS" 联
合监测项目的用户调查和估计$ 覆盖率基于家庭用户提供
的信息而非来自服务供应商的信息' 因为服务供应商提供
的可能包括非功能性系统的信息$ 从改善后的水源获得的
饮用水并不能确保安全或足够' 因为调查时并没有测试这
些特征$ 虽然改善的水源的可获得性的信息被广泛使用'

但这是非常主观的,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做出了正式定义
!见定义"' 但(安全)* (改善)* (足够的) 和(合理的)

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甚至在高收入的国家'

处理过的水可能也并不能保证可供安全饮用$ 享受改善后
水源仅代表与供应系统有所联系' 而并未考虑质量和服务
成本的变化$

城市化
没有一套一致和公认的标准来区分城市与农村地区'

进而计算它们的人口$ 大多数国家按定居地的大小或特征
分类$ 有些国家基于特定基础设施的数量和服务来定义城
市与农村$ 其他则是基于行政安排指定城市与农村区域$

因为数据与各国家的定义有关' 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时应
该谨慎$

空气污染
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是影响世界健康的主要元凶$ 世

界上一半的人口靠牛粪* 木材* 农作物废弃物或煤来满足
基本的能源需求$ 使用这些燃料在明火或未装烟囱的炉子
上做饭和取暖' 会导致室内空气污染' 造成每年9I8万人
死亡+++相当于每78秒死亡一人$ 在许多城市地区' 空气
污染是环境对健康的主要威胁$ 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烟尘和
小颗粒之中' 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导致呼吸系统疾病* 肺
癌和心脏疾病等$ 颗粒物污染' 或颗粒物与二氧化硫混合'

都将对健康造成巨大伤害$

颗粒物数据是指远离空气污染(热点) !如工业区和
运输通道地区" 的居民区年均颗粒物浓度的估计值$ 数据
由世界银行农业及环境服务部对居民超过98 万的城市中'

环境中的颗粒物质浓度的年均值进行估计而得$

污染物浓度对周边环境情况比较敏感' 即使在同一城
市的各监测站都可能记录到不同值$ 因此' 这些数据应仅
作为总体空气质量指标' 在进行比较时应该谨慎$ 该数据
支持对不同国家城镇居民所面临的颗粒污染物相对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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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 城市户外颗粒物污染主要源自交通及工业排放'

但非人为来源如沙尘暴等也可能是某些城市的颗粒物污染
的主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技术和污染控制是颗粒物情况的
重要决定因素$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是
直径小于98 微米的颗粒物年均浓度不超过每立方米78

微克$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 会导致全球变

暖' 威胁人类和自然栖息地$ 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是
人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由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
息分析中心!R$QMR" 利用来自联合国统计局的世界能源
数据集和美国矿业水泥制造局的数据集进行计算$ 二氧化
碳排放量通常是按碳元素进行计算和报告' 而后将其乘以
;-IIB !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质量比" 转换为实际二氧化碳
的质量$ 虽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误差可能限制在
98=以内!以全球燃料化学和使用均值计算"' 但国家估计
值可能有较大范围的误差$ 使用持续的时间序列估计的趋
势往往要比单个数值更准确$ R$QMR每年都会结合最近的
调查结果及修正' 对9H<H年以来的全部时间序列进行重新
计算$ 因为在参与国之间分摊燃料存在难度' 估计中不包
括国际运输中船舶和飞机使用的燃料$

能源利用
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用量的增长与现代部门+++工业*

机动交通以及城市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但也反映了
该国的气候* 地理和经济因素$ 中* 低收入经济体的能源
使用量正在快速增长' 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能源使用量
仍高于前者超过四倍$

能源利用总量是指转换为二次能源燃料!如电力和精
制石油产品" 之前的初级能源的使用量$ 它包括从可燃可
再生能源和废弃物!包括固体生物质和动物产品' 生物质
气体和液体' 以及工业和市政垃圾" 中提取的能量$ 生物
质是指一切可直接用作燃料或转化为燃料* 热量或电力的
植物物质$ 可燃可再生能源和废弃物的数据往往基于小型
调查或其他不完全信息' 从而只能描述大致的发展情况'

在各国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 国际能源署!QJM"

的报告中包括对各国的注释' 对其中的一些差异进行了解
释!详见数据来源"$ 所有形式的能源+++初级能源和初级
电力+++均被折算为石油当量$ 核电力转换为石油当量的
名义热效率被认为是;;=' 水力发电的转换率为988=$

电力生产
能源的使用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重要的$ 但发

电也会造成环境破坏$ 这种损害是否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发电的方式$ 例如' 燃烧煤炭发电比燃烧等量的天然气
要释放两倍的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
因$ 核能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但会产生其他危险废物$

QJM对数据及用于发电的能源投入数据进行了整理汇
编$ 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数据则基于对其能源
数据的调整' 以使之与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填写的年度调
查表相一致$ 此外' 有时需对关键数据丢失的部分做出估
计以得到加总数据' 同时也需按照定义做出调整以弥补差
异$ QJM在对国家统计局* 石油公司* 电力公司和国家能
源专家进行咨询后对这些项目做出估计$ QJM偶尔会对时
间序列进行修改' 以反映政治上的变化$ 例如' QJM已经
建立了前苏联国家的历史能源统计$ 此外' 其他国家的能
源统计近年来已在覆盖范围或方法上做出了系列改变' 而
更多详尽的能源账项也已可以使用$ 因此' 时间序列存在
着不可避免的中断$

定义
森林面积减少是指将自然林区永久转换为其他用途'

包括农业* 牧场* 定居点和基础设施$ 毁林地区不包括记
录在册但会进行再生' 或由于薪材收集* 酸性降水或森林
火灾所造成损毁的区域$ 国家保护区是指受保护的陆地和
海洋区域占总领土面积的百分比' 包括所有已知位置和范
围的国家级保护区$ 所有划定和类别上重叠的区域* 缓冲
区和多角形区域均被移除' 所有未标明日期的保护区均算
作过期$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是指一国河流的年均流量和
源自降水的地下水$ 发源于一国境外的自然流入流量以及
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回灌之间重叠的水资源需排除在外$ 获
得改善的水资源是指能从合适的改善水源获取足够水资源
的人口比例' 改善水源指宅内或院内自来水* 公用水龙头
或蓄水塔* 管井或钻井* 受保护的大口井或泉水以及收集
的雨水$ 未改善水源包括无保护的大口井和泉水* 车载小
缸或桶* 瓶装水以及油罐车$ 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衡量获
得改善的卫生防疫设施的人口百分比' 要求人们至少能够
使用足够的排泄物处置设施!私人或共用均可' 但非公
用"' 能够有效防止人类* 动物* 昆虫与粪便接触!不必包
括污水净化设施"$ 改善设施的范围包含从简单但有保护的
坑式厕所到连接排水的冲洗厕所$ 为保证有效' 设施必须
建设合理并进行适当维护$ 城市人口是指各国定义为城市
并向联合国进行报告的地区的年中人口数与世界银行总人
口估计值的比例$ 颗粒物浓度是指能够穿透进入呼吸道并
严重损害健康的' 直径小于98 微米!C#98" 的细微悬浮
粒子浓度$ 该数值以城市人口数量对居民超过98万的城市
住宅区的C#98数据进行加权平均$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指由
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制造产生的排放量' 包括固体* 液体*

气体燃料和天然气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 能源使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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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转换为二次能源前初级能源的使用量' 相当于本国产量
加上进口量及库存变化' 减去出口量和提供给国际运输的
船舶和飞机的燃料$ 发电量需对同一发电站全部发电机组
的终端进行测定$ 除水电外' 煤炭* 石油* 天然气和核能
发电' 其中还包含地热* 太阳能* 风能* 潮汐和波浪发电
以及可燃可再生能源及废弃物$ 其生产包括为发电而专门
设计的电厂以及热电联产电厂生产的电力$

数据资料来源
关于森林砍伐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粮农组织!7898"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网站$ 关于保护区的数据' 来自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FJC" 和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Ra

#R" 的在线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均基于国家主管部门* 国
家立法部门及国际协定中的数据$ 淡水资源的数据来自联
合国粮农组织MfPMT M̂̂ 数据库$ 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的供
应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VW*

PFQRJS" 对水资源和卫生设施供给的联合监测项目
!...-.&&?3L/-/05"$ 城市人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
!7899"$ 颗粒物浓度的数据为世界银行估计值$ 二氧化碳
排放量数据来自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R$QMR" 的在线
数据库$ 能源利用和电力生产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QJM"

的在线数据库及年度出版刊物' 包括%非经合组织国家能
源统计&' %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平衡表&'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成员国能源统计&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能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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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表格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 **.+?-./01+2,34-/05*(,21G*和数据表编号!例如'

'(()# **.+?-./01+2,34-/05*(,21G*;-9"$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

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05*?3+?E,(/0*

和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05*Q3+?E,(/0*

TC-XPX-̂Ŵ_-̀T"$

&0!/农村环境和土地使用
农村人口!!!!!!!!!!!!!!!!!!!

TC-XPX-̂Ŵ_-̀T

农村人口增长!!!!!!!!!!!!!!!!!!!

TC-XPX-̂Ŵ_-̀%

土地面积!!!!!!!!!!!!!!!!!!!

M%-_F$-̂Ŵ_-A7

森林面积!!!!!!!!!!!!!!!!!!!

M%-_F$-SXT -̂̀T

永久性作物用地!!!!!!!!!!!!!!!!!!!

M%-_F$-RXWC-̀T

耕地' 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M%-_F$-MXZ_-̀T

人均耕地' 公顷!!!!!!!!!!!!!!!!!!!

!!!!!!!!!!!!!!!!!!!

M%-_F$-MXZ_-VM-CR

&0%/农业投入
农业用地' 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M%-_F$-M%XQ-̀T

农业用地' 占灌溉用地的百分比!!!!!!!!!!!!!!!!!!!

M%-_F$-QXQ%-M%-̀T

年均降雨量!!!!!!!!!!!!!!!!!!!

M%-_F$-CXRC-##

谷物生产用地!!!!!!!!!!!!!!!!!!!

M%-_F$-RXJ_-VM

化肥消费量' 占化肥产量的百分比!!!!!!!!!!!!!!!!!!!

M%-RWF-SJX̂-Ĉ-̀T

化肥消费量' 千克*公顷耕地!!!!!!!!!!!!!!!!!!!

M%-RWF-SJX̂-̀T

农业就业率!!!!!!!!!!!!!!!!!!!

T_-M%X-J#C_-̀T

拖拉机数量!!!!!!!!!!!!!!!!!!!

!!!!!!!!!!!!!!!!!!!

M%-_F$-̂XMR-̀T

&0&/农业产出和生产率
作物生产指数!!!!!!!!!!!!!!!!!!!

M%-CX$-RXWC-O$

粮食生产指数!!!!!!!!!!!!!!!!!!!

M%-CX$-SWW$-O$

牲畜生产指数!!!!!!!!!!!!!!!!!!!

M%-CX$-_[TA-O$

谷物产量!!!!!!!!!!!!!!!!!!!

M%-@_$-RXJ_-A%

单位工人的农业增加值!!!!!!!!!!!!!!!!!!!

!!!!!!!!!!!!!!!!!!!

JM-CX$-M%XQ-A$

&0(/森林面积减少和生物多样性
森林面积!!!!!!!!!!!!!!!!!!!

M%-_F$-SXT -̂A7

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 --,'

!!!!!!!!!!!!!!!!!!!

2

濒危物种' 哺乳动物!!!!!!!!!!!!!!!!!!!

JF-#M#-̂VX$-FW

濒危物种' 鸟类!!!!!!!!!!!!!!!!!!!

JF-ZQX-̂VX$-FW

濒危物种' 鱼类!!!!!!!!!!!!!!!!!!!

JF-STV-̂VX$-FW

濒危物种' 高等植物!!!!!!!!!!!!!!!!!!!

JF-VĈ-̂VX$-FW

陆地保护区!!!!!!!!!!!!!!!!!!!

JX-_F$-Ĉ_$-̀T

海洋保护区!!!!!!!!!!!!!!!!!!!

!!!!!!!!!!!!!!!!!!!

JX-#XF-Ĉ#X-̀T

&0'/淡水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JX-V7W-QF̂X-A;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JX-V7W-QF̂X-CR

年度淡水使用量' 立方米!!!!!!!!!!!!!!!!!!!

!!!!!!!!!!!!!!!!!!!

JX-V7W-SU _̂-A;

年度淡水使用量' 占内陆资源的百
分比

!!!!!!!!!!!!!!!!!!!

JX-V7W-SU _̂-̀T

年度淡水使用量' 农业用水所占百
分比

!!!!!!!!!!!!!!!!!!!

JX-V7W-SUM%-̀T

年度淡水使用量' 工业用水所占百
分比

!!!!!!!!!!!!!!!!!!!

JX-V7W-SUQF-̀T

年度淡水使用量' 生活用水所占百
分比

!!!!!!!!!!!!!!!!!!!

JX-V7W-SU$#-̀T

水生产率' %$C*水使用量!!!!!!!!!!!!!!!!!!!

JX-%$C-SU _̂-#;-A$

获得改善的水资源' 占农村人口的
百分比

!!!!!!!!!!!!!!!!!!!

TV-V7W-TMSJ-XP-̀T

获得改善的水资源' 占城市人口的
百分比

!!!!!!!!!!!!!!!!!!!

!!!!!!!!!!!!!!!!!!!

TV-V7W-TMSJ-PX-̀T

&0,/能源生产与使用
能源生产量!!!!!!!!!!!!!!!!!!!

J%-J%@-CXW$-Â-WJ

能源使用量!!!!!!!!!!!!!!!!!!!

J%-PTJ-RW##-Â-WJ

能源使用量' 年均增长 --,'

!!!!!!!!!!!!!!!!!!!

2

人均能源使用量!!!!!!!!!!!!!!!!!!!

J%-PTJ-CRMC-A%-WJ

化石燃料!!!!!!!!!!!!!!!!!!!

J%-PTJ-RW##-SW-̀T

易燃可再生物资和废弃物!!!!!!!!!!!!!!!!!!!

J%-PTJ-RXFU-̀T

替代能源和核能生产量!!!!!!!!!!!!!!!!!!!

!!!!!!!!!!!!!!!!!!!

J%-PTJ-RW##-R_-̀T

&0-/电力生产! 资源与使用
发电量!!!!!!!!!!!!!!!!!!!

J%-J_R-CXW$-AV

煤炭资源!!!!!!!!!!!!!!!!!!!

J%-J_R-RWM_-̀T

天然气资源!!!!!!!!!!!!!!!!!!!

J%-J_R-F%MT-̀T

石油资源!!!!!!!!!!!!!!!!!!!

J%-J_R-CĴX-̀T

水能资源!!!!!!!!!!!!!!!!!!!

J%-J_R-V@XW-̀T

可再生资源!!!!!!!!!!!!!!!!!!!

J%-J_R-XFUO-̀T

核能资源!!!!!!!!!!!!!!!!!!!

J%-J_R-FPR_-̀T

电力供应!!!!!!!!!!!!!!!!!!!

!!!!!!!!!!!!!!!!!!!

J%-J_R-MRRT-̀T

&0./能源依存度! 效率与二氧化碳的排放
净能源进口量!!!!!!!!!!!!!!!!!!!

J%-Q#C-RWFT-̀T

单位能源使用量产生的%$C

!!!!!!!!!!!!!!!!!!!

J%-%$C-CPTJ-AW-CC-A$

二氧化碳排放量' 总数!!!!!!!!!!!!!!!!!!!

JF-M̂#-RW7J-Â

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密度!!!!!!!!!!!!!!!!!!!

JF-M̂#-RW7J-J%-̀T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人均!!!!!!!!!!!!!!!!!!!

!!!!!!!!!!!!!!!!!!!

JF-M̂#-RW7J-CR

%$



环!境
#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克*%$C

!经购买力平价换算的788:年
美元"

!!!!!!!!!!!!!!!!!!!

!!!!!!!!!!!!!!!!!!!

JF-M̂#-RW7J-CC-%$-A$

&02/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
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均增长!!!!!!!!!!!!!!!!!!!

JF-M̂#-RW7J-Â

二氧化碳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

2

沼气排放量' 总数!!!!!!!!!!!!!!!!!!!

JF-M̂#-#ĴV-Â-RJ

沼气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

2

沼气排放量' 来自能源生产!!!!!!!!!!!!!!!!!!!

JF-M̂#-#ĴV-J%-̀T

沼气排放量' 农业!!!!!!!!!!!!!!!!!!!

JF-M̂#-#ĴV-M%-̀T

一氧化碳排放量' 总数!!!!!!!!!!!!!!!!!!!

JF-M̂#-FWOJ-Â-RJ

一氧化碳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

2

一氧化碳排放量' 能源和工业!!!!!!!!!!!!!!!!!!!

JF-M̂#-FWOJ-JQ-̀T

一氧化碳排放量' 农业!!!!!!!!!!!!!!!!!!!

JF-M̂#-FWOJ-M%-̀T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 总数!!!!!!!!!!!!!!!!!!!

JF-M̂#-%V%W-Â-RJ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

!!!!!!!!!!!!!!!!!!!

2

&0!1/各部门排放的二氧化碳
发电和供暖!!!!!!!!!!!!!!!!!!!

JF-RW7-ĴŴ -̀T

制造业和建筑业!!!!!!!!!!!!!!!!!!!

JF-RW7-#MFS-̀T

住宅建筑* 商业和公共服务!!!!!!!!!!!!!!!!!!!

JF-RW7-Z_$%-̀T

交通运输业!!!!!!!!!!!!!!!!!!!

JF-RW7-̂XMF-̀T

其他部门!!!!!!!!!!!!!!!!!!!

!!!!!!!!!!!!!!!!!!!

JF-RW7-ŴVO-̀T

&0!!/气候变化! 外部影响和适应力
平均日最低*最高气温

--

!!!!!!!!!!!!!!!!!!!

2

预计年度气温
--

!!!!!!!!!!!!!!!!!!!

2

预计年度凉爽日和寒冷夜变化
--

!!!!!!!!!!!!!!!!!!!

2

预计年度炎热日和温暖夜变化
--

!!!!!!!!!!!!!!!!!!!

2

预计年度降雨量
--

!!!!!!!!!!!!!!!!!!!

2

海拔:米及其以下的陆地面积!!!!!!!!!!!!!!!!!!!

M%-_F$-J_:#-̀T

海拔:米及其以下陆地居住人口!!!!!!!!!!!!!!!!!!!

JF-CWC-J_:#-̀T

受干旱* 洪水和极端气温影响的人口!!!!!!!!!!!!!!!!!!!

JF-R_R-#$M̂-̀T

减灾进步分值!!!!!!!!!!!!!!!!!!!

!!!!!!!!!!!!!!!!!!!

JF-R_R-$XTA-Of

&0!%/城市化
城市人口!!!!!!!!!!!!!!!!!!!

!!!!!!!!!!!!!!!!!!!

TC-PXZ-̂Ŵ_

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TC-PXZ-̂Ŵ_-QF-̀T

城市人口' 年均增长!!!!!!!!!!!!!!!!!!!

TC-PXZ-%XWU

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的居住人口!!!!!!!!!!!!!!!!!!!

JF-PXZ-#R̂@-̂_-̀T

最大城市居住人口!!!!!!!!!!!!!!!!!!!

JF-PXZ-_R̂@-PX-̀T

获得改善的卫生防疫设施的人口'

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

TV-T M̂-MRTF-PX

获得改善的卫生防疫设施的人口'

占农村人口的百分比
!!!!!!!!!!!!!!!!!!!

!!!!!!!!!!!!!!!!!!!

TV-T M̂-MRTF-XP

&0!&/交通与拥挤
机动车' 每千人拥有量!!!!!!!!!!!!!!!!!!!

QT-[JV-F[JV-C;

机动车' 每公里道路的数量!!!!!!!!!!!!!!!!!!!

QT-[JV-XWM$-A9

客车!!!!!!!!!!!!!!!!!!!

QT-[JV-CRMX-C;

道路密度!!!!!!!!!!!!!!!!!!!

QT-XW$-$FT -̂A7

道路部门的能源消耗量' 占总消费
的百分比
!!!!!!!!!!!!!!!!!!!

QT-XW$-JF%@-̀T

人均道路部门的能源消耗量!!!!!!!!!!!!!!!!!!!

QT-XW$-JF%@-CR

柴油消耗量!!!!!!!!!!!!!!!!!!!

QT-XW$-$JT_-CR

汽油消耗量!!!!!!!!!!!!!!!!!!!

QT-XW$-T%MT-CR

超级汽油的零售价格!!!!!!!!!!!!!!!!!!!

JC-C#C-T%MT-R$

柴油的零售价格!!!!!!!!!!!!!!!!!!!

JC-C#C-$JT_-R$

加权颗粒物浓度!以城市人口为
权重"

!!!!!!!!!!!!!!!!!!!

!!!!!!!!!!!!!!!!!!!

JF-M̂#-C#98-#R-#;

&0!(/空气污染
本表提供了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数据$

--

!!!!!!!!!!!!!!!!!!!

!!!!!!!!!!!!!!!!!!!

2

&0!'/自然资源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自然资源总租金!!!!!!!!!!!!!!!!!!!

F@-%$C-̂Ŵ_-X̂-̀T

石油租金!!!!!!!!!!!!!!!!!!!

F@-%$C-CĴX-X̂-̀T

天然气租金!!!!!!!!!!!!!!!!!!!

F@-%$C-F%MT-X̂-̀T

煤炭租金!!!!!!!!!!!!!!!!!!!

F@-%$C-RWM_-X̂-̀T

矿产租金!!!!!!!!!!!!!!!!!!!

F@-%$C-#QFX-X̂-̀T

森林租金!!!!!!!!!!!!!!!!!!!

F@-%$C-SXT -̂X̂ -̀T

,-取自%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外的数据$

2-可以在线获得数据表的一部分' 但不能获得单个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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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展现了全球经济情况以及788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 包括世界产出
的生产* 贸易及消费$ 包含了对宏观经济
的表现和稳定性' 以及经污染* 减值和资
源耗减调整后的广义收入和储蓄的测度$

789;年' 全球经济增长了7-<=' 达
B;万亿美元!现价"$ 而且据估计789<年
经济增长会上升到;-7=$ 其中' 中* 低
收入经济体的比重从7897年的;9=上升
至;7-7=$ 789;年中* 低收入经济体经济
增速约为<-H=' 789<年这一数字有望达
到:-;=$ 高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速高于此
前预期水平' 789; 年及789< 年分别为
9-;=和7-7=$

789<年许多国家应该开始采用788"

年的国民账户体系!TFM788""' 这是联
合国统计委员会推出的经国际认可的关于
怎样对经济活动的衡量标准进行编制的一
套最新版本的标准建议$ TFM788" 是对
9HH;年的国民账户体系的更新' 保留了前
一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

与委员会的命令相一致' TFM788"为
!!

新脱颖而出的经济领域提供处理方法' 主
要对逐渐成为分析焦点的那些领域进行阐
述并详细指导较广泛的一系列问题$ TFM

788"的变化包括对资产* 资本形成及固定
资本消耗的进一步规范' 统计单位和机构
部门的概念' 包括生产边界的交易范围'

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交易范围以及金融工具
和资产的定义和处理方法$ TFM788"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在
概念和分类上进行了协调统一$

这些变化使账户与经济环境的发展*

方法性研究的进步和用户的需求相一致$

到789;年'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 墨西哥* 东帝汶和美国都已
经采用了TFM788"体系$

关于与TFM9HH; 之间的区别的详细
解释在TFM788" 手册附录;中!'(()# **

K3&(,(&-K3-/05*K3&+*3,(?/3,1,EE/K3(*+/E&*

TFM788"-)+L"$ 完整的TFM788"统计方
法可通过联合国统计司网站进行查询
!'(()# ** K3&(,(&-K3-/05*K3&+*3,(?/3,1,Ea

E/K3(*&3,788"-,&)"$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B$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经济账户平衡恶化
7897年' 印度尼西亚公布了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
首次经常账户赤字$ 私人储蓄受到商品价格走低的压
力' 而公共储蓄则受到收入增长减缓和尽管近期进行
了削减却仍然高昂的补贴支出的影响$ 泰国经济账户
在7897年也为负' 而且由于家庭部门杠杆率上升和财
政支持政策导致储蓄率下降' 使得私人消费更高$ 马
来西亚的经济账户盈余从788;年以来的两位数下降到
7897年占%$CI=$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刺激措
施的实施' 公共储蓄下降$ 中国经济账户余额从788B

年占%$C98-9=的高点降低到7897年的7-;= !世界
银行' 789;,"$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

南亚# 经济增长缓慢但稳定
南亚经济体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应对得当$ 但实际%$C

增长放缓' 远低于危机前水平$ 区域经济增长率从
7899年的I-;=下降到7897年的<-H=' 这主要是由
占该地区%$C约"8=的印度造成的$ 7897 年印度的
实际%$C增长率为<-B=' 比7899年的I-I=有所下
降$ 在孟加拉国' 由于出口和投资增长减缓' %$C增
长率由7899年的I-B=下降到7897年的I-7=$ 斯里
兰卡采取了宏观经济审慎措施而且在其主要出口市场
面临需求不足' 由"-7=下降到I-<=$ 阿富汗是该区
域的例外' 7897 年实际%$C增长率预计为9<-<='

高于7899年的I-9=$ 不丹* 尼泊尔和巴基斯坦7897

年经济增长率均高于7899年' 但马尔代夫7897年数
字仅为7899年的一半!世界银行' 789;2"$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9$

中东和北非# 调整后的净储蓄呈现不同的趋势
调整后的净储蓄衡量国民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差距'

即一个国家实际财富的变化$ 它将人力资本* 固定资
本折旧* 自然资源枯竭和污染造成的破坏纳入考量$

储蓄率小于8代表财富减少' 结果就是发展的不可持
续$ 更高的储蓄是财富积累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近期趋势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调整后净储蓄为很高的正值'

约旦* 黎巴嫩和突尼斯则为负$ 影响储蓄率的主要不
利因素是能源资源枯竭'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 788"年
能源资源占国民总收入的7:=' 而7897 年则下降
到9;=$

%(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超过!1年的稳定增长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9HHH年至7898年的年均%$C

增长率为:-:= !不包括南非为I-:="' 比余下的发
展中世界!不包括中国" 高出9 个百分点$ 在7897

年' 98个快速增长经济体中的: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塞拉利昂* 尼日尔* 利比里亚* 布基纳法索和
科特迪瓦$ 但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情况区别较大' 南苏
丹和苏丹的经济严重紧缩' 而利比里亚* 尼日尔和塞拉
利昂则很大程度上由于新矿产的开采而经济增长超过
98=$ 许多国家几年来持续高速增长' 约三分之一的国
家年度经济增速超过达到或I= !世界银行' 789;E"$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经济有所增长但缓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7897年经济增长第三缓慢的
地区' 排在欧洲和中亚以及东亚和北非之前$ 经济增
长减缓' 所有发展中国家均从7898年的峰值下降了;

个百分点$ 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受到高
额债务和旅游业低迷的拖累$ 外部环境不佳及内部需
求疲软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率从7898年水平下降I个
百分点' 预计7897年仅为;=的主要原因$ 这种跌落
在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 巴西和阿根廷体现得最为明
显' 其他国家仍在持续增长' 很多情况下国内需求的
强健部分抵消了出口不足的影响!$G1,̂ /00G' @Gb,(?

和C?G343,5K0,' 789;"$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

欧洲和中亚# 复苏速度不同
由于农业歉收* 通胀高企* 外部需求不足以及欧洲银
行资产负债表削减' 欧洲和中亚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
降' 从7899年的I-;=下降到7897年的9-"=$ 东欧
的下降十分严重' %$C增长率不足9= !塞尔维亚出
现下降"$ 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调整相对并不严重' 但
7897年的增长也比7899 年减缓$ 很多发展中国家还
没有从788"年的危机中恢复$ 788< 年后加入欧盟的
99个国家的经济恢复在7897年停滞不前' 主要是由
于国内需求下降而外部环境不佳' 使得净出口成为经
济增长的唯一动力$ 这一国家组7897年的%$C增长
率为8-I=' 是前一年度的五分之一$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吉尔吉斯共和国*

摩尔多瓦*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处于衰退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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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数据来自阿根廷的国家统计和普查机构的官方报告$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发布了谴责声明要求阿根廷采取补救措施' 解决官
方%$C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的质量问题$ 其他数据来源显示788"年以来' 实际%$C比官方公布数据显著更低' 实际通胀要更高$ 为此' 世界银
行也采用了其他数据来源对阿根廷宏观经济情况进行估计$ 2-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 这些国家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欧元$ E-指塞浦路斯共
和国政府控制的地区$ +-不包括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G-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 L-包括前西属撒哈拉地区$ 5-7899年B月H日之后' 不再
包括南苏丹$ '-不包括南苏丹$ ?-仅为坦桑尼亚大陆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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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经济数据根据会计惯例的不同分别整理# 国民账户体
系* 国际收支平衡表* 政府财政统计以及国际金融统计$

在国民账户体系* 国际收支平衡表以及政府财政统计之中
概念确立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不同国家之间的
落实情况仍有不同$ 比如' 尽管联合国推荐使用788"年版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FM788"" 编制国民核算账户' 但仍
有许多国家使用早期的版本' 甚至还在使用9HI"年版$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Q#S" 最近出版了最新的国际收支手册
!ZC#I"' 但许多国家仍在使用之前的版本$ 同样' 政府
财政统计的规范和定义也于7889年进行了更新' 但有些国
家仍在报告中使用9H"I年的版本$ 有关不同国家采用的统
计方法' 参阅原始数据文档$

经济增长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以其总产出的变化或居民实际收

入的变化来度量的$ 788"年版TFM提供了三种计算经济增
长的合理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C"* 国内实际总收入以
及国民实际总收入$ 下面对经济增长的介绍将仅采用
%$C法$

%$C增长率及%$C组成的计算使用最小二乘法' 对国
家采用以本币计价的不变价格数据' 对地区及不同收入组
别采用以美元计价的不变价格数据$ 以本币计价的数据换
算成美元时采用共同基年的汇率$ %$C增长率为年度平均
值并且为复合增长$ 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将在统计方法中做
出介绍$ 增长率的预测来自世界银行!789<"$

国民账户基础的重新确定
重新确定国民账户的基础将改变已测定的经济增长率

并破坏数据序列' 影响数据的一致性$ 当一国重新确定其
国民账户的基础时' 通常会重新分配不同组成部分的权重'

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当前产出的生产或消耗模式$ 新的基年
应能代表经济的正常运转情况+++基年中不应该有重大的
冲击或改变$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有很多年没有对其国民经
济核算的基础进行重新确定$ 沿用旧的基年可能会得到错
误的结论' 因为其隐含价格及产量权重的相关性和适用性
在逐渐下降$

为得到更具可比性的不变价格数据序列用以计算总量'

世界银行根据产业起源重新调整了%$C和附加值的共同基
年$ 今年的%世界发展指标& 将继续使用7888 年作为基
年$ 由于重新调整将改变地区及不同收入组别在加总时的
隐含权重' 今年本书中的总增长率与过去使用不同基年时
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国民经济核算基础的重新确定可能会造成重新调整后
的%$C与重新调整后各组成部分的加总值不一致$ 为避免
增长率出现扭曲' 这一差值将不做调整$ 因此' 按不同组

成部分加权得到的增长率通常与%$C增长率不相等$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用来衡量经济体中全部资产进行减

值和耗减后一国的真实财富值$ 如果一国调整后的净储蓄
额为正数' 并且调整的计算中涵盖了足够广泛的资产范
围' 则经济学理论表明' 该国的社会福利现值正在增加$

相反地' 调整后净储蓄额持续为负数' 表明社会福利的现
值正在减小' 也就是说经济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之上$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是在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总储蓄
额基础之上' 经过四步调整得到的$ 第一步' 扣除生产性
资产的固定资本消耗的估计值' 得到净储蓄额$ 第二步'

在净储蓄额之上加上当期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在标准国
民经济核算中这些开支被算入消费中"$ 第三步' 扣除对各
种自然资源耗损的估计值' 用以反映资产的生产过程中其
减值情况$ 第四步' 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当地环境污染造
成的损失做出扣减$ 对自然资源的耗损及环境的恶化做出
计算后'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超出了TFM中对储蓄及净储蓄
额的定义$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记录了经济体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交

易情况$ 国际收支平衡表账户分为两类# 经常账户用于记
录产品* 服务* 营业收入和非营业收入的交易情况, 资本
和金融账户用于记录资本转移* 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买
卖以及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易情况$ 经常账户余额是最具
分析价值的国际收支失衡指标之一$

建立国际收支平衡表账户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表
明是否需要对国际收支失衡做出调整$ 为了分析的目的需
要明确标准' 判断出最能表明需要进行调整的账户失衡$

对此以及相关的分析存在许多常用的定义$ 贸易余额是指
商品进出口之间的差额$ 从分析角度来看' 将商品和服务
区分开来并没有意义$ 比如' 一家送货公司挣得一单位外
币与商品出口企业挣得的一单位外币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
作用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 贸易余额仍具有实用性' 因为
通常它是最能及时反映经常账户余额趋势的指标$ 通常情
况下' 海关对商品贸易数据的提供要远早于服务贸易数据$

自7897年"月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其主要统计
类出版物中正式开始使用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ZC#I"

体系$ 789;年<月起' 世界银行也将在其在线数据库及出
版物中使用ZC#I$ 788:年以前的国际收支数据将与ZC#I

保持一致$ 788"年以前的ZC#: 数据可在世界发展指标档
案库中进行查阅$

完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方法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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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官方网站进行查询!...-?6L-/05*Gc(G03,1*3)*&(,*2/)*

2/)-'(6"$

政府财政
中央政府现金盈余或赤字是政府运作可持续性的简要

度量方法' 与国民账户中的储蓄加净资本转移应收额' 及
78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中
的净营业余额均具有可比性$

7889年版的手册与9HH; 年版的TFM保持一致' 推荐
使用权责发生制原则' 对所有对资产* 负债* 收入以及费
用产生影响的经济活动进行关注' 而不仅仅是那些出现现
金收付的活动上$ 权责发生制将股票的全部变化入账' 因
此会计期末的股票数据等于期初数据加上期间的变动$

9H"I年版的手册仅将债务入账$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中央政府的财政数据均合并入
一个账户' 但另外有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只有预算账户$ 仅
统计预算数据的国家参见原始数据文档$ 由于预算账户可
能并不包含全部中央政府单位!比如社会保障基金"' 因而
其反映的信息可能并不完善$ 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账户所
反映的财政信息就不完善$

政府收入及费用的数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成员国
发放问卷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WJR$" 共同收集$ 虽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推行数据收集的标准化' 但统计数
据仍然不够完整和及时' 在国家间不具有可比性$

政府财政统计数据以本币计量$ 各指标均以%$C占比
的形式体现$ 许多国家的政府财政均以财政年度为单位出
具报告, 有关国家财政年度的信息' 请参阅原始数据文件$

金融账户
记录货币供给的货币与金融账户处于一国金融系统的

核心位置$ 普遍使用的货币供给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9是
最狭义的货币供给' 包含了大众持有的货币及在银行的活
期存款$ #7包含了#9 及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额'

这两种存款提款需要提前告知$ #;包含了#7及各种货币
市场工具' 比如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 外币计价的银行存
款以及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 不管如何定义' 货币是
银行体系的负债' 由于具有交换媒介* 价值尺度以及价值
贮藏的特殊职能' 而有别于其他任何类型的银行负债$

经济中价格水平的普遍地持续性上涨称为通货膨胀$

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的上涨与个别商品和服务价
格的相对变化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随着价格水平的整体
上涨' 相对价格的结构将发生变化' 但只有价格的普遍性
上涨而不仅是相对价格的变化' 才会构成通货膨胀$ 消费
者价格指数是一种常用的通货膨胀计量方法' 它衡量了代
表性家庭购买一篮子代表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消费者价
格指数通常以消费价格的定期调查结果为基准进行计算$

其他价格指数均或多或少地源自当前及不变价格序列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统计更频繁' 因而更具时效性$ 其
计算很明确' 使用既定的一篮子消费性商品和服务价格的
调查结果$ 不过' 应该注意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解释$ 不
同国家之间的消费价格调查' 对家庭* 一篮子商品以及地
理!城镇或乡村" 和收入群体范围的定义千差万别$ 另外'

权重是通过家庭消费调查结果确定的' 而由于发展中国家
经费不足' 调查的频率较低' 进而削弱了不同时期间数据
的可比性$ 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于衡量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十
分有效' 但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的价值较低$

定义
国内生产总值$345% 以购买价格计算' 是经济体内

全体常驻生产者生产的总附加值与产出计价时未包含的产
品税!抵减补贴" 的总和$ 计算%$C时无须扣除资本资产
成品的减值和自然资源的耗减$ 附加值是指加总产业中全
部产出并扣减中期投入后的净产出额$ 总储蓄是国民总收
入与公共及私人消费之间的差值' 再加上经常项目转移净
额的结果$ 调整后的净储蓄衡量了扣除资本收益后' 某套
特定资产的价值变化$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是净储蓄额加上
教育开支' 减去能源耗损* 矿产耗损* 净森林耗损以及二
氧化碳和颗粒物排放造成的污染后' 得到的结果$ 经常项
目余额是在商品及服务净出口额的总和中' 扣减营业收入
及非营业收入的结果$ 中央政府现金盈余或赤字是在收入
!包含拨款" 中减掉费用' 再减掉非金融资产的净收购额后
的结果$ 在788:年之前的版本中' 非金融资产包含在收入
和支出项下' 以总额计价$ 这种现金盈余或赤字与之前的
总预算余额类似!仍然遗漏了贷款减掉偿还额' 作为金融
项目' 这部分包含在金融资产净收购额项下"$ 中央政府债
务是指某一特定日期时' 政府在固定期限内负担的全部直
接合同义务存量$ 其中包括国内及国外债务' 比如货币存
款' 证券和贷款$ 中央政府债务是在政府负债总额上扣减
政府持有的股票及金融衍生品后的结果$ 由于负债是存量
而非流量' 中央政府债务代表了特定日期' 通常是财政年
度最后一天的债务额$ 消费者价格指数反映了代表性消费
者购买一篮子固定或定期!比如每年" 调整的商品及服务
的价格变化$ 通常使用拉斯佩雷斯公式进行计算$ 广义货
币!QST 1?3G;:_--̀A" 包含了银行外的货币, 持有者非中
央政府的活期存款, 除中央政府外居民部门的定期存款*

储蓄存款以及外币存款, 银行支票和旅行支票, 其他证券'

如大额存单及商业票据$

数据资料来源
大多数国家的%$C数据来自于各国国家统计局* 中央

银行以及常驻世界银行的代表团, 某些特定高收入经济体
的数据来自于WJR$统计结果$ 7897+789; 年%$C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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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估计值与789;+789<年的预测值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经
济前景数据库$ 总储蓄额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国民账户
数据文件$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数据基于V,6?1(/3和R1G6G3&

!9HHH" 的理论' 使用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国民账户统
计数据# 主要加总及明细表& 中' 预测至7898年的固定资
本消耗数据进行计算, 教育支出数据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统计司的在线数据库' 其中遗漏的数据由世界银行进
行估算, 森林* 能源及矿产资源的耗减数据基于世界银行
!7899" 的资料和统计方法, 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破坏的估计
方法来自S,34',K&G0!9HH<"' 排放数据则来自国际能源署
!789;", 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的预测采用C,3+Gb等人
!788I" 的方法' 而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的全球健康观察数据库*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城市+行动
数据库* 欧洲环境署的数据库以及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
数据库$ 经常项目余额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
%国际收支统计年鉴& 和%国际金融统计&$ 中央政府财政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 消费
者价格指数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金融
统计&$ 广义货币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
金融统计& 及每年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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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表格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 **.+?-./01+2,34-/05*(,21G*和表格编号! 例如'

'(()# **.+?-./01+2,34-/05*(,21G*<-9"$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

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05*?3+?E,(/0*

和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05*Q3+?E,(/0*

F@-%$C-#ÂC-A$-̀%"$

(0!/产出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

F@-%$C-#ÂC-A$-̀%

农业!!!!!!!!!!!!!!!!!!!

F[-M%X-̂Ŵ_-A$-̀%

工业!!!!!!!!!!!!!!!!!!!

F[-QF$-̂Ŵ_-A$-̀%

制造业!!!!!!!!!!!!!!!!!!!

F[-QF$-#MFS-A$-̀%

服务业!!!!!!!!!!!!!!!!!!!

!!!!!!!!!!!!!!!!!!!

F[-TX[-̂ĴR-A$-̀%

(0%/产出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

F@-%$C-#ÂC-R$

农业!!!!!!!!!!!!!!!!!!!

F[-M%X-̂Ŵ_-̀T

工业!!!!!!!!!!!!!!!!!!!

F[-QF$-̂Ŵ_-̀T

制造业!!!!!!!!!!!!!!!!!!!

F[-QF$-#MFS-̀T

服务业!!!!!!!!!!!!!!!!!!!

!!!!!!!!!!!!!!!!!!!

F[-TX[-̂ĴR-̀T

(0&/制造业结构
制造业增加值!!!!!!!!!!!!!!!!!!!

F[-QF$-#MFS-R$

食品* 饮料和烟草!!!!!!!!!!!!!!!!!!!

F[-#FS-SẐW-̀T-PF

纺织品和服装!!!!!!!!!!!!!!!!!!!

F[-#FS-̂Ô_-̀T-PF

机械和交通设备!!!!!!!!!!!!!!!!!!!

F[-#FS-#̂ XF-̀T-PF

化工!!!!!!!!!!!!!!!!!!!

F[-#FS-RVJ#-̀T-PF

其他制造业!!!!!!!!!!!!!!!!!!!

!!!!!!!!!!!!!!!!!!!

F[-#FS-ŴVX-̀T-PF

(0(/商品出口结构
商品出口!!!!!!!!!!!!!!!!!!!

Ô-[M_-#XRV-R$-U^

粮食!!!!!!!!!!!!!!!!!!!

Ô-[M_-SWW$-̀T-PF

农业原材料!!!!!!!!!!!!!!!!!!!

Ô-[M_-M%XQ-̀T-PF

燃料!!!!!!!!!!!!!!!!!!!

Ô-[M_-SPJ_-̀T-PF

矿砂与金属!!!!!!!!!!!!!!!!!!!

Ô-[M_-##̂ _-̀T-PF

制成品!!!!!!!!!!!!!!!!!!!

!!!!!!!!!!!!!!!!!!!

Ô-[M_-#MFS-̀T-PF

(0'/商品进口结构
商品进口!!!!!!!!!!!!!!!!!!!

#̂-[M_-#XRV-R$-U^

粮食!!!!!!!!!!!!!!!!!!!

#̂-[M_-SWW$-̀T-PF

农业原材料!!!!!!!!!!!!!!!!!!!

#̂-[M_-M%XQ-̀T-PF

燃料!!!!!!!!!!!!!!!!!!!

#̂-[M_-SPJ_-̀T-PF

矿砂与金属!!!!!!!!!!!!!!!!!!!

#̂-[M_-##̂ _-̀T-PF

制成品!!!!!!!!!!!!!!!!!!!

!!!!!!!!!!!!!!!!!!!

#̂-[M_-#MFS-̀T-PF

(0,/服务业出口结构
商业服务出口!!!!!!!!!!!!!!!!!!!

Ô-[M_-TJX[-R$-U^

运输!!!!!!!!!!!!!!!!!!!

Ô-[M_-̂XMF-̀T-U^

旅游!!!!!!!!!!!!!!!!!!!

Ô-[M_-̂X[_-̀T-U^

保险和金融服务!!!!!!!!!!!!!!!!!!!

Ô-[M_-QFTS-̀T-U^

计算机* 信息* 通讯和其他商业
服务
!!!!!!!!!!!!!!!!!!!

!!!!!!!!!!!!!!!!!!!

Ô-[M_-ŴVX-̀T-U^

(0-/服务业进口结构
商业服务进口!!!!!!!!!!!!!!!!!!!

#̂-[M_-TJX[-R$-U^

运输!!!!!!!!!!!!!!!!!!!

#̂-[M_-̂XMF-̀T-U^

旅游!!!!!!!!!!!!!!!!!!!

#̂-[M_-̂X[_-̀T-U^

保险和金融服务!!!!!!!!!!!!!!!!!!!

#̂-[M_-QFTS-̀T-U^

计算机* 信息* 通讯和其他商业
服务
!!!!!!!!!!!!!!!!!!!

!!!!!!!!!!!!!!!!!!!

#̂-[M_-ŴVX-̀T-U^

(0./需求结构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FJ-RWF-CĴR-̀T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FJ-RWF-%W[̂-̀T

资本形成总值!!!!!!!!!!!!!!!!!!!

FJ-%$Q-̂Ŵ_-̀T

货物和服务出口!!!!!!!!!!!!!!!!!!!

FJ-JOC-%FST-̀T

货物和服务进口!!!!!!!!!!!!!!!!!!!

FJ-Q#C-%FST-̀T

储蓄总额!!!!!!!!!!!!!!!!!!!

!!!!!!!!!!!!!!!!!!!

F@-%FT-QR̂X-̀T

(02/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FJ-RWF-CX[̂-A$-̀%

人均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FJ-RWF-CX[̂-CR-A$-̀%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FJ-RWF-%W[̂-A$-̀%

资本形成总额!!!!!!!!!!!!!!!!!!!

FJ-%$Q-̂Ŵ_-A$-̀%

货物和服务出口!!!!!!!!!!!!!!!!!!!

FJ-JOC-%FST-A$-̀%

货物和服务进口!!!!!!!!!!!!!!!!!!!

!!!!!!!!!!!!!!!!!!!

FJ-Q#C-%FST-A$-̀%

(0!1/对国民收入更全面的衡量
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F@-%$C-#ÂC-R$

国民总收入' 美元!!!!!!!!!!!!!!!!!!!

F@-%FC-#ÂC-R$

固定资产消耗!!!!!!!!!!!!!!!!!!!

F@-M$>-$AMC-%F-̀T

自然资源消耗!!!!!!!!!!!!!!!!!!!

!!!!!!!!!!!!!!!!!!!

F@-M$>-$XJT-%F-̀T

调整后的净国民收入!!!!!!!!!!!!!!!!!!!

F@-M$>-FF̂@-R$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百分比!!!!!!!!!!!!!!!!!!!

F@-%$C-#ÂC-A$-̀%

国民总收入' 增长百分比!!!!!!!!!!!!!!!!!!!

F@-%FC-#ÂC-A$-̀%

调整后的净国民收入' 增长百分比!!!!!!!!!!!!!!!!!!!

!!!!!!!!!!!!!!!!!!!

F@-M$>-FF̂@-A$-̀%

(0!!/对储蓄更全面的衡量
总储蓄!!!!!!!!!!!!!!!!!!!

F@-M$>-QR̂X-%F-̀T

固定资产消耗!!!!!!!!!!!!!!!!!!!

F@-M$>-$AMC-%F-̀T

教育支出!!!!!!!!!!!!!!!!!!!

F@-M$>-MJ$P-%F-̀T

净森林消耗!!!!!!!!!!!!!!!!!!!

F@-M$>-$SWX-%F-̀T

能源消耗!!!!!!!!!!!!!!!!!!!

F@-M$>-$F%@-%F-̀T

矿产消耗!!!!!!!!!!!!!!!!!!!

F@-M$>-$#QF-%F-̀T

二氧化碳损害!!!!!!!!!!!!!!!!!!!

F@-M$>-$RW7-%F-̀T

当地污染损害!!!!!!!!!!!!!!!!!!!

F@-M$>-$CJ#-%F-̀T

调整后的净储蓄!!!!!!!!!!!!!!!!!!!

!!!!!!!!!!!!!!!!!!!

F@-M$>-T[F%-%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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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中央政府的财政
收入!!!!!!!!!!!!!!!!!!!

%R-XJ[-O%X̂-%$-̀T

支出!!!!!!!!!!!!!!!!!!!

%R-OCF-̂Ŵ_-%$-̀T

现金盈余或赤字!!!!!!!!!!!!!!!!!!!

%R-ZM_-RMTV-%$-̀T

净债务' 国内债务!!!!!!!!!!!!!!!!!!!

%R-SQF-$W#T-%$-̀T

净债务' 外债!!!!!!!!!!!!!!!!!!!

%R-SQF-SX%F-%$-̀T

债务和利息支付' 总债务!!!!!!!!!!!!!!!!!!!

%R-$W$-̂Ŵ_-%$-̀T

债务和利息支付' 利息!!!!!!!!!!!!!!!!!!!

!!!!!!!!!!!!!!!!!!!

%R-OCF-QF̂C-X[-̀T

(0!&/中央政府的支出
货物和服务!!!!!!!!!!!!!!!!!!!

%R-OCF-%TX[-̀T

员工报酬!!!!!!!!!!!!!!!!!!!

%R-OCF-RW#C-̀T

利息支付!!!!!!!!!!!!!!!!!!!

%R-OCF-QF̂C-̀T

补贴和其他转移支付!!!!!!!!!!!!!!!!!!!

%R-OCF-̂XŜ-̀T

其他支出!!!!!!!!!!!!!!!!!!!

!!!!!!!!!!!!!!!!!!!

%R-OCF-ŴVX-̀T

(0!(/中央政府的收入
所得税* 利得税和资本收益税!!!!!!!!!!!!!!!!!!!

%R-̂MO-@CA%-X[-̀T

货物和服务税!!!!!!!!!!!!!!!!!!!

%R-̂MO-%TX[-X[-̀T

国际贸易税!!!!!!!!!!!!!!!!!!!

%R-̂MO-QF̂ -̂X[-̀T

其他税款!!!!!!!!!!!!!!!!!!!

%R-̂MO-ŴVX-X[-̀T

社会缴款!!!!!!!!!!!!!!!!!!!

%R-XJ[-TWR_-̀T

赠款和其他收入!!!!!!!!!!!!!!!!!!!

!!!!!!!!!!!!!!!!!!!

%R-XJ[-%ŴX-̀T

(0!'/货币指标
广义货币!!!!!!!!!!!!!!!!!!!

S#-_Z_-Z#F@-̀%

对国内经济的债权!!!!!!!!!!!!!!!!!!!

S#-MT -̂$W#W-̀%-#;

对中央政府的债权!!!!!!!!!!!!!!!!!!!

S#-MT -̂R%W[-̀%-#;

存款利率!!!!!!!!!!!!!!!!!!!

SX-QFX-$CT^

贷款利率!!!!!!!!!!!!!!!!!!!

SX-QFX-_JF$

实际利率!!!!!!!!!!!!!!!!!!!

!!!!!!!!!!!!!!!!!!!

SX-QFX-XQFX

(0!,/汇率和价格
官方汇率!!!!!!!!!!!!!!!!!!!

CM-FPT-SRXS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

CM-FPT-CCC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与市场汇率的
比率
!!!!!!!!!!!!!!!!!!!

CM-FPT-CCCR-XS

实际有效汇率!!!!!!!!!!!!!!!!!!!

CO-XJO-XJJX

%$C隐含平减指数!!!!!!!!!!!!!!!!!!!

F@-%$C-$JS_-A$-̀%

消费价格指数!!!!!!!!!!!!!!!!!!!

SC-RCQ-̂Ŵ_-̀%

批发价格指数!!!!!!!!!!!!!!!!!!!

!!!!!!!!!!!!!!!!!!!

SC-UCQ-̂Ŵ_

(0!-/经常账户收支
货物和服务出口!!!!!!!!!!!!!!!!!!!

ZO-%TX-%FST-R$

货物和服务进口!!!!!!!!!!!!!!!!!!!

Z#-%TX-%FST-R$

初次收入余额!!!!!!!!!!!!!!!!!!!

ZF-%TX-SR̂@-R$

二次收入余额!!!!!!!!!!!!!!!!!!!

ZF-̂XS-RPXX-R$

经常账户余额!!!!!!!!!!!!!!!!!!!

ZF-RMZ-OWAM-R$

储蓄总额!!!!!!!!!!!!!!!!!!!

!!!!!!!!!!!!!!!!!!!

SQ-XJT-̂Ŵ_-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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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涵盖的指标包括# 私人部门投资
和发展状况* 公共部门在促进投资和增长
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增长和发展所必需的基
础设施质量和配备情况$ 这些指标对商业
环境* 政府职能* 金融系统发展* 基础设
施建设* 信息和通讯技术* 科技* 政府表
现及其政策落实情况以及机构低效的脆弱
国家的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刻画$

融资渠道* 信贷配备和服务费用的数
据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金融业的发展状
况$ 信贷是资金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它为生产* 消费和资本形成提供资金'

影响着经济活动$ 家庭部门* 私人公司
和公共企业对信贷的获取显示出经济体
中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发展深度$ 7897年'

较之其他发展中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为私人部门提供了更多信贷' 达到%$C

的977=$

前几年我们展示了国内信贷总量以及
私人部门信贷占%$C的比重$ 数据来自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Q#S" 国际金融统计数
据库$ 788H年Q#S开始发布国家的一系列
新的货币统计' 与Q#S的%货币和金融统
计手册7888 & 和%金融统计编制指南
788"& 相一致$ 新版本中的货币与金融统
!!

计与9HH;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的金融账户相
一致$ 在本书中我们修订了指标名称使定
义更明确$ 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入了一个新
的指标# 银行对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 代
表国内银行为私人公司提供的资源$

金融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之前银行
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 的相关数据来自金
融公司调查' 或在可能的情况下来自存款
公司的调查$ 与此相似' 私人部门的国内
信贷的数据显示出金融公司或可能的情况
下存款公司对私人部门的债权$ 金融公司
或准公司原则上进行金融中介或相关的辅
助金融活动$ 它包含了存款公司!中央银
行和其他存款公司" 和其他金融公司' 如
金融租赁公司* 贷款机构* 保险公司* 养
老基金和外汇公司的数据$ 新公布的数据
通常起始于7889年97月' 而且比世界发
展指标数据库中先前公布的数字略高$

Q#S计划很快推出与788"年国民账户
体系和%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
!第六版"& 相配合的%货币和金融统计手
册& 以及%货币和金融统计编制指南&$

最新的信息* 手册和指南可以在Q#S网站
中找到!'(()# **...-?6L-/05*Gc(G03,1*+,a

(,-'(6g5K?+G"$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主要经济体对银行要求更高的资本对资产比率
资本对资产比率衡量银行的偿付能力和弹性' 即银行
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意外损失$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银
行面临很大压力' 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和成本促使国家
重新考虑对银行的监管措施$ 许多主要经济体对银行
要求更高的最低资本比率' 以确保银行有足够能力偿
还负债以及保护储户和其他贷款人$ 美国的平均资本
对资产比率从788" 年的H-;=上升到7899 年的
99-7=$ 维持更高比率的还有欧元区国家!I-B=" 和
英国!:-9="$ 日本和德国则相反' 由于银行业的情
况而保持这个比率低于:=$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

发展中国家高科技出口比例上升
出口是工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制造业出口商
品中高科技产品的比例是一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普遍
指标$ 在78世纪H8年代初' 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商品
出口比例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倍$ 从那以后' 发展中国
家的出口增长迅速' 形式多样' 从传统的资源和劳动
力密集型产品向高科技制造业转变$ 788<年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一差距已经消失' 均为79=$

此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7897年发展中国家为9"=而
发达国家为9B=$

资料来源# 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QR̂ 指标数据库,

在线表格:-97$

不同地区的固定宽带互联网普及率大为不同
经过超过98年的增长' 7897年年末世界上共有I-<亿
固定宽带用户' 全球普及率为H=$ 超过;-<亿的用户
来自高收入国家' 普及率达到;I=$ 中* 低收入经济
体中不到;亿的用户说明普及率极低' 只有:=$ 地区
间的差距很大$ 普及率最低的区域在南亚!9-9="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8-7="' 最高的为欧洲和中亚
!超过98="' 紧随其后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H-B=" 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
非仍然十分落后' 仅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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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9$

中等收入国家电力消耗激增
在9HH9+7899年间' 全球电力消费增加了"7=' 其中
低收入国家增加了IH=$ 尽管低收入国家人口增加了
I8=' 它们在全球电力消耗中所占比重相对稳定$ 高
收入国家消耗比重从BI=下降到:I=$ 中等收入国家
消耗的占比则从7<=上升到<;=' 其中中国的因素占
了一半$ 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电力消耗增加了9:7='

从9HH9年的B79千瓦时升高到7899年的9"9I千瓦时$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发展中国家营业税税率下降
税收为很多社会和经济活动提供资金' 如公共物品和
服务的提供以及向年老和失业人员的收入再分配$ 根
据%营商环境报告&' 高额公司税与公司的投资和企
业活动负相关$ 788<+7897年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
国家将总税率下调了:个百分点' 成为平均税率最低
的地区' 7897年为;I=$ 下调幅度最大的是欧洲和中
亚!9"个百分点" 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9H 个
百分点"$ 中东和北非的平均税率从788<年的:I=下
降到788:年的<;=' 但在那之后仅下调了; 个百分
点$ 东亚税率在788H年和7898年上升' 但平均税率
在7897年下降至<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
税率变化较小$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9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航空公司业务增多
7887年到7897年全球航空旅客运输增加了BI=' 达
到7"亿人$ 所有地区的运载旅客人数均在增加' 东
亚和太平洋地区登记的飞机数量增加得最多$ 7887

年北美登记飞机的运载人数占全球的;"=' 其次是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7"=$ 欧洲和中亚保持在7I=$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登记飞机运载旅客人数的增加最
快' 从7887 年的<-7: 亿人上升到7897 年的"-9

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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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国际电信联盟!Q̂P" 的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指标数据库$ 第三方引用这些数据时' 请注明引自国际电信联盟$ 2-数据基于现
金收付制公布' 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89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中的权责发生制进行了调整$ E-不同于中国政府的官方数字!9-;=, 见
中国国家统计局' ...-&(,(&-5/D-E3"$ +-不包括南苏丹$ G-不同于营商环境网站!...-+/?352K&?3G&&-/05" 上公布的数据' 营商环境网站上公布的
地区加总包括发达经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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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创业活动

经济体中新企业增加的速度能够衡量其活力及创业状
况$ 企业进入密度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789;年发布的创
业数据库' 其中涵盖了超过9:8个国家在788<+7897年之
间的各种指标$ 我们将使用该调查数据对公司的成立* 其
与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与制度改革的
成效等问题进行分析$ 注册公司总数的数据由各国注册登
记机构提供$ 在对国家间数据进行比较时' 仅考虑正式部
门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 更多有关数据来源* 分析方法'

创业率计算以及数据局限性的信息' 可参阅'(()# **

...-+/?352K&?3G&&-/05*+,(,*Gc)1/0G(?)?E&*G3(0G)0G3GK0&'?)$

企业成立所需时间的数据来自营商环境数据库' 数据
库中囊括了对商业规程* 监督效果* 产权保护的有效性*

就业管理的灵活性和企业税负程度等方面的度量指标$ 基
本前提是经济活动需要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其中有些指标偏好完善的制度规范' 比如要求对关联方交
易执行更严格的披露制度, 而其他指标则更倾向于简明的
制度规范' 例如' 为企业审批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 数据
库中的99套指标涵盖了关于新建企业* 财产登记* 施工许
可* 通电给水* 合同执行* 信贷审批* 投资者保护* 税费
缴纳* 跨境交易* 破产保护以及雇佣员工等各方面问题$

相关指标信息可参阅...-+/?352K&?3G&&-/05$

营商环境的数据来自对某简单商业案例的标准化调查'

从而保证了不同经济体之间* 不同时点数据的可比性' 案
例对企业的法定形式* 企业规模* 地理位置以及经营性质
做出了假设$ 我们对9"H个国家的超过98N788名专家* 律
师* 经营顾问* 会计师* 运输代理* 政府官员以及参与日
常管理和提供法律法规意见的人士进行了调查$

营商环境项目采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应该在
对数据进行解释时引起注意$ 第一' 数据仅能代表各经济
体最大的城市中的商业状况' 而没有考虑其他地区的管理
情况$ 为减弱这种局限性' 我们收集了选定经济体的大量
指标' 结果表明一国不同城市之间' 在改革的进程及经商
的便利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 数据仅集中于某种特定
的商业形式+++一般来说是特定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

无法代表其他形式企业!比如个体企业" 的管理情况$ 第
三' 标准商业案例中刻画的交易仅对一系列特定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 无法代表企业所要面临的全部问题$ 第四' 涉
及的时间指标建立在答题者的主观判断之上$ 当数据表明
个人预期有所不同时' 营商环境中的时间指标则仅代表给
定标准化案例假设下不同结果的中间值$ 第五' 这种方法
假设企业完全知晓全部规定事项' 因而在完成程序时不会
浪费时间$ 构建各项指标时' 已假设企业家了解并将遵循
全部规定$ 但现实中' 企业家并不了解全部程序' 或者可
能试图完全脱离法定程序$

金融体系
证券市场和银行系统均能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减少贫

困的主要因素$ 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商业银行在金融
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 国内证券
市场则更加活跃而高效$

当开放经济体拥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 完善的法律
制度以及到位的股东权益保护时' 它就更容易吸引资本'

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金融市场$ 表格中数据包含了市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C" 的比重' 反映出证券市场的规模$

市场规模也可使用其他方法来度量' 排序也会相应有所变
化$ 近期有关证券市场发展的研究表明' 现代通讯技术和
不断提高的金融集成化水平使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 提
升了全球金融业企业的表现' 并促进了由贸易交换向海外
上市的转移$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已在海外上市' 以
便获得更低成本的资本并提高股份的流动性$ 不过' 这也
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足够的金融活动支撑其证券市场
的运转$ 由于理论及统计上存在限制' 比如报告不实或会
计标准不同' 国家间的可比性受到限制$

标准普尔!ThC" 指数对79个新兴国家证券市场及;I

个前沿市场的数据提供实时更新$ 标准普尔全球股票指数
是领先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指数' 是为满足向外国投资组
合开放的新兴市场中' 指数跟踪型投资组合的投资需求而
设计的$ 标普前沿市场指数用以反映;I个规模较小' 流动
性较弱的市场表现$ 这些指数被广泛用作国际投资组合管
理的标尺$ 有关指数详情' 请参阅...-&)?3+?EG&-E/6$

由于标普新兴市场分类下各市场发展水平千差万别'

因而要判断市场走势时' 最好能对全部市场类别进行分析$

并且须知证券市场走势可能会受到货币兑换的干扰' 特别
是在一国货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G6?05ijeAK3(和_Ga

D?3G' 9HHI, ZGE4和_GD?3G' 7889, R1,G&&G3&* A1?35G2?G1和
TE'6K41G0' 7887"$

金融部门为国内提供的信贷额度占%$C的比重反映了
银行业的深化程度和金融部门的规模发展水平$ 数据取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Q#S" 对银行业的调查' 记录在%国
际金融统计& 中' 其他数据则自金融调查中补齐$ 金融调
查中包含了各国货币当局!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及其他银
行类金融机构' 如财务公司* 发展银行及储蓄和贷款机构$

一些国家的政府将持有的国际储备存入银行系统' 而不放
在中央银行$ 中央政府的债务以净值计!中央政府债务减
去其存款"' 因而可能为负值' 进而使得银行部门提供的国
内信贷额度净值为负$

税收收入
税收是大多数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税收收入占%$C

的比重反映了各国的财政负担以及其对私人部门的激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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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表格中仅包含中央政府的数据' 这可能会严重地低估
总税收负担' 尤其是在省市级政府规模较大或者征税权利
较大的国家$

税收收入在%$C中比重偏低可能反映了薄弱的行政能
力以及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 较低的比重也可能说明经济
中存在大规模未登记及未披露的收入$ 税收收入比率一般
会随收入增加而提高$ 较之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能使
用税收收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军事支出
虽然国防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但过高的防御及内

乱开支会加重经济的负担' 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军事支出
占%$C的比重能够粗略地衡量一国投入军事活动的资源比
率$ 作为一项(投入)' 军费开支并不与军事活动* 实力或
安全性等(产出) 直接相关联$ 国家间的比较应该考虑到
许多因素' 包括历史与文化传统* 需防范的国境线长度*

与邻国关系以及国民对武装力量的看法$

数据是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TQCXQ" 提供
的' 其中军费开支数据的原始资料来自各国政府提供的官
方数据$ 这些数据源自财政预算文件, 国防白皮书及其他
官方政府机构的公开文件' 包括政府对TQCXQ的调查问卷
所做的回复,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等$ 二手资料来源包括国际统计数据' 包括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FM̂W"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
鉴&$ 其他二手资料来源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关于各国的报
告* Q#S专家关于各国的报告以及专业刊物$

当TQCXQ无法做出独立估计时' 它会使用由各国提供
的数据$ 由于各国在定义上存在着不同' 且在核实数据准
确性和完整性方面存在困难' 各国数据间并不完全具有可
比性$ 但TQCXQ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各国数据的时间序列的
可比性$ 更多关于TQCXQ对军费支出项目的信息请参阅
...-&?)0?-/05*0G&G,0E'*,06,6G3(&*6?1Gc$

基础设施
一国包括电力和通讯在内的基础设施的质量' 是一项

关乎投资决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能源署!QJM"

从各国能源机构处收集电力消耗数据' 并对其进行调整使
之满足国际定义$ 辅助发电站的消耗' 其中主要零件+++

变压器上的损耗以及泵送装置发电均包含在其中$ 只要数
据可获得' 使用主要能源来源+++煤* 石油* 天然气* 核
能* 水力* 地热* 风能* 潮汐以及其他可替代能源+++发
送的电力将被计入其中$ 消耗数据并不能反映供给的可靠
性' 包括衰竭* 负载系数以及断电的频率等$

国际电信联盟!Q̂P" 估计' 到7897 年' 全球移动电
话签约量达到I;亿部$ 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曾有过如此之广

的普及范围$ 移动通讯对农村地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移动通讯具有移动性* 使用方便* 架设灵活' 以及相对较
低且在不断下降的无线技术部署成本等特点' 这些使之能
够为收入及文化水平均较低的农村人口所接受$ 农村地区
的贫困人口将为移动通讯技术贡献十亿需求$

从历史来看' 移动类公司是电信数据的主要来源' 因
此多数国家移动电话签约量的信息较易获得$ 这是大体上
的思路' 但更精确的方法则是使用普及率+++使用电信技
术的家庭所占比重$ 过去几年中' 住户及商业调查收集到
了更多有关信息和通讯技术普及的信息$ 其他重要数据还
包括电信服务实际使用的数据$ 由于数据提供及获得方面
的法规不同' 各国数据的质量也有所不同$

高科技出口
测定高科技出口的方法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欧盟

统计局联合开发得到$ 使用建立在研发密度!支出除以总
销售额" 之上的(产品法) !而非(部门法)"' 对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瑞典以及美国的不同组别产品进行
统计$ 由于生产某几种高科技产品的工业部门也能制造出
低科技产品' 因而产品法更适合于统计国际贸易$ 该方法
仅考虑研发密度' 而高科技的其他特点也很重要' 比如专
业技术* 科研人员以及专利中包含的技术$ 基于这些特点
的统计将得到另一种结果!参见V,(k?E'0/3/51/K' 9HHB"$

定义
商业准入密度' 表示9:+I<岁的人中' 每9N888人新

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 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
衡量在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 合法完成成立公司的全部程
序所需的最短时间$ 股票市场资本总额!亦即股市市值"

是每股价格乘以流通股数量$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量
是指提供给各部门的总信贷量' 其中不包括提供给中央政
府的额度' 该数额为净值$ 银行系统包括货币当局' 商业
银行以及其他可获得数据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中央政府税
收收入是出于公共事业目的而强制转移给中央政府的资金$

某些强制转移' 比如罚款以及大部分社会保障缴纳均不包
含在内$ 由于征收不当而导致的偿还及处罚' 记为负的税
收收入$ Q#S的%政府金融统计手册7889& !%ST#7889"

中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资产负债表上的$ 对
于仍然以现金流报告政府财政数据的国家' Q#S将对报告
进行调整' 以适应%ST#7889的框架$ 这些国家将在表格
脚注中特别说明$ 军事支出来自遵循北约旧时定义!生效
期截至7887年" 的TQCXQ数据' 其中包括全部花费在军事
力量上的商品及资本支出' 包括维和部队* 国防部和其他
负责国防项目的政府机构* 准军事部队!如果被判定为军
事行动进行训练' 拥有装备" 以及军事航天活动$ 这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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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包括军事及民事人员的养老金及军事人员的社会保障*

运营及维护* 采购* 军事研发以及军事援助!包含在捐助
国的军事支出中"$ 不包括在其中的项目有民防系统及目前
花费在过去军事活动上的支出' 比如退伍军人福利* 复原
以及武器改装及损坏$ 然而' 由于更多有关军事预算及预
算外军事支出的细节信息!比如军事预算是否覆盖民防系
统* 储备及辅助部队* 警察及准军事部队以及军人抚恤"

难以获得' 因此这种定义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人均耗电
量是发电站产量加上热电厂产量减去运输* 分送* 转换的
损失' 再减去热电厂自身的耗用后' 除以年终人口数$ 移
动电话用量是指公共移动电话服务的签约量' 该服务为蜂
窝技术下的公共电话网络交换提供支持$ 预付签约及活跃
预付账户!指过去; 个月曾使用过的账户" 均包含其中$

这一指标适用于所有支持语音通信的移动蜂窝签约' 且排
除了对数据卡或PTZ调制解调器* 公共移动数据服务* 个
人集群移动无线电* 公用无绳电话系统* 无线电寻呼以及
遥感勘测技术服务的购买$ 互联网用户是指过去97个月曾
!在任何地点" 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所占的百分比$ 互联网
的使用可通过电脑* 手机* 个人数字助理* 游戏机* 数字
电视或类似设备$ 高科技出口是指研发密度较高的产品'

比如航天工业* 计算机* 医药品* 科学仪器以及电动机械$

数据资料来源
行业进入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创业数据库

! ...-+/?352K&?3G&&-/05*+,(,*Gc)1/0G(/)?E&*G3(0G)0G3GK0&'?) "$

创立企业所需时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
!...-+/?352K&?3G&&-/05"$ 股票市值数据来自标准普尔公司

!7897"$ 国内信贷量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国际金融统计数字&$ 中央政府税收数据来自Q#S%政府
金融统计数字&$ 军事支出数据来自TQCXQ公布的军事支出
数据库!...-&?)0?-/05*+,(,2,&G&*6?1Gc"$ 电力消耗数据来
自QJM公布的%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数据统计&* %非经合
组织国家能源平衡& 和%经合组织国家能源统计数据&'

以及联合国统计部门公布的%能源数据统计年鉴&$ 蜂窝移
动电话签约和互联网个人用户数据来自Q̂P的世界移动通
讯*QR̂ 指标数据库及移动地理$ 高科技出口数据来自联合
国统计部门的商品贸易!R/6(0,+G"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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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数据表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 **.+?-./01+2,34-/05*(,21G*和表格编号! 例如'

'(()# **.+?-./01+2,34-/05*(,21G*:-9"$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

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05*?3+?E,(/0*

和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05*Q3+?E,(/0*Qa

J-CCQ-̂J_J-R$"$

'0!/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
电信投资!!!!!!!!!!!!!!!!!!!

QJ-CCQ-̂J_J-R$

能源投资!!!!!!!!!!!!!!!!!!!

QJ-CCQ-JF%@-R$

运输投资!!!!!!!!!!!!!!!!!!!

QJ-CCQ-̂XMF-R$

供水和医疗卫生投资!!!!!!!!!!!!!!!!!!!

QJ-CCQ-UM̂X-R$

对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

ST-MT -̂CX[̂-%$-̀T

注册的企业' 新企业!!!!!!!!!!!!!!!!!!!

QR-ZPT-FXJ%

注册的企业' 准入密度!!!!!!!!!!!!!!!!!!!

!!!!!!!!!!!!!!!!!!!

QR-ZPT-F$FT-̀T

'0%/工商业环境# 企业调查
与官员打交道的时间!!!!!!!!!!!!!!!!!!!

QR-%W[-$PXT-̀T

拜见税收官员的平均次数!!!!!!!!!!!!!!!!!!!

QR-̂MO-#Ĵ%

获得营业执照所需要的时间!!!!!!!!!!!!!!!!!!!

QR-SX#-$PXT

给予政府官员的非正常支出!!!!!!!!!!!!!!!!!!!

QR-SX#-RWXX-̀T

因偷盗* 敲诈* 破坏和纵火造成的
损失
!!!!!!!!!!!!!!!!!!!

QR-SX#-RXQ#-̀T

与未注册企业竞争的企业!!!!!!!!!!!!!!!!!!!

QR-SX#-R#CP-̀T

有女性高管的企业!!!!!!!!!!!!!!!!!!!

QR-SX#-SJ##-̀T

利用银行为投资融资的企业!!!!!!!!!!!!!!!!!!!

QR-SX#-ZFAT-̀T

停电造成的价值损失!!!!!!!!!!!!!!!!!!!

QR-SX#-WP̂%-̀T

拥有国际质量认证的企业!!!!!!!!!!!!!!!!!!!

QR-SX#-QTWR-̀T

出口清关的平均时间!!!!!!!!!!!!!!!!!!!

QR-RPT-$PXT-JO

提供正规培训的企业!!!!!!!!!!!!!!!!!!!

!!!!!!!!!!!!!!!!!!!

QR-SX#-̂XF%-̀T

'0&/工商业环境# 营商环境指标
创办企业的程序数量!!!!!!!!!!!!!!!!!!!

QR-XJ%-CXWR

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

QR-XJ%-$PXT

创办企业的成本!!!!!!!!!!!!!!!!!!!

QR-XJ%-RWT -̂CR-̀T

财产注册登记的程序数量!!!!!!!!!!!!!!!!!!!

QR-CXC-CXWR

财产注册登记所需要的时间!!!!!!!!!!!!!!!!!!!

QR-CXC-$PXT

修建仓库的程序数量!!!!!!!!!!!!!!!!!!!

QR-UXV-CXWR

修建仓库所需要的时间!!!!!!!!!!!!!!!!!!!

QR-UXV-$PXT

通电所需要的时间!!!!!!!!!!!!!!!!!!!

QR-J_R-̂Q#J

履行合同的程序数量!!!!!!!!!!!!!!!!!!!

QR-_%_-CXWR

履行合同所需要的时间!!!!!!!!!!!!!!!!!!!

QR-_%_-$PXT

商业披露指数!!!!!!!!!!!!!!!!!!!

QR-ZPT-$QTR-Of

破产清算所需要的时间!!!!!!!!!!!!!!!!!!!

!!!!!!!!!!!!!!!!!!!

QR-QT[-$PXT

'0(/股票市场
市场资本总额!!!!!!!!!!!!!!!!!!!

R#-#Â-_RMC-R$

市场资本总额' 占%$C的百分比!!!!!!!!!!!!!!!!!!!

R#-#Â-_RMC-%$-̀T

股票交易额!!!!!!!!!!!!!!!!!!!

R#-#Â-̂XM$-%$-̀T

转手率!!!!!!!!!!!!!!!!!!!

R#-#Â-̂XFX

国内上市公司!!!!!!!!!!!!!!!!!!!

!!!!!!!!!!!!!!!!!!!

R#-#Â-_$W#-FW

标准普尔全球股权指数!!!!!!!!!!!!!!!!!!!

!!!!!!!!!!!!!!!!!!!

R#-#Â-QF$O-̀%

'0'/资金的获取! 稳定和效率
法定权利强度指数!!!!!!!!!!!!!!!!!!!

QR-_%_-RXJ$-Of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

QR-RX$-QFSW-Of

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

SZ-RZA-$ĈX-C;

商业银行的贷款账户!!!!!!!!!!!!!!!!!!!

SZ-RZA-ZXUX-C;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SZ-RZA-ZXRV-C:

自动柜员机!!!!!!!!!!!!!!!!!!!

SZ-M̂#-̂Ŵ_-C:

银行资本与资产的比率!!!!!!!!!!!!!!!!!!!

SZ-ZFA-RMCM-̀T

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

SZ-MT -̂FCJX-̀T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

ST-MT -̂$W#T-%$-̀T

利差!!!!!!!!!!!!!!!!!!!

SX-QFX-_F$C

贷款的风险溢价!!!!!!!!!!!!!!!!!!!

!!!!!!!!!!!!!!!!!!!

SX-QFX-_F$C

'0,/税收政策
中央政府征收的税收收入!!!!!!!!!!!!!!!!!!!

%R-̂MO-̂Ŵ_-%$-̀T

企业纳税次数!!!!!!!!!!!!!!!!!!!

QR-̂MO-CM@#

企业准备* 归档和纳税的时间!!!!!!!!!!!!!!!!!!!

QR-̂MO-$PXT

企业利润税!!!!!!!!!!!!!!!!!!!

QR-̂MO-CXŜ-RC-̀T

企业劳务税和捐赠!!!!!!!!!!!!!!!!!!!

QR-̂MO-_MZX-RC-̀T

其他营业税!!!!!!!!!!!!!!!!!!!

QR-̂MO-ŴVX-RC-̀T

总营业税率!!!!!!!!!!!!!!!!!!!

!!!!!!!!!!!!!!!!!!!

QR-̂MO-̂Ŵ_-RC-̀T

'0-/军事支出和武器交易
军事支出' 占%$C的百分比!!!!!!!!!!!!!!!!!!!

#T-#Q_-OCF$-%$-̀T

军事支出' 占中央政府支出的百
分比
!!!!!!!!!!!!!!!!!!!

#T-#Q_-OCF$-%$-̀T

武装部队人员!!!!!!!!!!!!!!!!!!!

#T-#Q_-̂Ŵ_-C9

武装部队人员' 占总劳动力的百
分比
!!!!!!!!!!!!!!!!!!!

#T-#Q_-̂Ŵ_-̂S-̀T

武器交易' 出口!!!!!!!!!!!!!!!!!!!

#T-#Q_-OCX̂-A$

武器交易' 进口!!!!!!!!!!!!!!!!!!!

!!!!!!!!!!!!!!!!!!!

#T-#Q_-#CX̂-A$

'0./脆弱的局势
国际开发协会资源分配指数!!!!!!!!!!!!!!!!!!!

Qf-RCM-QXMQ-Of

维和部队* 警察和军事观察员!!!!!!!!!!!!!!!!!!!

[R-CAC-̂Ŵ_-PF

与战争相关的死亡!!!!!!!!!!!!!!!!!!!

[R-Ẑ_-$ĴV

故意杀人!!!!!!!!!!!!!!!!!!!

[R-QVX-CTXR-C:

军事支出!!!!!!!!!!!!!!!!!!!

#T-#Q_-OCF$-%$-̀T

偷盗* 破坏和纵火造成的损失!!!!!!!!!!!!!!!!!!!

QR-SX#-RXQ#-̀T

开始经营业务时就正式注册的企业!!!!!!!!!!!!!!!!!!!

QR-SX#-SXJ%-̀T

童工!!!!!!!!!!!!!!!!!!!

T_-̂_S-8B9<-̀T

难民' 按来源国计!!!!!!!!!!!!!!!!!!!

T#-CWC-XJS%-WX

难民' 按庇护国计!!!!!!!!!!!!!!!!!!!

!!!!!!!!!!!!!!!!!!!

T#-CWC-XJ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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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流民!!!!!!!!!!!!!!!!!!!

[R-Q$C-̂Ŵ_-VJ

获得改善的水源!!!!!!!!!!!!!!!!!!!

TV-V7W-TMSJ-̀T

获得改善的医疗卫生设施!!!!!!!!!!!!!!!!!!!

TV-T M̂-MRTF

孕产妇死亡率' 国家估计!!!!!!!!!!!!!!!!!!!

TV-T M̂-##X̂-FJ

孕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

TV-T M̂-##X̂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TV-$@F-#WX̂

食物匮乏程度!!!!!!!!!!!!!!!!!!!

TF-Q̂A-$SR̂

小学总入学率!!!!!!!!!!!!!!!!!!!

!!!!!!!!!!!!!!!!!!!

TJ-CX#-JFXX

'02/公共政策和制度
国际开发协会资源分配指数!!!!!!!!!!!!!!!!!!!

Qf-RCM-QXMQ-Of

宏观经济管理!!!!!!!!!!!!!!!!!!!

Qf-RCM-#MRX-Of

财政政策!!!!!!!!!!!!!!!!!!!

Qf-RCM-SQTC-Of

债务政策!!!!!!!!!!!!!!!!!!!

Qf-RCM-$JẐ-Of

经济管理' 平均值!!!!!!!!!!!!!!!!!!!

Qf-RCM-JRWF-Of

贸易!!!!!!!!!!!!!!!!!!!

Qf-RCM-̂XM$-Of

金融部门!!!!!!!!!!!!!!!!!!!

Qf-RCM-SQFT-Of

商业监管环境!!!!!!!!!!!!!!!!!!!

Qf-RCM-ZXJ%-Of

结构性政策' 平均值!!!!!!!!!!!!!!!!!!!

Qf-RCM-T X̂R-Of

性别平等!!!!!!!!!!!!!!!!!!!

Qf-RCM-%F$X-Of

公共资源使用的公平!!!!!!!!!!!!!!!!!!!

Qf-RCM-CXJT-Of

人力资源积累!!!!!!!!!!!!!!!!!!!

Qf-RCM-VXJT-Of

社会保护和劳动力!!!!!!!!!!!!!!!!!!!

Qf-RCM-CXŴ-Of

促使环境具有可持续性的政策和
制度
!!!!!!!!!!!!!!!!!!!

Qf-RCM-JF[X-Of

促使社会包容和平等的政策' 平
均值
!!!!!!!!!!!!!!!!!!!

Qf-RCM-TWRQ-Of

财产权和基于制度的治理!!!!!!!!!!!!!!!!!!!

Qf-RCM-CXWC-Of

预算和金融管理的质量!!!!!!!!!!!!!!!!!!!

Qf-RCM-SQFf-Of

税收征收的效率!!!!!!!!!!!!!!!!!!!

Qf-RCM-XJ[F-Of

公共管理的质量!!!!!!!!!!!!!!!!!!!

Qf-RCM-CM$#-Of

政府部门的透明度* 责任感和腐败
程度
!!!!!!!!!!!!!!!!!!!

Qf-RCM-̂XMF-Of

公共部门的管理和制度' 平均值!!!!!!!!!!!!!!!!!!!

!!!!!!!!!!!!!!!!!!!

Qf-RCM-CPZT-Of

'0!1/交通运输服务
公路网络总量!!!!!!!!!!!!!!!!!!!

QT-XW$-̂Ŵ_-A#

铺面道路!!!!!!!!!!!!!!!!!!!

QT-XW$-CM[J-̀T

公路客运量!!!!!!!!!!!!!!!!!!!

QT-XW$-CT%X-AI

公路货运量!!!!!!!!!!!!!!!!!!!

QT-XW$-%WW$-#̂ -AI

铁路线!!!!!!!!!!!!!!!!!!!

QT-XXT-̂Ŵ_-A#

铁路客运量!!!!!!!!!!!!!!!!!!!

QT-XXT-CMT%-A#

铁路货运量!!!!!!!!!!!!!!!!!!!

QT-XXT-%WW$-#̂ -AI

港口集装箱运输!!!!!!!!!!!!!!!!!!!

QT-TVC-%WW$-̂P

世界范围内注册的离港飞机!!!!!!!!!!!!!!!!!!!

QT-MQX-$CX̂

航空客运量!!!!!!!!!!!!!!!!!!!

!!!!!!!!!!!!!!!!!!!

QT-MQX-CT%X

航空货运量!!!!!!!!!!!!!!!!!!!

!!!!!!!!!!!!!!!!!!!

QT-MQX-%WW$-#̂ -A9

'0!!/电力和通讯
人均耗电量!!!!!!!!!!!!!!!!!!!

J%-PTJ-J_JR-AV-CR

输配损耗的电力!!!!!!!!!!!!!!!!!!!

J%-J_R-_WTT-̀T

固定电话用量!!!!!!!!!!!!!!!!!!!

Q̂-#_̂-#MQF-C7

移动电话用量!!!!!!!!!!!!!!!!!!!

Q̂-RJ_-TĴT-C7

固定电话国际通话量
--

!!!!!!!!!!!!!!!!!!!

,

移动蜂窝网络国际通话量
--

!!!!!!!!!!!!!!!!!!!

,

移动蜂窝网络覆盖的人口
--

!!!!!!!!!!!!!!!!!!!

,

固定电话价格指数
--

!!!!!!!!!!!!!!!!!!!

,

移动电话价格指数
--

!!!!!!!!!!!!!!!!!!!

,

电信收入
--

!!!!!!!!!!!!!!!!!!!

,

每个雇员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
用量 --

!!!!!!!!!!!!!!!!!!!

!!!!!!!!!!!!!!!!!!!

,

'0!%/信息时代
拥有电视的家庭

--

!!!!!!!!!!!!!!!!!!!

,

拥有计算机的家庭
--

!!!!!!!!!!!!!!!!!!!

,

互联网用户
--

!!!!!!!!!!!!!!!!!!!

,

固定宽带网用户!!!!!!!!!!!!!!!!!!!

Q̂-FĴ-ZZF$-C7

国际互联网带宽
--

!!!!!!!!!!!!!!!!!!!

,

固定宽带网价格指数
--

!!!!!!!!!!!!!!!!!!!

,

互联网安全服务器!!!!!!!!!!!!!!!!!!!

Q̂-FĴ-TJRX-CI

信息通讯技术物品' 出口!!!!!!!!!!!!!!!!!!!

Ô-[M_-QR̂%-̀T-PF

信息通讯技术物品' 进口!!!!!!!!!!!!!!!!!!!

#̂-[M_-QR̂%-̀T-PF

信息通讯技术服务' 出口!!!!!!!!!!!!!!!!!!!

!!!!!!!!!!!!!!!!!!!

ZO-%TX-RRQT-̀T

'0!&/科学和技术
研究与开发' 研究人员!!!!!!!!!!!!!!!!!!!

TC-CWC-TRQJ-X$-CI

研究与开发' 技术人员!!!!!!!!!!!!!!!!!!!

TC-CWC-̂JRV-X$-CI

发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论文!!!!!!!!!!!!!!!!!!!

QC->XF-MX̂R-TR

研究与开发支出!!!!!!!!!!!!!!!!!!!

%Z-OC$-XT$[-%$-̀T

高科技出口' 美元!!!!!!!!!!!!!!!!!!!

%Z-OC$-XT$[-%$-̀T

高科技出口' 占制成品出口的百
分比
!!!!!!!!!!!!!!!!!!!

Ô-[M_-̂JRV-#S-̀T

版税和许可费' 收入额!!!!!!!!!!!!!!!!!!!

ZO-%TX-XW@_-R$

版税和许可费' 支出额!!!!!!!!!!!!!!!!!!!

Z#-%TX-XW@_-R$

提交的专利申请' 居民!!!!!!!!!!!!!!!!!!!

QC-CM̂-XJT$

提交的专利申请' 非居民!!!!!!!!!!!!!!!!!!!

QC-CM̂-FXJT

提交的商标申请' 总数!!!!!!!!!!!!!!!!!!!

!!!!!!!!!!!!!!!!!!!

QC-̂#A-̂Ŵ_

在%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中'

可以获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可以在线获得数据表的一部分' 但不能获得单个指标$

(#



%

政府与市场

($



!!!

!!世界经济随商品和服务贸易* 资本流
动以及人口迁移而紧密联系$ 随着各国经
济的发展' 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和复
杂$ 本章中所包含的指标将对这些流动的
规模及方向进行衡量' 并对政策干预' 如
关税* 贸易便利及援助资金对世界经济的
影响进行梳理$

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在7897年依然
普遍$ 由欧元区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公共财
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对直接投资造成了影
响$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S$Q" 比7899年
减少了9I=$ 流入高收入经济体的S$Q下
降了77=' 其中有一半是欧元区造成的$

但流入中* 低收入经济体的S$Q下降较
少' 仅为I=$ 7897年流入中* 低收入经
济体的S$Q为IN9B8亿美元' 比前五年占
全球S$Q的份额上升了9B=$ 尽管S$Q在
流入更多的国家' 但仍高度集中于98个最
大的国家' 其中巴西* 中国和印度占比超
过一半$

7897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净流入下降
了H=' 仅为<N978 亿美元' 而且借贷模
式和资源来源均发生了重要改变$ 借款人
方面'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造成了7897年
长期债务流量的整体增长' 上升了IB='

达到9N::8亿美元$ 相比之下私人无担保
借款的债务净流量下降了9B=' 短期债务
流!!

动更是减少了<9=$

与债务和直接投资不同' 7897年全球
股权投资组合比预期增长更快' 导致股本
流入比7897 年超过; 倍$ 7897 年流入高
收入经济体的数量远高于7899年水平' 主
要是由于投资者由债券投资转向股票$ 流
入中* 低收入经济体的股权投资组合也取
得极快增长' 因为投资前景看好' 预期回
报率较高$

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仍对国际贸易
产生消极影响$ 高收入经济体尤其是欧元
国家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商品进口增长率
从7899 年的9H-<=下降到7897 年的
8-<=$ 商品出口增长也下降了78个百分
点$ 但对中* 低收入经济体的商品出口较
之前年度上升了<-<=' 而对高收入经济
体的出口则下降了8-"=$ 巴西* 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联邦是最主要的交易者' 中
国占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商品交易的B8=$

政府开发援助为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
来源' 并对几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均起
到了缓冲作用$ 7897年' 政府开发援助规
模达到9;;8亿美元' 占发展中国家国民总
收入之和的8-:H=' 较7899 年的8-II=

有所下降$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H$

债券发行量上升
7897年发展中经济体公共和私人部门筹款人的债券发
行量达到了7N7I8亿美元' 7899年仅为9NB:8亿美元$

增加主要来自公共部门的新发行人' 在7897年达到了
;8=' 因为自78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持续将
银行风险分散出去并寻求新的融资来源$ 受到购买墨西
哥非居民在本地发行的主权债券的影响'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持有最大份额' 为;H=, 欧洲和中亚次之'

为7:=$ 私人筹款人的债券发行也在增加' 但速度较
慢' 7897年为99=' 达到""9 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的私人筹款人所占份额最大' 其中墨西哥和巴
西是主要的债券发行人$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9<$

欧洲和中亚# 汇款比外商直接投资更具弹性
在欧洲和中亚' 个人汇款流入再一次被证明对经济下滑
具有弹性' 特别是和外商直接投资!S$Q" 相比$ 接收
的个人汇款占%$C比重遵循稳定缓慢的增长路径' 在
7897年上升了9-:=$ 尽管7899 年出现复苏迹象' 但
S$Q流入占%$C比重在7897年下降了9:=' 说明该地
区还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恢复$ S$Q表现出的高度波
动性在汇款人那里体现得并不明显' 说明其对经济冲击
更具弹性$ 对于高度依赖汇款流入稳定经济的国家来说
汇款的持久性十分有利' 如吉尔吉斯共和国* 摩尔多瓦
和塔吉克斯坦$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H$

%1!%年印度资本股权投资势头扭转
印度的净资本股权流入在7897年上升了<<=' %$C占
比上升了7-B= !7899 年为9-B="$ 7897 年直接投资
流入反映出该国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动
摇了投资者的信心$ 尽管7897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三
分之一' 仅为7<8 亿美元' 为788: 年以来最低水平'

印度仍然是投资流向中第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 仅次于
中国和巴西$ 这种下降部分被股权投资组合的增加所抵
消$ 7897年9月起印度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印
度股票市场$ 股权投资组合的流入在7899年的<88亿
美元被用光后增加到7;8亿美元' 主要是由于合格境外
投资者在印度股票市场上购买股票$

(&



全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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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

欧洲和中亚的债务指标改善
欧洲和中亚是负债率最高的地区' 外部未偿债务占国民
总收入!%FQ" 比率在7897 年达到I"-;=' 是其他所
有发展中国家相应比率的三倍$ 与此相似' 7897 年年
末外部债务总量占出口比率为9<<-B=' 是发展中国家
平均水平的二倍$ 尽管7897年情况有所恶化' 但外部
债务总量占%FQ比率相比788H年已下降了97=' 外部
债务占出口比率则下降了7;=$ 经济增长和出口盈余
的主要拉动力量为石油出口国' 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土
耳其以及匈牙利和乌克兰$ 7897年对哈萨克斯坦油气
业的投资极大促进了产出和出口$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9;$

叙利亚难民数量持续上升
自788<年以来' 发展中国家按来源国家划分的难民数量
已经趋于稳定$ 过去超过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难民有超
过:8=来自于:个国家# 阿富汗* 索马里* 伊拉克* 苏
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冲突改变了
这一状况$ 7899 年叙利亚排在;7 位' 仅有不到78N888

名难民$ 但到7897年逃离该国的难民人数激增;:倍达到
B;8N888人' 在发展中国家间排名第<$ 而且增长趋势还
会持续$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789;"

的数据' 789;年上半年约有9;8万叙利亚难民在周边国
家寻求庇护$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I-:$

%1!&年商品价格下降
除能源价格之外的商品价格在789;年持续下降$ 按实
值计算!788:" 下降最大的是肥料!9I=" 和贵金属
!9I="' 其次是农产品! I=" 以及金属和矿产
!<="$ 尽管肥料价格在十年前上升了不止一倍' 价格
指数仍从788" 年巅峰水平下降了<I= !从9HB 到
98B"$ 能源和肥料价格通常同向变化' 因为天然气是生
产肥料的主要原料$ 但这种关联趋势被逆转' 美国的天
然气交易价格低于原油价格"8=$ 789;年是贵金属价
格99年以来的首次下跌' 出现了主要由中国和印度推
动的黄金市场低迷' 因为印度收紧了黄金进口$ 尽管中
国取代印度成为黄金最大消费国' 仍无法抵消印度需求
低迷的影响!世界银行'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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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南苏丹$ 2-使用世界银行的加权加总法计算!见统计方法"' 因此' 不同于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数据$ E-基于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
的分类' 因此' 不同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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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从%世界发展指标789;& 开始' 世界银行修改了它对
收支平衡账户的发布' 以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国
际收支手册!第六版"& 相一致$ 基于%国际收支手册
!第五版"& 的历史数据终止于788: 年$ 788: 年之后的国
际收支数据已经采用%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 的计算
方法来发布' 方法详见...-?6L-/05*Gc(G03,1*3)*

&(,2/)*2/)-'(6-

商品贸易
商品贸易的数据来自于某经济体进口或出口的海关报

告' 或者来自于金融交易报告' 这些报告与产品贸易相关
并记录于国际收支账户中$ 由于时间和定义的差异' 从海
关报告估计出的贸易流量和从国际收支账户估计出的可能
不同$ 许多国际组织对贸易数据进行处理' 他们修正未报
告或者遗失的数据' 这又导致其他的差异$ 最详细的关于
国际商品贸易的数据来源是联合国统计署的商品贸易统计
数据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也收集基于海
关报告的商品贸易数据$

(贸易条件) 指数测度的是一国的出口与进口的相对价
格$ 最常用的计算贸易条件的方法是净易货贸易条件' 或
者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对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 如果一
国的净易货贸易条件上升' 则该国的出口变得更昂贵或者
进口变得更便宜$

旅游业
旅游被定义为旅行到并且驻留于经常生活的环境之外'

从事休闲* 商务和其他不以从其访问地获得劳动报酬为目
的的活动' 并且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年$ 境内外的旅游数
据是指抵达和离开某国的人次' 而不是针对单个个人统计
的$ 因此' 如果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到某国做了多次旅行'

其每一次都将被算作新的旅行计入统计$ 入境旅游的数据
测度的是非居民旅客!过夜旅客" 的接待量$ 如果国际旅
行者的数据不可得或者不完整' 那么图表展示的是国际访
客的数目' 这包括旅行者* 当日访客* 随意行游客和乘务
人员$ 加总值通过世界银行的加权加总方法计算!见统计
方法"' 并且加权方法不同于世界旅游组织$

对于旅游支出' 世界旅游组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国际收支账户数据' 并且利用单独国家的数据做了补充$

这些显示在表格中的数据' 包括旅行和旅客项目' 在ZC#

I中有所定义$ 如果Q#S没有报告旅客客运数据' 将使用
旅行支出数据$

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是指提供给有资质的国家的援助' 这些

援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WJR$" 发展援助委员会

!$MR"* 多边组织和非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捐助者提供$ 该
数据不反映援助接收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 也不对援助分
类!项目* 工程或者食物援助, 紧急援助, 或者冲突后维
和援助"' 虽然这些不同的援助可能有不同的效果$

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总资本形成额或者进口及政府支
出的比率' 衡量了一个国家对援助的依赖程度$ 由于某些
外交政策的原因' 一些国家有接受大量援助的历史$ 因此
援助依赖程度可能同时反映捐赠者的利益取向以及接受者
的需求$ 援助依赖度的增加可能同时反映了某事件对该比
率分子和分母的影响$

在国际收支账户中' 基于捐赠者的数据可能和基于接
受者的数据不一致' 其中通常排除了全部或者部分技术援
助+++尤其是直接给侨胞的捐赠$ 类似地' 大量商品援助
可能经常未被记录在贸易数据或者国际收支账户中$ 发展
援助委员会排除了军事援助和用于反恐目的的援助$ 加总
数据参考世界银行经济分类' 因此这可能不同于经合组织
的相关报告$

移民和个人汇款
人群的迁移是全球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迁移者对迁

入国和迁出国的经济均有贡献$ 但是很难收集到迁移的可
靠数据' 即使有也经常不完善' 这使得国际比较很困难$

因为移民存量的数据很难获得' 联合国人口署提供了
净移民这一数据' 该数据考虑了一国或者地区的移民史*

一国的移民政策和难民的流入' 从而得到最近一段时间里
人口流动的估计量$ 计算该估计量的数据来源于各个方面'

包括边境统计数据* 行政管理报告* 调查和普查$ 如果数
据不足' 净迁移人口通过计算该国一段时期里人口增长率
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其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 之差来
获得$

移民经常向母国汇款' 这在国际收支账户中被记录为
个人转移支付$ 因此个人转移支付包括居民和非居民之间
所有的现金转移' 这与转移者的收入来源无关!不管转移
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 管理收入或者资产收入* 社会
福利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转移或者财产处置获利" 也与家
庭关系无关!无论是否有私人联系"$

雇员报酬是指边境* 季节性和其他短期佣工在外国被
雇佣所得的收入和在本国由外国实体机构雇佣所获得的收
入$ 劳务报酬包括三大部分# 现金形式的工资* 实物工资
和雇主的社会贡献$ 个人汇款是个人转移支付和雇员报酬
的总和$

股权投资流量
股权投资流量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组合$ 国

际通行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根据ZC#I" 包括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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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证券投资' 包括能够产生控制权或者决策影响力的
证券投资, 能够间接影响或者控制某公司的投资, 对同类
公司的投资, 债务!除特定债务外", 逆向投资$ 直接投资
关系框架提供了一个判断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产生跨境产权
关系的标准' 该标准基于控制和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可能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 该方式是指
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新的设施来运营新的项目, 合资是指
投资者与外国公司签订合作合同' 以建立新的公司, 收购
和兼并是指投资者收购或者兼并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获得至少百分之十的投票权的投资
才能被认为是外国直接投资$ 在实践中' 许多国家设立了
更高的门槛$ 许多国家未能报告再投资的收益' 并且不同
国家对长期贷款的定义也不一样$

股权投资组合被定义为权益证券的跨境交易和头寸'

而不包含直接投资或者储备资产$ 权益证券是可流通* 可
交易的证券工具' 通常在证券交易所或者(交易柜台) 进
行交易$ 证券的可流通性促进了交易' 允许证券能够被不
同实体所持有$ 可流通性允许投资分散化和多样化' 并且
可以随时收回投资$ 投资组合包括投资基金份额或者单位
!由投资基金发行"' 它们由证券担保' 也不作为储存资产
或者直接投资$ 交易所买卖的金融衍生品虽然可以转让流
通' 但并不包括在投资组合中' 而有专门的类别$

外部债务
外部债务水平会影响一国的信用水平和投资者的认知$

外债的数据通过世界银行的债务报告系统!$XT" 收集得
到$ 债务水平由持有长期公开借款和政府担保借款的国家
提交的贷款报告以及由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系统或世界银行
的%外债统计季报& 中获取的国家信息综合计算得到$ 这
些数据由主要的多边银行和在债权国的官方借贷机构的信
息得到补充$ 目前' 97< 个发展中国家向$XT 提供报告$

债务数据以偿还货币进行报告' 并用美元汇总公布$ 期末
汇率被用来汇总存量数据!债务余额" 和预计偿债量, 年
度平均汇率则用于流量数据$ 汇率来自Q#S的%国际金融
统计&$ 以多种货币* 商品或者劳务进行偿还的债务以账面
价值计算, 债务附有货币保值条款的' 也以账面价值计算$

虽然公共债务数据和政府担保的债务数据会以贷款为
基础报告给$XT' 但私人长期未担保债务' 每年由各国进
行加总报告或者由世界银行为各国估算$ 私人未担保债务
由基于世界银行%外债统计季报& 的国家数据进行估算$

偿债总额是商品出口* 服务出口和原始收入之和的一
部分' 用来衡量一国使用出口收益偿还债务的能力$

定义
商品贸易包括所有货物贸易并且不包括服务贸易$ 净

易货贸易条件指数是单位出口产品价值指数对单位进口产

品价值指数的比率' 该指数以7888年作为基年进行衡量$

入境旅游支出是指国际入境旅行者的支出' 包括支付航空
公司的旅费及其他为在目的国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而预付的
款项$ 其中可能包括当日往返游客' 除非他们十分重要而
被归类为其他单独的类别$ 数据按照Z#CI 的标准分为旅
行和和客运项目$ 如果客运项目没有报告' 将采用旅行项
目$ 出口涉及所有本国居民与其他国家的交易' 包括居民
与非居民间一般商品的产权的变更* 进行加工或修补的货
物* 非货币黄金和服务$ 净官方发展援助是满足发展援助
委员会援助定义' 并流入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名单上的国
家和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流量!不包含本金的偿付"' 除以
世界银行估计的国民总收入$ 净移民是指一段时期内的净
总移民!移入少于移出' 包括公民和非公民"$ 该数据五年
估算一次$ 个人汇款" 接收量是个人转移支付!一国居民
接受或者支付给非居民的现金形式或者实物形式的报酬"

和雇员报酬!基于雇佣关系' 在企业生产中' 给投入到生
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报酬" 的总和$ 外商直接投资是指跨境
投资' 在这种投资中某经济体中的居民对另外一个经济体
中的企业管理具有控制权或者很大的影响力$ 股权投资组
合是指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债券净流量' 包括股份* 股票*

存单凭证和由外国投资者直接在当地股票市场购买的股份$

外债总额是一国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机构' 借外国居民并且
以外国货币* 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偿还的债务' 是长期外债*

短期外债和使用Q#S贷款的总和$ 偿债总额是需要偿还的
本金和利息总额' 一般是以外币* 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支付
的长期债务* 短期债务的利息支付和对Q#S的偿付!重购
和付费"$ 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及营业收入是商品和服务出
口* 非居民接受的劳动报酬及外国投资收益的总和$

数据资料来源
商品贸易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指数的数据来

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PFR̂M$" 年度%统计手册&$

旅游支出的数据来自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业统计年报&'

世界旅游组织!789;" 及其电子资料的更新$ 政府开发援
助净值的数据由WJR$收集! '(()# **&(,(&-/GE+-/05"$ 人
口迁移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7899"$ 个人汇款的数
据来自Q#S的%国际收支统计年报& 和世界银行的估计$

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由世界银行基于Q#S的国际收支统计
数据和PFR̂M$数据! '(()# **K3E(,+&(,(-K3E(,+-/05*XGa

)/0(S/1+G0&*0G)/0(S/1+G0&-,&)c" 估算得到$ 债券投资组合的
数据来自于Q#S的%国际收支统计年报&$ 外部债务的数
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 这些报告来自其成员国向
$XT的报告' 这些成员国已经接受了国际银行用来重建和
发展的贷款或者国际发展援助信贷$ 其他相关信息还来自
于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发
展基金* 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发展基金以及泛美开发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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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 发展中国家外债的简表每年由世界银行的%国际
债务统计数据& 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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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数据表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01+2,34-/05*(,21G*和表格编号! 例如'

'(()# **.+?-./01+2,34-/05*(,21G*I-9"$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

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05*?3+?E,(/0*

和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05*Q3+?E,(/0*

Ô-f̂@-#XRV-O$-U$"$

,0!/商品贸易增长
出口量!!!!!!!!!!!!!!!!!!!

Ô-f̂@-#XRV-O$-U$

进口量!!!!!!!!!!!!!!!!!!!

#̂-f̂@-#XRV-O$-U$

出口额!!!!!!!!!!!!!!!!!!!

Ô-[M_-#XRV-O$-U$

进口额!!!!!!!!!!!!!!!!!!!

#̂-[M_-#XRV-O$-U$

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

^̂-CXQ-#XRV-O$-U$

,0%/

!!!!!!!!!!!!!!!!!!!商品贸易流向和增长
本表提供了各类经济体之间商品贸
易流量的估计值$

--

!!!!!!!!!!!!!!!!!!!

,

,0&/高收入经济体与中! 低收入!!!!!!!!!!!!!!!!!!!

经济体的贸易
本表说明了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
易体系中的重要性$

--

!!!!!!!!!!!!!!!!!!!

,

,0(/

!!!!!!!!!!!!!!!!!!!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流向
向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内的出口!!!!!!!!!!!!!!!!!!!

Ô-[M_-#XRV-UX-̀T

向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外的出口!!!!!!!!!!!!!!!!!!!

Ô-[M_-#XRV-WX-̀T

向高收入经济的出口!!!!!!!!!!!!!!!!!!!

Ô-[M_-#XRV-VQ-̀T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内的进口!!!!!!!!!!!!!!!!!!!

#̂-[M_-#XRV-UX-̀T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外的进口!!!!!!!!!!!!!!!!!!!

#̂-[M_-#XRV-WX-̀T

来自高收入经济体的进口!!!!!!!!!!!!!!!!!!!

#̂-[M_-#XRV-VQ-̀T

,0'/

!!!!!!!!!!!!!!!!!!!初级商品价格
本表提供了商品价格的历史数据$

--

!!!!!!!!!!!!!!!!!!!

,

,0,/

!!!!!!!!!!!!!!!!!!!关税壁垒
所有产品' 约束范围!!!!!!!!!!!!!!!!!!!

#̂-̂MO-#XRV-ZR-̀T

简单平均约束税率!!!!!!!!!!!!!!!!!!!

#̂-̂MO-#XRV-ZX-̀T

简单平均关税!!!!!!!!!!!!!!!!!!!

#̂-̂MO-#XRV-T#-MX-̀T

加权平均关税!!!!!!!!!!!!!!!!!!!

#̂-̂MO-#XRV-U#-MX-̀T

适用国际最高关税的份额!!!!!!!!!!!!!!!!!!!

#̂-̂MO-#XRV-QC-̀T

适用特定关税税率的份额!!!!!!!!!!!!!!!!!!!

#̂-̂MO-#XRV-TX-̀T

初级产品' 简单平均关税!!!!!!!!!!!!!!!!!!!

#̂-̂MO-̂RW#-T#-MX-̀T

初级产品' 加权平均关税!!!!!!!!!!!!!!!!!!!

#̂-̂MO-̂RW#-U#-MX-̀T

制成品' 简单平均关税!!!!!!!!!!!!!!!!!!!

#̂-̂MO-#MFS-T#-MX-̀T

制成品' 加权平均关税!!!!!!!!!!!!!!!!!!!

#̂-̂MO-#MFS-U#-MX-̀T

,0-/

!!!!!!!!!!!!!!!!!!!贸易便利
后勤绩效指数!!!!!!!!!!!!!!!!!!!

_C-_CQ-W[X_-Of

海关手续负担!!!!!!!!!!!!!!!!!!!

Qf-UJS-RPT -̂Of

出口交货周期!!!!!!!!!!!!!!!!!!!

_C-JOC-$PXT-#$

进口交货周期!!!!!!!!!!!!!!!!!!!

_C-Q#C-$PXT-#$

出口单据!!!!!!!!!!!!!!!!!!!

QR-JOC-$WRT

进口单据!!!!!!!!!!!!!!!!!!!

!!!!!!!!!!!!!!!!!!!

QR-Q#C-$WRT

班轮运输相关性指数 QT-TVC-%RFU-Of

港口设施质量!!!!!!!!!!!!!!!!!!!

Qf-UJS-CWX̂-Of

,0./

!!!!!!!!!!!!!!!!!!!外部债务
外债总额' 美元!!!!!!!!!!!!!!!!!!!

$̂-$W$-$JR̂-R$

外债总额' 占%FQ的百分比!!!!!!!!!!!!!!!!!!!

$̂-$W$-$JR̂-%F-̀T

长期债务' 政府债务和政府担保
债务
!!!!!!!!!!!!!!!!!!!

$̂-$W$-$CC%-R$

长期债务' 私人无担保债务!!!!!!!!!!!!!!!!!!!

$̂-$W$-$CF%-R$

短期债务' 美元!!!!!!!!!!!!!!!!!!!

$̂-$W$-$T R̂-R$

短期债务' 占债务总额的百分比!!!!!!!!!!!!!!!!!!!

$̂-$W$-$T R̂-̀T

短期债务' 占储备总额的百分比!!!!!!!!!!!!!!!!!!!

$̂-$W$-$T R̂-QX-̀T

债务还本付息总额!!!!!!!!!!!!!!!!!!!

$̂ -̂$T-$JR̂-JO-̀T

债务现值' 占%FQ的百分比!!!!!!!!!!!!!!!!!!!

$̂-$W$-C[_O-%F-̀T

债务现值' 占货物* 服务出口和初
次收入的百分比
!!!!!!!!!!!!!!!!!!!

$̂-$W$-C[_O-JO-̀T

,02/

!!!!!!!!!!!!!!!!!!!全球私人资金流量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美元!!!!!!!!!!!!!!!!!!!

ZO-A_̂-$QF[-R$-U$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占%$C

的百分比
!!!!!!!!!!!!!!!!!!!

ZO-A_̂-$QF[-U$-%$-̀T

证券投资!!!!!!!!!!!!!!!!!!!

ZO-CJS-̂Ŵ_-R$-U$

债券!!!!!!!!!!!!!!!!!!!

$̂-FS_-ZWF$-R$

商业银行贷款和其他贷款!!!!!!!!!!!!!!!!!!!

$̂-FS_-CRZW-R$

,0!1/

!!!!!!!!!!!!!!!!!!!净官方资金流量
来自双边机构的净资金流量!!!!!!!!!!!!!!!!!!!

$̂-FS_-Z_M̂-R$

来自多边机构的净资金流量!!!!!!!!!!!!!!!!!!!

$̂-FS_-#_M̂-R$

世界银行' 国际开发协会!!!!!!!!!!!!!!!!!!!

$̂-FS_-#Q$M-R$

世界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FS_-#QZX-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优惠性!!!!!!!!!!!!!!!!!!!

$̂-FS_-Q#SR-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非优惠性!!!!!!!!!!!!!!!!!!!

$̂-FS_-Q#SF-R$

地区性开发银行' 优惠性!!!!!!!!!!!!!!!!!!!

$̂-FS_-X$ZR-R$

地区性开发银行' 非优惠性!!!!!!!!!!!!!!!!!!!

$̂-FS_-X$ZF-R$

地区性开发银行' 其他制度!!!!!!!!!!!!!!!!!!!

$̂-FS_-#ŴV-R$

,0!!/

!!!!!!!!!!!!!!!!!!!援助依存度
净官方发展援助!!!!!!!!!!!!!!!!!!!

$̂-W$M-W$M̂-R$

人均净官方发展援助!!!!!!!!!!!!!!!!!!!

$̂-W$M-W$M̂-CR-̀T

赠款' 不包括技术合作!!!!!!!!!!!!!!!!!!!

ZO-%X̂-JÔM-R$-U$

技术合作赠款!!!!!!!!!!!!!!!!!!!

ZO-%X̂-̂JRV-R$-U$

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FQ的
百分比
!!!!!!!!!!!!!!!!!!!

$̂-W$M-W$M̂-%F-̀T

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资本形成总额
的百分比
!!!!!!!!!!!!!!!!!!!

!!!!!!!!!!!!!!!!!!!

$̂-W$M-W$M̂-%Q-̀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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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货物* 服务进
口和收入的百分比
!!!!!!!!!!!!!!!!!!!

$̂-W$M-W$M̂-#C-̀T

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中央政府支出
的百分比
!!!!!!!!!!!!!!!!!!!

$̂-W$M-W$M̂-OC-̀T

,0!%/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

的净援助分布
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的净双
边援助
!!!!!!!!!!!!!!!!!!!

$R-$MR-̂Ŵ_-R$

美国!!!!!!!!!!!!!!!!!!!

$R-$MR-PTM_-R$

欧盟!!!!!!!!!!!!!!!!!!!

$R-$MR-RJR_-R$

德国!!!!!!!!!!!!!!!!!!!

$R-$MR-$JP_-R$

法国!!!!!!!!!!!!!!!!!!!

$R-$MR-SXM_-R$

英国!!!!!!!!!!!!!!!!!!!

$R-$MR-%ZX_-R$

日本!!!!!!!!!!!!!!!!!!!

$R-$MR->CF_-R$

荷兰!!!!!!!!!!!!!!!!!!!

$R-$MR-F_$_-R$

澳大利亚!!!!!!!!!!!!!!!!!!!

$R-$MR-MPT_-R$

加拿大!!!!!!!!!!!!!!!!!!!

$R-$MR-RMF_-R$

挪威!!!!!!!!!!!!!!!!!!!

$R-$MR-FWX_-R$

其他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
--

,'

!!!!!!!!!!!!!!!!!!!

!!!!!!!!!!!!!!!!!!!

2

,0!&/人口流动
净移民!!!!!!!!!!!!!!!!!!!

T#-CWC-FĴ#

国际移民存量!!!!!!!!!!!!!!!!!!!

T#-CWC-̂Ŵ_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向WJR$国家
的移民率
!!!!!!!!!!!!!!!!!!!

T#-J#Q-̂JX̂-̀T

按来源国划分的移民!!!!!!!!!!!!!!!!!!!

T#-CWC-XJS%-WX

按庇护国划分的移民!!!!!!!!!!!!!!!!!!!

T#-CWC-XJS%

收到的个人汇款!!!!!!!!!!!!!!!!!!!

ZO-̂XS-CUAX-R$-$̂

支付的个人汇款!!!!!!!!!!!!!!!!!!!

Z#-̂XS-CUAX-R$-$̂

,0!(/

!!!!!!!!!!!!!!!!!!!旅游和旅游业
国际入境旅游!!!!!!!!!!!!!!!!!!!

T -̂QF̂-MX[_

国际出境旅游!!!!!!!!!!!!!!!!!!!

T -̂QF̂-$CX̂

入境旅游支出' 美元!!!!!!!!!!!!!!!!!!!

T -̂QF̂-XRĈ-R$

入境旅游支出' 占出口的百分比!!!!!!!!!!!!!!!!!!!

T -̂QF̂-XRĈ-OC-̀T

出境旅游支出' 美元!!!!!!!!!!!!!!!!!!!

T -̂QF̂-OCF$-R$

出境旅游支出' 占进口的百分比!!!!!!!!!!!!!!!!!!!

!!!!!!!!!!!!!!!!!!!

T -̂QF̂-OCF$-#C-̀T

,-可以在线获得数据表的一部分' 但不能获得单个指标$

2-取自%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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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文献
!!作为发展数据的主要使用者' 世界银
行认识到了在数据文档中将原始数据收集
者!通常是各国统计机构* 中央银行和海
关部门" 和国际组织!对世界发展指标数
据库中的统计数据进行编制" 所使用的不
同方法和准则告知使用者的重要性$

本章提供了%世界发展指标& 中有关
主要人口统计* 经济与环境指标的资料来
源* 数据收集计算方法以及报告标准$ 除
此之外的文档可参阅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以及'(()# **+,(,-./01+2,34-/05上登载的
世界银行统计能力的公告$

对高质量统计数据的需求与日俱增$

统计数据为完善政策决策* 证明结果以及
加强公共责任提供了证据$ 然而' 数据收
集者之间的差别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导致极
大差异' 国内和不同国家间都是如此$ 国

家层面上的相关数据由于缺乏清晰文档'

对其所用方法的担心可能使其不适用于标
准化的国际应用$ 推迟公布数据和使用旧
的调查方法作为当前预测的基础可能进一
步降低所公布数据的质量$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提高数据传播质
量' 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机构* 地区性发
展银行* 捐助人和其他合作伙伴紧密
合作#

"

为统计制定合适的框架* 指南和良
好实践标准

"

建立共识' 定义国际广泛认可的指
标' 如千年发展目标和789:年后发展议程

"

建立数据交换机制和方法
"

帮助国家提高统计能力
关于这些活动的更多信息以及其他数

据项目参见'(()# **+,(,./01+2,3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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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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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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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使用的缩略语的解释' 见表后的说明$

,-重新调整了原不变价格数据$ 2-人口数据汇编自管理登记机构$ E-人口和家庭普查$ +-最近的人口普查# %KG03&Gb' 788H, >G0&Gb' 7899$

G-根西岛和泽西岛的人口登记$ L-9H"I年和9HHI年的人口普查基于9*B的人口样本' 而788I年的人口普查基于9*98的人口样本$ L-滚动抽样式
普查基于连续的样本调查$ '-从9HHI年起' 报告期由财政年度改为日历年度$ 9HHI年之前的数据已转换为日历年度数据$ ?-包括南苏丹$

!*'



基本数据文献
基本数据文献的说明

!!基年是在各国的国民经济账户计算中用以
作为不变价格基期的年份$ 来自国民经济账户
加总数值的价格指数' 如%$C隐含平减指数'

以相对于基年价格的当年价格表示$ 参考年份
是指一国本币不变价格序列进行评估的年份$

通常情况下' 参考年份是与基年相同的' 同样
用于报告不变价格序列$ 然而' 当不变价格数
据链式相连时' 基年每年都会变化' 所以针对
特定的参考年份' 需要重新调整数据' 以便提
供一致的时间序列$ 当一国没有对基年的数据
做出以上调整' 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就会重新
调整数据' 以便维持较长的历史时间序列$ 为
了进行跨国之间的比较或者对数据进行加总'

%世界发展指标& 提供的不变价格数据都会重
新调整为共同的参考年份!7888 年" 和共同
的货币!美元"$ 国民账户体系鉴别一个国家
是使用的9HI"年的国民账户体系* 9HH;年的
国民账户体系' 还是788"年的国民账户体系$

TFM价格评估表明国民账户中的增加值是以
基本价格![MZ" 来报告' 还是以生产者价
格![MC" 来报告$ 生产者价格中包括了生
产者缴纳的税值' 因而一般会夸大生产中的实
际增加值$ 然而' 对于那些农业补贴较高的国
家来讲' 其基本价格可能高于生产者价格$ 替
代转换系数是那些以世界银行估算的转换系数
替代了官方汇率!Q#S的%国际金融统计&"

的国家和年份$ 更多有关转换系数的讨论' 见
统计方法$ 购买力平价$CCC% 调查年份指的
是可获得国际比较项目的购买力平价!CCC&"

估测值的最近调查年份$ 使用的国际收支手册
是指为编制和报告国际收支数据项目而采用的
分类体系$ ZC#I 指Q#S的%国际收支手册&

第I版!788H"$ 外部债务表明7897年公布的
债务情况$ M表明已报告数据$ C表明基于报
告数据或者收集的信息' 但包含有世界银行工
作人员的估算$ J是指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的数据$ 贸易制度指一般贸易制度!%" 或特
别贸易制度!T"$ 在一般贸易制度下' 直接
用于国内消费或存放在海关货栈中的货物都在
第一次到达时被记录为进口$ 在特别贸易制度
下' 当货物入境或从海关货栈移出时如申报用
于国内消费' 则记录为进口$ 一般贸易制度下
的出口包括以下向外运送的货物# !," 全部
或部分由该国生产的货物, !2" 既未申报为'

也不会转化为用户国内消费的从海关货栈外运

的外国货物, !E" 申报用于国内消费' 在未
转化的情况下外运的本国货物$ 在特别贸易制
度下' 出口包括!," 类和!E" 类$ 按某些
编制方法' !2" 类和!E" 类被列为再出口$

由仅出于运输目的而进入和离开的货物组成的
直接过境贸易不包括在进出口贸易统计中$ 政
府财务会计概念描述了中央政府财政数据报告
的会计基础$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财政数据已将
!R" 并入一套会计账户中' 它包括所有中央
政府的财政活动$ 中央政府预算账户!Z" 不
包括中央政府单位$ Q#S数据公布标准列示了
同意Q#S的特别数据公布标准!T$$T" 或者
一般数据公布标准!%$$T" 的国家$ (T) 指
同意T$$T并且已在标准传播公告板上公布数
据的国家! '(()# **+&22-?6L-/05", 而(%)

指赞同%$$T的国家$ 对那些已得到或正式寻
求进入国际资本市场途径的成员国' Q#S建立
T$$T以引导它们向公众提供经济和金融数据$

%$$T有助于指导成员国向公众及时公布综合
的* 可以获得的* 可靠的经济* 金融和社会人
口统计资料$ Q#S的成员国可以自愿选择参与
T$$T或%$$T$ %$$T和T$$T两者有望提高
及时* 完整的数据的可获得性' 从而有助于健
康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 T$$T也有望改善
金融市场的功能$ 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了进行
人口普查并至少公布了初步结果的最近年份$

在基本数据!例如'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
口' 以及会计账目* 覆盖面和完整性的详细定
义" 可得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通过及时的修
订反映最近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 基于登记制
度进行普查的国家每隔: 年或者98 年也会生
成类似人口普查的表格' 而不是执行传统的人
口普查$ 德国7889年的人口普查是利用9-7=

的人口进行的以注册为基础的测试普查$ 法国
的情况较为罕见' 其自788<年以来每年都开
展滚动普查' 其最新的同时覆盖全部人口的普
查是9HHH年的全民人口普查$ 最新人口统计!

教育或健康家庭调查提供了在第二部分编制人
口* 教育和健康数据时使用的有关调查的信
息$ MQT是艾滋病指标调查' $VT是人口和卫
生调查' JFM$M$是人口动态国家调查' SVT

是家庭健康调查' VQ[*#RV是VQ[*母亲和儿
童健康' _T#T 是生活水平测量研究调查'

#QRT是多指标集群调查' #QT是疟疾指标调
查' FVT是国家健康调查' FTT是人口变化的

全国抽样调查' CMCSM#是泛阿拉伯家庭卫生
项目' XVT是生殖卫生调查' TVVT是苏丹家
庭健康状况调查' TCM是服务供应评估' UVT

是世界健康调查$ 有关MQT* $VT* #QT 和
TCM的详细信息' 见...-6G,&K0G+'&-E/6, 有
关#QRT 的详细信息' 见...-E'?1+?3L/-/05,

有关XVT的详细信息' 见...-E+E-5/D*0G)0/a

+KE(?DG'G,1(', 有关UVT 的详细信息见
...-.'/-?3(*'G,1('?3L/*&K0DGb*G3$ 最新收入
和支出数据来源是为采集收入和支出数据而进
行的家庭调查$ 家庭调查的名称详细信息' 见
国际家庭调查网站!...-&K0DGb3G(./04-/05"$

核心福利指标问卷调查!RUQf" 是世界银行
开发的' 其衡量的是不同人口组别的关键社会
指标' 尤其是对核心社会和经济服务的获取*

使用和满意度的指标$ 支出调查*预算调查
!JT*ZT" 收集了家庭消费和人口* 社会和经
济总体特点的详细信息$ 家庭综合调查
!QVT" 收集了各种项目的详细信息' 包括卫
生* 教育* 经济活动* 住房和公共事业$ 收入
调查!QT" 收集了关于家庭收入和财富' 以及
各种社会和经济特点的信息$ 所得税登记
!Q̂X" 提供了人口的收入和补贴的信息' 如
总收入* 应纳税所得额和不同经济群体纳税$

劳动力核心调查!_ST" 收集的信息包括就
业* 失业* 劳动小时数* 收入和工资$ 生活水
平衡量调查!_T#T" 是由世界银行开发的'

它提供了家庭财富及其影响因素的全面图景'

通常合并了个人* 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数据$ 优
先调查!CT" 是由世界银行设计的根据监测
结果显示的调查' 其高效快捷地收集了大量家
庭的成本数据$ 9 e7 e; 调查!9 e7 e;" 的
实施分三个阶段' 其收集的是社会人口和就业
数据* 非正规部门的数据' 以及生活条件和家
庭消费的信息$ 人口动态登记完整性是人口动
态登记!出生与死亡" 统计的完整性至少达
到H8=的国家' 经由联合国统计署确认' 并
公布在%人口与人口动态统计报告& 中$ 相
对于其他国家' 拥有完整的人口动态统计登记
的国家能提供更准确* 更及时的人口统计指
标$ 最新农业人口普查列举了最近一次进行或
计划进行农业人口普查并报告给联合国粮食与
农业组织的年份$ 最新产业数据指在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数据库中可得到的' 按国际标准产
业分类!第7次或第;次修订版" 三位数水平

!*(



!!基本数据文献的说明
的制造业增加值数据的最近年份$ 最新贸易数
据指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获得的最近
年份的有关商品贸易的数据$ 最新水资源使用
数据指根据不同来源的淡水数据进行汇编的最
近年份$

特殊报告时期
大多数经济体的财政年度是与日历年一致

的' 本表给出了例外情况$ 财政年度的截止期
是中央政府财政年度结束的日期$ 其下属各级
政府的财年和统计调查的报告年份可能不同$

国民账户数据的报告期被指定为基于日历
年度!R@" 或者财政年度!S@"$ 大多数经
济体用日历年度来报告其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
数据' 但也有一些国家使用跨两个日历年的财
政年度$ 在%世界发展指标& 中' 财年的数
据被指定为占该财年较大部分时间的日历年的
数据$ 如果某个国家的财年截止期在I 月;8

日前' 其数据将列在该财年期间日历年的第一
年中, 如果财年截止期在I 月;8 日或以后'

该数据将列在第二年$ 在%世界发展指标&

中国际收支数据按日历年列示$

对国民账户数据的修订
当改变方法或者完善数据资料来源时' 各

国统计机构就会对其国民账户数据进行修订$

当数据资料来源发生改变时' %世界发展指
标& 中的国民账户数据也会修订$ 以下的注
释尽管不全面' 但也提供了对以前数据修订的
信息$ 澳大利亚# 当前序列增加值由澳大利亚
统计局更新, 修订了9HH8 年之后的数据, 澳
大利亚使用TFM788" 体系$ 博茨瓦纳# 根据
官方政府数据' 修订了788I年之后的国民账
户数据, 788I年之前的数据以财政年度为基
础报告$ 佛得角#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和Q#S

的数据' 修订了9HH8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新的基年为788B年$ 乍得# 根据Q#S的数据'

修订了788: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新的基
年为788:年$ 加拿大# 加拿大公布使用TFM

788"体系$ 中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修订了7888年之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货物和
服务的出口和进口的方法$ 厄瓜多尔# 根据官
方政府数据' 修订了9HI:年之后的国民账户
!!

数据, 新的基年为788B 年$ 厄瓜多尔公布使
用TFM788"体系$ 埃塞俄比亚# 根据Q#S数
据' 修订了7888 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新
!!

特殊报告期的经济体

经济体 财政年度
结束期

国民账户数
据报告期

阿富汗 ;月78日 S@

澳大利亚 I月;8日 S@

孟加拉国 I月;8日 S@

博茨瓦纳 I月;8日 S@

加拿大 ;月;9日 R@

埃及 I月;8日 S@

埃塞俄比亚 B月B日 S@

冈比亚 I月;8日 R@

海地 H月;8日 S@

印度 ;月;9日 S@

印度尼西亚 ;月;9日 R@

伊朗 ;月78日 S@

日本 ;月;9日 R@

肯尼亚 I月;8日 R@

科威特 I月;8日 R@

莱索托 ;月;9日 R@

马拉维 ;月;9日 R@

缅甸 ;月;9日 S@

纳米比亚 ;月;9日 R@

尼泊尔 B月9<日 S@

新西兰 ;月;9日 S@

巴基斯坦 I月;8日 S@

波多黎各 I月;8日 S@

塞拉利昂 I月;8日 R@

新加坡 ;月;9日 R@

南非 ;月;9日 R@

斯威士兰 ;月;9日 R@

瑞典 I月;8日 R@

泰国 H月;8日 R@

乌干达 I月;8日 S@

美国 H月;8日 R@

津巴布韦 I月;8日 R@

的基年为7899 年$ 斐济# 根据统计局数据'

修订了788: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支出数据, 新
的基年为788: 年$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公布使用TFM788" 体系$ 伊拉克# 根
据官方政府数据' 修订了7888年之后的国民
账户数据, 新的基年为9H"" 年$ 基里巴斯#

根据Q#S* 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数据'

修订了7888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马拉维#

根据Q#S的数据' 修订了7888 年之后的国民
账户数据, 新的基年为788H 年$ 马来西亚#

根据官方政府数据' 修订了9HH8年之后的以
不变价格和当前价格计算的增值服务的数据$

不变价格的国民账户数据关联至9HI8 年, 新
的基年为788: 年$ 墨西哥# 基年变为788"

年, 墨西哥公布使用TFM788" 体系$ 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 根据太平洋和维尔京群岛培训项
目' 修订了788H 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尼
日尔# 根据官方政府数据' 修订了788I 年之
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新的基年为788I 年$ 尼
日利亚# 根据官方政府数据' 在将市场价格不
变价%$C增长率的历史数据保留到788I年的
同时' 修订了9H"9 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巴拉圭# 修订了9HI8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将两个水电厂!与邻国共同享有" 的产出计
算在内' 提高了对%$C的估计$ 罗马尼亚#

根据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 修订了国民账户数
据, 新的基年为7888 年$ 新加坡# 新加坡公
布使用TFM9HH;和TFM788"混合体系$ 东帝
汶# 根据官方政府数据' 修订了国民账户数
据, 附加值通过基本价格衡量, 新的基年为
7898年$ 东帝汶公布使用TFM788" 体系$

图瓦卢# 根据Q#S* 世界银行和官方政府的
数据' 修订了788I 年之后的国民账户数据,

9HHH年之前的增加值以生产者价格衡量'

7888年之后改用基本价格$ 美国# 美国公布
使用TFM788"体系$ 瓦努阿图# 根据官方政
府统计' 9HHB年之前的增加值以生产者价格
衡量' 9HH"年之后改用基本价格$ 越南# 根
据越南统计局的数据' 修订了7888年之后的
国民账户数据, 新的基年为7898 年$ 赞比
亚# 国民账户基准反映了货币的变化' 789;

年9 月新赞比亚克瓦查以9l9N888 的比例取
代旧克瓦查$

!*)



统计方法

!!本部分将介绍编写%世界发展指标& 时使用
的一些统计方法$ 内容包括# 计算地区和收入组别
的加总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计算增长率所使用的方
法, 还介绍了为得到用于测算以美元计价的国民总
收入!%FQ" 和人均%FQ估算值的转换系数而使用
的世界银行图表集法$ 每张表格后的(关于数据的
说明) 还介绍了其他统计方法和计算方法$

加总原则
每个表格的末尾都有按世界银行对各经济

体的地区和收入分类而计算的加总$ 在本书的
封二和封底可找到按世界银行的地区和收入分
类的79<个经济体$ 加总数也包括中国台湾的
数据$ 大多数表格中也包含了欧元区的加总
数' 包括欧盟中的经济及货币联盟!J#P" 成
员国' 这些成员国都采用欧元作为其货币# 奥
地利* 比利时* 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
堡* 马耳他* 荷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
国* 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其他一些分类' 例
如欧盟' 则在它们所出现的在线表格后面的关
于数据部分中作了说明$

由于数据缺失' 有些经济体组别的加总数
只能看作是未知总额或平均值的近似值$ 使用
加总原则是为了得到固定不变的一组经济体从
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估算值以及所有指标
的估算值$ 由于使用了近似值' 子组别加总值
与总计值及平均值之间可能会出现微小的差
异$ 此外' 汇编错误和数据报告的实际做法也
可能使理论上应该完全一致的加总值!例如'

世界出口额和进口额" 有所差异$

%世界发展指标& 中使用的主要加总方法
有:种#

"

对于在表格中标以字母(() 的各组别以及
世界总数' 缺失的数据是根据可获得数据
的总值和上一年度估算数总值的关系计算
出来的$ 从788:年往前和往后进行计算外
推$ 788:年的缺失数据是根据数据最齐全
的那一年的替代变量之一计算而得$ 计算
得出的数据值!或其替代变量" 与可获得
数据的总值具有相同的关系$ 如果缺失数
据占基准年度数据总量的9*;以上' 则不予
计算$ 用作替代的变量有# 以美元计价的
%FQ* 总人口* 以美元计算的货物和劳务进
出口值' 以及以美元计值的农业* 工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

"

标有字母(&) 的加总值是全部可获数据之
和$ 缺失的数据不予估算$ 如果某一给定
年份的系列观测数据或系列数据的替代值
缺失9*;以上' 则该年的总值不予计算$

"

加总比率!标以字母(.)" 通常是这些比率
的加权平均值!运用名义价值' 或在一些情况
下其他指标作为权重"$ 当计算为未加权平均
值时' 标以字母(K)$ 加总比率按可获得数
据计算得出$ 缺失数据被假定为与可获得数据
相同的平均值$ 如果缺失数据在基准年度中占
权数值的9*;以上' 则加总比率不予计算$ 在
极少数情况下' 加总比率可以这样计算# 根据
前述计算总额的原则算出缺失数据值之后' 再
算出该组别总值的比率$

"

加总增长率!标以字母(.)" 通常是增长
率的加权平均数值$ 在极少数情况下' 增
长率可以根据该组别总值的时间序列来计
算$ 如果某个时期内缺失一半以上的观察
数据' 则不计算增长率$ 有关增长率计算
方法进一步的讨论' 参见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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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有字母(6) 的加总数是表格中所列数值
的中位数$ 如果人口超过988万的国家缺失
的观察数据在一半以上' 则数值不予列示$

以上原则可能出现例外$ 根据世界银行分
析人员的判断' 加总数可以基于少于:8=的可
获得数据来计算$ 在其他情况下' 如果缺失或
被剔除的数值被认为微不足道或不相关' 则可
以仅根据表格中列出的数据计算加总$

增长率
增长率是年度平均数值' 并以百分数来表

示$ 除非特别注明' 否则价值增长率是依据不
变价格序列计算得出的$ 计算增长率的方法主
要有;种# 最小二乘法* 指数端点法和几何端
点法$ 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变化率是按
与前一时期变化的比例计算的$

最小二乘增长率& 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序
列能够进行可靠计算' 就使用最小二乘增长
率$ 如果某个时期内的观测数据缺失一半以
上' 则不计算增长率$ 最小二乘增长率0按如
下方法计算# 把变量在相关时期内每年数据的
对数拟合成一条线性回归曲线$ 回归方程的形
式如下#

13 !

"

m# n$"

这相当于下面这个复合增长方程的对数
变形#

!

"

m!

8

!9 n%"

"

在这个方程中' !是变量' "是时间' # m

13 !

8

和2 m13 !9 n%" 均为待估参数$ 如果$

#

是$的最小二乘估计值' 则年均增长率0等于
-Gc) !$

#

" e9.' 再乘以988 即可取得百分
数$ 算出的增长率为平均增长率' 它代表的是
整个时期内所获得的观测数据$ 它不一定和任

何两个时期之间的实际增长率相等$

指数增长率& 某些人口指标' 特别是劳动
力和人口数量' 在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增长率是
按如下方程计算的#

%m13 !&

'

(&

8

" ('

其中' &

'

和&

8

分别是这段时期内最后一
个和第一个观测数据' '是这一时期内的年数'

13是自然对数算子$ 这个增长率是按两个时间
点之间的连续指数增长模型计算$ 它不考虑这
个序列的中间值$ 指数增长率与根据一年间隔
期测算的年度变化比率并不相同' 后者给定为
!&

'

e&

' e9

" (&

' e9

$

几何增长率& 几何增长率可用于衡量不连
续阶段内的复合增长' 例如' 利息或红利的支
付与再投资$ 尽管以指数增长率代表的持续增
长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但大多数经济现象只
是每隔一段时间后估计一次' 因此' 宜使用复
合增长模型$ 在'个时期内的平均增长率按如
下方程计算#

%mGc) -13 !&

'

(&

8

" ('. e9

世界银行图表集法
在出于某些实用目的计算用美元计价的

%FQ和人均%FQ时' 世界银行使用图表集转换
系数$ 使用这一转换系数的目的是为了在对国
民收入进行跨国比较时减少汇率波动的影响$

每年的图表集转换系数都是一个国家当年
的汇率!或替代转换系数" 和前两年的汇率的
平均值' 同时还应按照该国与日本* 英国* 美
国和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别进行
调整$

调整的目的在于降低任何由于通胀引起的
汇率变化$

!!!



统计方法
!!一个国家在"年和"e' 年间的通胀率
!%

"e'

" 用%$C平减指数!&

"

" 来衡量#

)"e' m&"(&"e'

在"年和"e'年间的国际通胀率!%

*+)!

"e'

"

用%$C平减指数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账单
位特别提款权! T$X&" 的变形来衡量' 即
(T$X平减指数)$ T$X平减指数是日本* 英
国* 美国和欧元区的%$C平减指数!用T$X

表示" 的加权平均数' 转换为美元价格$ 权数
由一个T$X单位中所含的各国货币量来决定$

%

*+)!

"e'

m

&

*+,!

"

&

*+)!

"e'

"年的图表集转换系数!本国货币对美元"

!-

#".#/

"

" 为#

-

#".#/

"

m

9

;

-

"

n-

"e9

%

"e9

%

*+)!

"

( )
e9

n-

"e7

%

"e7

%

*+)!

"

( )[ ]
e7

其中-

"

是(年的平均年度汇率!本国货币
对美元"$

"年以美元计价的%FQ!图表集法"

!0

#".#/!

"

" 的计算方法是将图表集转换系数应用
到一个国家的当前价格!本币价格" %FQ中'

如下#

0

#".#/!

"

m0

"

(-

#".#/

"

得出的图表集法美元计价%FQ可以用一个
国家的年中人口去除' 得到人均%FQ!图表集
法"$

替代转换系数
世界银行对官方汇率是否适宜用做转换系

数进行系统性地评估$ 当官方汇率被认为严重
偏离国内的外币交易和贸易产品交易中使用的
实际汇率时' 需使用另一种替代转换系数$ 这
一点只适用于在原始数据文档中列出的少数几
个国家$ 在图表集法以及%世界发展指标& 其
他地方使用的替代转换系数仅用作单一年份转
换系数$

!!"



做出贡献的其他人员
!d世界概览

第9部分由FG?1S,3(/6领导的团队撰写$

FG?1S,3(/6起草了导言部分' 千年发展目标表
格由#,'b,0J&'0,5'â,2,0b* >K,3 SG35* #,&,a

4/ V?0,5,* UG3+b VK,35* ZKb,3( J0+G3G

A',1(,04'KK* V?0/4/ #,G+,* >/',3 #?&(?,G3*

#,1D?3,C/11/E4和J6?TKkK4?制作$ 参与表格
制作的有#,'b,0J&'0,5' ê ,2,0b* >K,3 SG35*

#,&,4/V?0,5,* UG3+bVK,35* Z,1,Z',&4,0

F,?+K A,1?6?1* V,0K3,A,&'?.,&G* ZKb,3(J0+G3G

A',1(,04'KK* V?0/4/#,G+,和J6?TKkK4$ 世界
银行经济政策与债务处的T?53G̀ G?4,(G提供了
重债穷国债务减免计划和多边债务减免计划下
的债务减免估计值$

%0人口
第7部分由>K,3SG35* #,&,4/V?0,5,* V,a

0K3,A,&'?.,&G* V?0/4/#,G+,和J6?TKkK4?与
世界银行人类发展网络* 发展经济学副行长属
下的发展研究组合作起草$ J6?TKkK4?准备了
人口估计值和预测值$ 全球贫困工作小组+++

来自贫困削减与平等网络* 发展研究组和发展
数据组的贫困专家组根据国家贫困线整理了贫
困估计值$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的T',/'K,

R'G3和C0G6T,350,K1,根据国际贫困线准备了
贫困估计值$ 来自理解儿童工作情况项目的
_/0G3k/%K,0EG11/和SK0?/X/&,(?准备了有关童
工的数据$ 其他做出贡献的人员包括T,6KG1

#?11&!医疗卫生",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T,1.,

V,?+,0* #,++,1G3,V/3/0,(?* '̂G/+//0T),00Ga

2//6和M1,3 U?((0K) !劳动力",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统计研究所的M6G1?G%,53/3* S0?G+0?E'

VKG21G0和UG?c?3 _K !教育和识字率", R',3+?a

4,Q3+?4,+,'G3,!医疗卫生支出"* #/3?4,

Z1/G&&3G0* J1,?3GZ/05'?和#G0EG+G&+GW3?&

!营养不良和超重"* ĜG3,AK3\K6G3(!医疗卫
生工作者"* >G&&?E,V/!医院病床"* X?L,(

V/&&,?3 !水和卫生设施"* _Kk#,0?,+GXG5?1

!贫血"* V,k?6 ?̂6?6?!肺结核"* R/1?3 #,('a

G0&和U,'bK #,',3,3?!死亡原因" 和_/0?#,a

0?GFG.6,3 !梅毒", 世界卫生组织全体人员,

国际糖尿病联盟的_G/3/0%K,0?5K,(,!糖尿
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0b#,'b!艾滋
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R/11GG3 #K00,b!医
疗卫生"$ J0?ET.,3&/3对引言以及整个编写过
程给予了评论和建议$

&0环境
第;部分是由#,'b,0J&'0,5' ê ,2,0b与主

管可持续发展网络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属下的农
业与环境服务部合作起草的$ #,'b,0J&'0,5' e

,̂2,0b撰写了引言和重点关注故事' ,̂0?]

A'/4',0提出了宝贵意见和排版上的帮助$

T/3K >,?3帮助起草了财富积累方面的重点关注
故事$ J&('G0%-F,?4,1和R'0?&T,11帮助准备了
颗粒物浓度和自然资源租金方面的数据$

X,65/),1J0,2G11b为计算最大型城市和城市群
的人口数据提供技术支持$ FG?1S,3(/6和U?1a

1?,6C0?3EG为本书所有阶段工作均提供了建设
性意见和支持$ 其他做出贡献的人员包括国际
能源署的T',0/3 ZK05'50,GDG和A,0G3 0̂G,3(/3*

德国国际合作公司!%̂ "̀ 的%G0',0+ #G(E'?G&

和M06?3 U,53G0*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R0,?5

V?1(/3 ê ,b1/0和R,0/1?3GC/11/E4* 国际道路联
合会的R0?&(?,3 %/3k,1Gk$ 本编写组为联合国粮
食和农业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保护
监测中心*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能源二氧化碳
信息分析中心美国部* 国际能源机构和美国对
外灾难援助机构国际开发办公室提供它们的在
线数据库表示感谢' 世界银行农业与环境服务
部为本部分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0经济
在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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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小组的密切配合下' 第< 部分由Z,1,

Z',&4,0F,?+K A,1?6?1?起草' _?K RK?和U?11?,6

C0?3EG提出了宝贵意见$ 引言由Z,1,Z',&4,0

F,?+K A,1?6?1?撰写' ,̂0?] A'/4',0提出了宝贵
意见$ Z,1,Z',&4,0F,?+K A,1?6?1?和#,K0?EG

F&,2?6,3,撰写了重点关注部分$ 中* 低收入
经济体国民核算账户数据由世界银行地区工作
人员通过年度统一调查汇集得出$ #,\,Z0G&&a

1,KG0' _?K RK?' SG+G0?E/J&E,1G0' #,'b,0J&'0,5'

e ,̂2,0b' Z,1,Z',&4,0F,?+K A,1?6?1?' ZKb,3(

J0+G3GA',1(,04'KK' ,3+ #,K0?EGF&,2?6,3,进行
了国民账户数据库的更新* 估算和确证工作$

J&('G0%-F,?4,1和R'0?&T,11准备了调整后的储
蓄和调整后的收入数据$ Mk?(,M6\,+?提供了
来自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的贸易数据$ 本编
写组感谢欧洲统计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
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库资源$

'0政府与市场
在世界银行金融与私营部门发展网络* 减

贫与经济管理网络* 可持续发展网络* 国际金
融公司以及外部合作伙伴的协助下' 第:部分
由SG+G0?E/J&E,1G0和ZKb,3(J0+G3GA',1(,04'KK

起草$ ZKb,3(J0+G3GA',1(,04'KK 在FG?1S,3a

(/6* ,̂0?] A'/4',0和U?11?,6C0?3EG的协助下
共同撰写了引言$ 其他做出贡献的人员包括
M1Gc,3+G0F?E'/1,&>G((!私有化和基础设施项
目", _G/0,A1,))G0和S0G+G0?E#GK3?G0!营业
登记", >/05G_K?&X/+0?5KGk#Gk,' [,1G0?,CG0/(a

(?和>/&'K,U?6)Gb!企业调查", S0G+G0?E#Ga

K3?G0和X?(,X,6,1'/!营商环境", M14,Z,3G0a

\GG* 0̂?&',#,1?34b和#?E',G1W0k,3/!标准普
尔全球股票市场指数", AG33G(' M3b,!脆弱环
境",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6G&V,E4G((!军事
人员",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T,6

CG01/eS0GG6,3 !军费开支和武器交易", '̂G0a

G&GCG((G0&/3 !战争相关死亡", 国际道路联合
会的R'0?&(?,3 %/3k,1Gk*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

F,0\G&&̂ Gb&&?G0以及#,0E>K'G1和Vo1p3GT(Ga

)',3 !交通",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3a

EG3([,1G3(?3G!港口", Mk?(,M6\,+?!高科技
出口", 国际电信联盟的[,3G&&,%0Gb* J&)G0a

,3k,#,5),3(,b* TK&,3 Ĝ1(&E'G0和QD,3 [,11G\/

[,11*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02\a03

S0G+0?4&&/3* TE,01G((S/3+GK0%?1和$?,3,A/04,

!信息通讯技术商品贸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所的#,0(?3 TE',,)G0!研究与发展*

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Xb,3 _,62 !专利和商标"$

,0全球联系
在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的金融数据小组*

发展研究组!贸易"* 发展展望组!商品价格
和侨汇"* 国际贸易组!贸易便利" 和外部合
作伙伴的协助下' UG3+bVK,35在JD?&XKE,\*

XK2G3,TK4,\的协助下共同起草了第I 部分$

JD?&XKE,\撰写了本部分的引言$ Mk?(,M6\,+?

!贸易和关税" 和XK2G3,TK4,\!外债和金融
数据" 在数据和表格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 其
他做出贡献的人员包括S0o+o0?E$/E]K?G0!移
民率",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S1,D?3GR0G)a

)b* @K6?4/#/E'?kK4?和国际贸易中心的#/3+a

'G0#?6/K3?!贸易", R0?&(?3,T,DG&EK !商品价
格", $V_的>GLLXGb3/1+&和>/&G)' T?G5G1!运
输成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6?3 M'a

6,+和J1G3,ZG03,1+/!援助", Q20,'?6_GDG3(

和#,0b3,̂ ,0,3 !外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的%̂,0G4 M2/K R',2,4G!难民",

世界旅游组织的̂G0G&,R?11G0!旅游"$ X,65/a

),1J0,2G11b* T'G11GbSK和U?11?,6C0?3EG提供
了技术支持$

其他部分
内封的地图由世界银行地图设计单位的

>GLL_GE4&G11协调完成$ U?11?,6C0?3EG撰写了使
用指南和每部分在线图表和数据的目录' 并在
FG?1S,3(/6的协助下撰写了统计方法$ _?K 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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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G+G0?E/J&E,1G0撰写了原始数据文档$ _G?1,

X,LG?起草了合作伙伴$

数据管理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由U?11?,6C0?3EG在

数据管理和质量小组的_?K RK?* T'G11GbSK的
帮助下协调管理$ XGk,S,0?D,0?领导的数据和信
息系统小组的X,65/),1J0,2G11b主要负责数据
库管理系统的运作$

设计! 制作与编辑
Mk?(,M6\,+?和_G?1,X,LG?协调了制作的各

个方面$ 在#G(,+GR/]KG0G,K6/3(* >,E4 V,0a

1/.* Z0KEGX/&&e_,0&/3和R'0?&(/)'G0̂ 0/((的
领导下' 通信发展公司提供了全面的设计指导
和编辑$ J1,?3GU?1&/3制作了封面和地图' 并
对本书进行了排版$ CG(G0%0K3+bM0(h$G&?53

公司的CG(G0%0K3+b* Z0/,+1Gb$G&?53 公司的
$?,3GZ0/,+1Gb对本报告进行了设计$

行政助理! 办公技术和系统支持
J1b&GGA?(?提供了行政方面的支持$ >G,3 e

C?G00G$\/6,1?GK* %b(?&A,3E',&和F,EG0#G5'a

G02?提供了信息技术支持$ P5G3+0,3 #,4',E'a

4,1,* T',36K5,6 F,(,0,\,3* M(&K&'?T'?6/和
#,1,0D?k'?[GG0,)),3为%世界发展指标& 的数
据平台应用提供了软件支持$

出版与发行
由R,01/&X/&&G1领导的出版和知识部门在

整个制作过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 $G3?&G

ZG05G0/3* T(G)'G3 #E%0/,0(b* F/0, X?+/1L?*

C,/1,TE,1,20?3和>,3?EĜ K(G3协调了印刷* 营
销和发行工作$ 发展经济学副行长办公室的
#G00G11̂ KE4 eC0?6+,'1对通信战略进行了管理$

世界发展指标的移动应用
软件的制作和测试由T'G11GbSK管理' 提

供帮助的人员还有C0,&',3(R',K+',0?' FG?1S,3a

(/6' #/',66G+ W6,0V,+?' T//35TK) _GG' C,a

0,&(//W1/K6?' U?11?,6C0?3EG' [?05?3?,X/6,3+'

>/6/ ,̂0?4K' ,3+ #,1,0D?k'?[GG0,)),3$ T//35

TK) _GG领导的数据和信息系统小组承担了系
统创建工作$ _?K RK?和U?11?,6C0?3EG提供数
据质量保证$

在线获取
通过开放数据网站* 世界银行数据申请*

新表的浏览申请和编程接口申请' 获取%世界
发展指标& 在线数据的协调工作由FG?1S,3(/6

和T//35TK) _GG负责$ Mk?(,M6\,+?领导的小
组负责网站的创建和维护工作' 其中包括
%G/05G%/35,+kG' ?̂6/('bVG0k/5' #G0?>G2?0,&'a

D?1?' >GLL0Gb#ER/b' _G?1,X,LG?和>/6/ ,̂0?4K$

T//35TK) _GG领导的小组负责系统改善' 项目
管理则由#,1,0D?k'?[GG0,)),3负责$ 设计* 编
程和测试工作由@?35R'?* T'G11GbSK* T?+a

+'G&' A,K&'?4* P5G3+0,3 #,E',44,1,?* F,EG0

#G5'G02?* T',36K5,6F,(,0,\,3* C,0,&(//W1/Ka

6?* #,3?&' X,('/0G* M&'?&' Z-T','* M(&K&'?

T'?6/* #,0b3,̂ ,0,3 和>/6/ ,̂0?4K 完成$ _?K

RK?和U?11?,6C0?3EG协调了制作工作并提供质
量保证$ 世界银行对外事务部的小组提供了在
线申请的多语种翻译工作$

客户反馈
编写组还要感谢不辞辛苦为本书提供帮助

的许多人士' 他们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有助于我
们改进今年的版本$ 请联系我们+,(,q./01+a

2,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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