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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是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所制定的诸多目标的一年& 其中一些目标
已经达成& 比如! 极端贫困率以及无法持
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在-RR,年至
+,-,年间均已减半! 比预期提前五年完
成& 但是也有一些目标尚未达成& 而且用
于衡量全球趋势的总额掩盖了一些地区和
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该版$世界发展
指标% 利用最新的数据及预测显示了目标
的完成情况! 同时也强调了构成这些趋势
的国家与地区间的差异& 有关数据可查看
)**$* @@<3*3GL#&4</326G#&(@?<(:&

不过这将是$世界发展指标% 最后一次
以此方式报告-千年发展目标. 的完成情
况& 联合国大会将在+,-. 年R 月通过新的
更具抱负的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
标.& 与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 一样!

-可持续发展目标. 将需要更多' 更精确的
数据来帮助监督进行情况! 以及设计和调整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和项目& 决
策者及普通公民均需要利用这些数据及相应
的能力对其进行分析并了解其所代表的
含义&

在联合国秘书长+,-. 年后发展议程高
级别小组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 已经
认识到有必要进行数据革命& 为此! 成立了

一支独立顾问小组"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
员# 并在众多领域开展了相关工作& 我们需
要在全球范围内就交互操作性数据的原则及
标准达成一致& 我们需要进行新技术创新共
享! 尤其是与能力较低的国家及机构分享这
些新技术& 需要利用更多的稳定投资以提高
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国家能力& 而且也需
要创立新的公共)私人合作关系来促进创
新' 知识与数据的分享和倡导以及技术转让
等& 世界银行正致力于解决以上四个领域的
问题! 尤其是为了创新及能力发展开发新的
资金流! 并打造公共)私人合作关系& 今年
的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保留了以往的结构! 包
括* 世界概览' 人口' 环境' 经济' 国家与
市场以及全球联系& 新数据包括最底层H,W

人口收入的平均增长情况! -世界概览. 中
的共同富裕指标以及-国家与市场. 中的统
计能力指标& -世界概览. 中还包括-千年
发展目标. 实现情况一瞥& 其他每章节均包
括突出显示了特殊利益指标的地图& 世界发
展指标是包括联合国大家庭'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世界电信联盟'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两百多个经济体的统计部门以及大量其他组
织通力合作的结果& 谨此表示感谢& 大家的
努力是实现发展' 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富裕
的核心所在&

D3':)32 N;

发展经济学数据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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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书撰写小组由X3:36#D'&3(3领导!

受F0'4N32*#?管理& 成员包括* KY'*3K?Z3[

<'! X3Z#5&0::43;0&! A3?'&3*");4*3! \'; ";'!

N0<0&'9#M:9340&! X3)%3&M:)&3() T A3/3&%

];32 N02(! E3;4#A0#<#&#N0&&0'&3! B02<%

D;32(! 53435)3:63&F3'<; 3̂4'?'4'! D3&;23

3̂:)'L3:0! 5;%32*M&<020 )̂34*3&6);;! A3&'_

)̂#6)3&! M4%:00 '̂*'! D'&#6#X30<3! X34>'23

P#44#96! B'44'3?P&'290! \0'438370'! M>':8;[

93Z! J?3&E0&3Z;<<'2! 8;/023E;63Z! M?'E;[

Y;6'! ]#?#A3&'6;以及=0&0Z0B#4<0& 并与副
行长级发展经济学局的发展数据团队中的工
作小组通力合作&

世界发展指标电子产品开发小组由
E##2(E;$ \00领导! 成员包括* '̀2(")'!

]032 TP'0&&0=Z#?34'0;! 83?(#$34M&3/044%!

E)0440%N;! a?3&D3<'! b%*':̂ 329)3:! E'<[

<)0:) 3̂;:)'6! J(02<&32 X39)366343'! F390&

X0()0&/'! P3&3:*##a4#;?'! K*:;:)'E)'?#及
X343&>'Y)'c00&3$$32&

所有工作都是在D3':)32 N;的指导下进
行的& P##23?b;$*3! d'3XGe;&0:)'及=3[

>'< 8#:02/43**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经过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实践局和跨领
域局的同仁以及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
保机构工作人员的密切协商与合作! 本书确
定了其中所选择的指标及内容& 更重要的
是! 我们还获得了外部合作伙伴的大量帮
助' 指导以及所提供的数据& 对向本书作出
贡献的个人的致谢! 请参见-贡献名单.&

合作者名单详见-合作者.&

由5&;908#::T\3&:#2 和"&':*#$0&A&#**

领导的通信发展公司为本书提供了总体设
计' 编辑及版式设计等方面的指导& M43'20

B'4:#2负责本书的封面设计' 图表安排及排
版& P0*0&b&;2<%K&*O=0:'(2 公司的P0*0&

b&;2<%及5&#3<40%=0:'(2 公司的='320

5&#3<40%对报告进行了设计& 世界银行出版
与知识部负责对此书的印刷及发行进行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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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本书中世界各地数据的确定' 收集及公
布是各界人士和组织集体努力的结果& $世
界发展指标% 中提供的各种指标是各级人员
数十年工作的结晶& 包括进行普查和家庭调
查的现场工作人员以及各国和国际统计机构
的委员会和工作部门& 这些委员会和部门所
确定的术语' 分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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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
重要贡献! 包括收集原始数据以及组织和出
版其成果& 此外! 学术研究人员在开发统计
方法和就统计指标的质量和释义所开展的长
期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所有人员都

秉承着强烈的信念! 即精确的数据将有助于
提高公共和私人决策质量&

正是由于下列各组织将其数据与经验与
我们进行分享! 才令此书得以成形& 更重要
的是! 他们的合作为世界银行所作的努力贡
献了力量& 同时也为其他组织和个人以及改
善世界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我们特此感谢
所有帮助我们建立有关世界及世界人民翔实
综合信息基础的组织及个人&

为方便查询! 特此列出各机构网址& 网
址在+,-.年I月-号前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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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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发展数据指标汇编& 其数据库包括-I,,余个时
间序列指标! 涵盖+-H个经济体和I,余个国家组&

许多指标的数据积累已超过.,年&

$+,-.年世界发展指标% 按传统分类集中展示
了各主要指标! 并辅以重点关注的地区和话题及相
关地图&

表格
表格涵盖了所有-CC个世界银行成员国! 以及

人口超过三万人的其他经济体& 共+-H个& 国家及
经济体按字母顺序排列"中国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
区除外! 均列在中国之后#&

-国家. 一词与-经济体. 通用! 并不意味政
治上的独立! 而是指任何单独报告社会或经济数据
的地区& 在具有相关数据的情况下! 表末均列出了
各收入组和地区组的加总值&

收入组的加总值
各收入组的加总值包括表中所列+-H个经济体&

在具有相关数据情况下! 也包括中国台湾& 为了保
持各时间以及各表格间加总值的一致性! 在可能的
情况下对缺失的数据进行了推算&

各地区的加总值
各地区的加总值仅包括中低收入经济体&

各地区的国家构成依据为世界银行所进行的分
析性地区划分! 与通用的地理划分有所不同& 有关
地区划分可参见封底的地图和封三的列表对加总方
法的进一步讨论& 可参见统计方法&

数据表示惯例
!

!空格表示不适用! 或对于加总而言! 不具有分
析意义&

!

!十亿为-f,,,百万&

!

!万亿为-f,,,十亿&

!

!深色斜体字表示非特定年份或时期的数据! 或
非整个特定时期的增长率&

!

!I年以上的数据在脚注中显示&

!

!数据截止日期为+,-.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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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

GG!!!表示无法获得的数据! 或由于当年数据缺
失而无法计算加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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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或,G, 表示零或者数值非常小! 小数位的值近似
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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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日期中表示跨越两个日历年间的一段时
间"通常为-+个月#! 如+,-+@-I! 也指一
个农事年' 调查年或财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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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现值美元! 特殊说明除外
"""""""""""""""""""

&

g!表示小于
"""""""""""""""""""

&

对各经济体的分类
为便于操作和分析!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收入

"bF1! 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 对经济体进行分
类& 由于人均bF1随时间不断变化! 因此各版$世
界发展指标% 中各收入组国家构成会有所改变& 一
旦根据现有最近一年的人均bF1确定分类后"本版
所用为+,-I年数据#! 所有历史数据均按所确定分
类进行显示&

低收入经济体指+,-I年人均bF1在-f,H.美元
及以下的经济体& 中等收入经济体指人均bF1在
-f,H.至-+fSHU美元的经济体& 中低收入和中高收
入经济体的划分线为人均bF1Hf-+.美元& 高收入经
济体指人均bF1达到-+fSHU美元或以上的经济体&

欧元区的-R个成员国作为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一个分
组进行显示&

统计数据
有关各经济体的数据均为+,-I年数据! 为了反

映当前的政治情况! 对历史数据进行了修正& 特殊
情况会在表中进行说明&

-原始数据文档. 中提供了有关数据的额外信
息& 不仅总结了各国和国际社会为了改善基础数据
收集工作所做的努力! 也提供了各国有关原始来源'

人口普查年份' 财政年度' 所使用的统计概念以及
其他背景信息方面的内容& -统计方法. 则提供了
有关本书所使用的计算方法等技术信息&

国别说明
!

!有关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的数据&

!

!塞尔维亚的数据不包括科索沃和黑山共和国的
数据&

!

!除非另有说明! 苏丹的数据不包括南苏丹&

#!!!



%*1在线表格的使用指南
!!以前在$世界发展指标% 印刷版中公布的统计
表格现在也可进行在线查询& 通过自动查询程序! 这
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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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访问B=1在线表格! 请登录)**$* @@

L<'GL#&4</326G#&(@*3/40:& 如需直接访问特定的B=1

在线表格! 请使用如下J8\! )**$* @@L<'GL#&4</326Q

#&(@*3/40:@表格编号"如! )**$* @@L<'GL#&4</326Q

#&(@*3/40:@-G-可查看-世界概览. 中的第一张表
格#& 本书各章节均按表格和代码对指标进行排列&

如需在线查找特定指标! 请使用如下J8\! )**$* @@

L<'GL#&4</326G#&(@'2<'93*#&@指标代码"如! )**$* @@

L<'GL#&4</326G#&(@;/<;93*'&@EPGPaPGAaAK\可查看
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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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网络资源! 能够通过其简单快捷地获得时序数据
集& 数据库可以提供选择和显示数据' 执行定制查
询' 数据下载' 创建图表和地图等强大功能& 用户
可以根据所选的国家' 指标和年份创建动态自定义
报表& 并可轻松对这些报表进行编辑' 储存' 分享!

或作为插件嵌入网站及在博客中发表& 更多信息请
查阅)**$* @@<3*3/326GL#&4</326G#&(@)04$&

#"



*404>2/)+'使用指南
!!=3*3N'2<0&是一款免费手机应用软件! 能够访问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 数据可以以表
格' 图表或地图的形式显示和保存& 还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 N390/##6 和AL'**0&进行分享& =3*3N'2<0&

可以以离线"无网络连接# 或在线"B'TN'! 或
Ib@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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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较多国数据
!

!选择预定义查询
!

!创建可以保存和编辑的新查询

!

!以表格' 图表和地图方式查看报告
!

!以"Ec文件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数据
!

!通过N390/##6' AL'**0&或电子邮件分享评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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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 指标的发展趋势提供
数据& 每年世界银行的$全球监测报告% 利用这些
数据对-千年发展计划. 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 )*[

*$* @@<3*3GL#&4</326G#&(@?<(:上提供U 个X=b数
据在线交互数据面板! 以提供了解更多评估情况的
信息&

本书-世界概览. 一章所列图表与$世界监测
报告% 中的评估相一致"不包括目标U#& 利用上一

个可观察的五年"目标-和目标.为I年# 的增长
率对上一个观察点进行外推后! 如果进展显著! 表
明-千年发展计划. 将在+,-.年完成& 如果进展不
显著! 则表明-千年发展计划. 将于+,-U 年至
+,+,年完成& 略微偏离目标表示-千年计划. 将于
+,+,年至+,I, 年间完成& 严重偏离目标则表示
+,I,年也无法完成-千年计划.& 数据不充分说明
没有充分的数据点供推测进展使用或者-千年计
划. 起始值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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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将"#$%年定为实现八个千年发
展目标中的多个子目标的一年! "世界概
览# 一章中将介绍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
情况! 同时也对世界银行$全球监测报
告% 中详细分析以及在线进展情况图表
& &''(' ))*+'+,-./0*1+23,./4)5*46( 进行
了补充! 本章同时包括了世界银行的两项
新目标)))到"#7#年底消除极端贫困* 增
强所有国家的共同富裕程度! 基于最底层
的8#9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所确定的共
同富裕指标* 是本版$世界发展指标% 中
新增的一项指标! 共对:"个国家的情况进
行了计算!

"千年发展目标# 已接近尾声* 但国
际社会将继续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尤其是
在一些落后领域! 同时* 重心将转向下一
代的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助于应对"$

世纪的全球性挑战! 在这方面* "#$8年;

月<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联合国大会确
定将联合国开放工作组提出的$:个待选目
标和$=;个子目标作为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纳入"#$% 年后发展议程的依据! 将在
"#$%年;月召开的联合国第=;次大会上
进行最后的讨论* 并将于"#$=年$月开始

执行! 因此* 这将是最后一次以$世界发
展指标% 的方式对"千年发展目标# 的进
展进行汇报!

"千年发展目标#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
这些目标重在考量和监督进展情况! 因此
也对提高相关统计数据的质量+ 频率和可
用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中*

各国及国际合作者向主要数据来源国家
的统计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但是最
贫困国家很多指标的覆盖面及质量仍很
薄弱! 这些国家数据来源很少* 因此更
要认真对实现目标进展情况进行仔细认
真的衡量!

有了新的更广的目标和指标* 对数据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最近的$一个有
意义的世界% &联合国* "#$8( 中* 讨论了
为了可持续发展而推动数据革命需要采取
的行动和措施)))开发先进知识和技术*

利用能力发展资源* 加强主要参与主体间
的协作! 各国政府及发展合作者仍需对将
继续产生数据的国家统计体系和其他相关
公共机构进行投入! 与此同时* 也应认真
对待以更好利用私人部门提供的数据和技
术* 特别是"大数据# 和其他新型资源!

!



!!千年发展目标一瞥
目标!! 消除极端贫困

!!发展中国家就整体而言* 比"#$%年的预定
期限提前五年完成了消除极端贫困这一千年发
展目标计划! 预计到"#$%年* 极端贫困率将降
低至$7,89* 比$;;#年预计的87,=9降低了三
分之二以上! 东亚及亚太地区在缓解贫困方面
的成绩最令人瞩目! 但与此同时*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仍落后于其他地区* 预计到"#$%年也
无法实现目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0AB'数据库
&&''(' ))C/B6B+/@&,-./0*1+23,./4)>.?@+0AB'(!

目标"!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年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完成率已达到
;$9* 但仍低于目标"的计划! 但是"$世纪的
前十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尤其是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 不过只有东亚及太
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亚实现或近乎实现普及初
等教育这一目标!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目标#! 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力
!!发展中国家在缩小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取
得了实质性的成绩* 并有希望在初等及中等教
育中实现性别平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南非
初等和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中女生对男生的比例
在$;;#年处于当地最低水平* 仅为=<9! 但是
该国进展惊人* 在"#$" 年已经实现性别平等*

超过了其他发展较缓的国家!

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目标$! 降低儿童死亡率
!!从$;;#年到"#$7年* 发展中国家%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下降了一半* 从每$D###名儿童中有
;;例死亡* 下降到%#例! 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 但发展中国家整体可能将无法实现从$;;#

年到"#$%年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少三分之
二的目标! 不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以及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实现了该目标!

数据来源'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

"



!!千年发展目标一瞥
目标%! 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

!!发展中国家总体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 从
$;;#年的87#下降到"#$7的"7#! 虽然取得了
实质性进步* 但下降速度仍无法实现从$;;#年
到"#$%年将产妇死亡率下降:%9的目标! 地区
性数据也表明有大幅下降* 但是各地区都无法
按时实现目标! 虽然有大幅降低* 但撒哈拉以
南非洲及南亚地区的产妇死亡率仍相当高!

数据来源'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

目标&! 防治艾滋病" 疟疾和其他疾病
!!撒哈拉以南地区艾滋病病毒流行情况是最
严重的! 艾滋病传播速度降低* 携带艾滋病病
毒的成年人比例也开始降低* 同时服用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患者的存活率也在上升! "###年以
来* 全球艾滋病流行情况平稳! 自$;;# 年后*

肺结核的流行+ 发病以及死亡率都在下降! 在
全球范围内* 到"#$%年实现抑制并扭转肺结核
发病率趋势的目标业已实现!

资料来源' 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数据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

目标'!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
从$;;#年的:#9上升到"#$" 年的<:9* 业已
实现目标! 可以使用经改良的卫生设施人口比
例从7%9上升到%:9! 但是仍有"%亿人口不能
享受到相应的设施! 巨大的城乡差异* 尤其是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情况是无法按
期实现卫生目标的首要原因!

数据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项目!

目标(!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年高收入经济体因特网使用快速增加*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则进展缓慢! 现在发展中国
家也在迎头赶上! 自"###年后* 每百人因特网
用户以每年增加":9的速度上升! "#$7年发展
中国家偿债额)出口比率为平均$$9* 是"###

年的一半! 但各地区差异较大! 由于自"#$#年
起发展中国家组合外债存量上升了779* 因此
该比率将有可能上升!

资料来源' 国际电信联盟! 数据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有关各目标详细评估情况# 请见后页$

#



!!目标
!

!消除极端贫困
发展中国家地区已基本全部实现贫困目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0AB'数据库& &''(' ))

C/B6B+/@&,-./0*1+23,./4)>.?@+0AB'(!

!**+年至"+!%年有一亿人脱离极端贫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0AB' & &''(' ))

C/B6B+/@&,-./0*1+23,./4)>.?@+0AB')(!

各地区实现目标进展情况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和世界银行EFG数据面板
&&''(' ))*+'+,-./0*1+23,./4)5*46(!

!!发展中国家整体&根据$;;#年分类( 已经在"#$%年
最后期限之前五年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 中将极端贫困
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 最新估计显示* 每日生活费低于
$,"%美元的人口比例从$;;#年的87,=9下降到"#$$年的
$:,#9! 根据过去十年各国增长速度所做的预测表明* 极
端贫困率在"#$%年将下降至$7,89 &图$+(* 比基准线下
降了三分之二还多!

虽然发展中国家整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各
地区间减少贫困的进度很不平衡! 东亚和亚太地区在缓解
长期贫困方面成绩惊人* 每日生活费低于$,"%美元的人口
比例从$;;#年的%<,"9下降到"#$$年的:,;9! 欧洲+ 中
亚+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等较富裕地区
极端贫困率较低* 而且自"#世纪;#年代中期后* 贫困人口
不断下降* 已在"#$#年实现了目标! 南非在过去"%年中贫
困率也在稳步下降* 并在"##<年后实现强力加速* 从而令
该地区在"#$$ 年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 与此相比*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极端贫困率直到"##" 年才开始有所下
降! 虽然在过去十年实现了加速下降* 但仍落后于计划*

而且预计将无法于"#$%年实现目标&见图$+(!

全球日生活费低于$,"%美元人口数量预计也将在"#$%

年比$;;#年水平下降一半! $;;#年至"#$$年间* 极端贫
困人口从$; 亿减少至$# 亿! 而且根据预测* 到"#$% 年*

还将有$,:%亿人摆脱极端贫困! 与$;;#年相比* 极端贫困
人口在全球除了撒哈拉以南地区外都在下降! 该地区由于
人口增长数量超过了贫困降低率* 因此极端贫困人口反而
从$;;#年的",;亿上升至"#$$年的8,$%亿! 南非是世界
上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国家' "#$$年还有8亿人日
生活费不足$,"%美元&表$1(!

$



!!

!!根据目前趋势* 将近一半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千
年发展目标$# 的有关消除贫困的目标! 但是* "#9的国家
严重偏离了轨道* 即按现有发展速度* 即使到"#7#年也无
法将其$;;#年的极端贫困率减少一半&世界银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进展也非常缓慢* 其中大约8%9

的国家严重偏离了轨道&见图$@(! 由世界银行认定的国际
开发协会的大部分成员国由于身处脆弱环境和争端之中*

也属于严重偏离目标国家&图$*(!

"千年发展目标$# 还致力于解决饥饿及营养不良问题!

平均来说* 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比例从$;;#年至$;;"年的
"89下降到"#$"年至"#$8年的$79! 在过去十年中* 大
部分发展中地区的营养不良比例均稳步下降* 但是中东及
北非地区尽管基数很低* 却出现了恶化! "#$7年估计显示*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在"#$"

年至"#$8年实现了将营养不良比例从$;;#年的水平下降一
半的目标! 根据原始线性增长预测* 发展中国家整体将在
"#$%年实现目标* 但是中东及北非地区+ 南亚以及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图$B(!

另一项测量饥饿的指标是儿童体重不足&儿童营养不
良( 情况! 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比例大幅下降* 五岁以下
儿童的比例从$;;#年的"<9下降到"#$7年的$:9! 虽然
成绩可观* 但"#$7年南非的营养不良比例仍居高不下* 为
7"9! 到"#$7年*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亚地区以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实现了将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
比例降至$;;#年的一半! 中东及北非地区预计到"#$%年可
以完成目标! 但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将无法于"#$%年实现目
标* 南亚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亦是如此&图$H(!

不同收入和贷款分组减贫进程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和世界银行EFG数据面板
&&''(' ))*+'+,-./0*1+23,./4)5*46(!

大部分地区营养不良情况得到缓解 !/

注' 不足国家数据为欧洲和中亚地区!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会及联合国粮食计划署&"#$8(!

各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得到缓解 !0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银
行"#$8!

%



!!目标
"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更多的儿童完成初等教育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在很多国家普及初等教育仍很艰难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和世界银行EFG数据面板
&&''(' ))*+'+,-./0*1+23,./4)5*46(!

仍有%%++万儿童不能入学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经过"#世纪;#年代在最贫困国家所进行的进度一般的
普及初等教育运动后* 自"$世纪后取得了加速进步* 尤其
是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成效显著! 但是实现全面
普及仍较为艰难! 此外* 入学率本身也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很多儿童虽然能够入学* 但是会因为费用+ 距离+ 人身问
题及成绩不佳等原因在毕业前辍学! 此外* 另一项挑战是*

即使各国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而现代经济发展也对教育
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初等教育的价值所在仍仅仅被视作是
进入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踏脚石!

几年前看起来就可以在"#$%年实现包括男孩女孩在内
的所有人都能完成初等教育全过程! 但实际上初等教育完
成率)))初等教育最后一年入学人数与初等教育最后一年
入学年龄人口比* 从"##;年开始就一直停滞在;$9! 只有
东亚及亚太地区和欧洲及中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已经实现或
接近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 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稳步提高* 在"#$"年初等教育完成率达
到;%9! 虽然南亚地区的初等教育完成率也在"##;年也达
到了;$9* 但此后进展缓慢! 挑战最大的是撒哈拉以南地
区* 在"#$"年初等教育完成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只有
:#9 &图"+(!

如果具体到各国的表现* 则情况更为微妙' 7%9的发
展中国家已经或即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但是"<9的国
家则完全脱离轨道* 甚至到"#7#年都无实现目标&图"1(!

数据空缺也阻碍了监管工作的进行' 有"8个* 即$:9的发
展中国家数据不足* 无法对其进展进行评估!

&



!!

!!在发展中国家* 未能入学的初等教育学龄儿童自$;;=

年后几乎减少了一半! "$世纪前十年初期* 由于印度的发
展* 南亚未能入学的初等教育学龄儿童人数也大幅减少!

但是仍然有很多孩子无法入学* 或入学后不能持续就读*

甚至完全辍学! "#$"年* 仍有%%##万儿童无法入校学习!

其中<#9的失学儿童在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图
"@(! 阻碍儿童入学的原因包括* 需要他们参加种植和收获
农作物+ 缺乏合适的学校设施及师资以及因学费原因而导
致家长不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上学等!

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有机会入学或留在学校里* 来自
贫困家庭的儿童尤其如此! 以尼日尔为例* 在不能入学的
儿童中* 有三分之二来自于"#9最贫困的家庭! 在完成初
等教育的儿童中* 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儿童人数是来自贫困
家庭儿童人数的三倍还多&图"*(! 该国还面临城乡差异
问题' "#$"年* 城市中有;#9的儿童完成了初等教育* 但
是农村地区完成初等教育比例仅为%$9! 另外* 与女童相
比* 男童的入学及持续就读人数也更多! 来自贫困农村家
庭的女童最具劣势* 而且也最不可能获得人力资本从而转
化为他们最有力的资产* 以帮助她们逃离贫困! 很多国家
在教育方面都面临贫富差异+ 城乡差异以及性别差异的
问题!

一个积极的发展方向是对于教育质量以及学习成绩的
测评和监测的需求日益增长! 而且目前对学习成果进行的
评估的工具也尚不成熟* 无法在各国广泛使用! 实现基本
识字率是测评教育成果的指标之一! 但是对该指标的评估
方法也不完善! 尽管目前有充分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
;#9的青年在"#$"年已基本实现识字* 但是该指标的完成
水平和速度因地区和性别有所差异&图"B(!

接受教育情况的收入" 地区和性别差异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及世界银行教
育统计数据库!

青年识字率进程的地区及性别差异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



!!目标
#

!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力
接受教育的性别差异已经缩小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各地区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性别差距间
的差异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和世界银行EFG数据面板
&&''(' ))*+'+,-./0*1+23,./4)5*46(!

尼日利亚贫困女童通常完成教育率最低 #-

资料来源' 人口与健康调查及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千年发展目标之三涉及加强女性参与社会+ 经济及政
治活动以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 增加女性在公共和私人行
业的机会是发展战略的核心所在! 这不仅有利于女童和妇
女的发展* 而且也可以使社会更加开放包容!

通过入学和就读* 女童可以获得进入劳动力市场+ 照
顾家庭以及根据情况为自己和他人做决策所需要的技能!

千年发展目标之三的目的就是在"#$%年消除所有等级教育
中的性别差异! 在过去"%年中*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女童都
从入学中得到了极大的收获! $;;#年发展中国家女童初等
和中等教育的平均入学率是男童的<79! 到"#$"年* 该比
例升至;:9 &图7+(! 高级教育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也大
幅增长* 从:89增至$#$9! 发展中国家整体可以在初等及
中等教育入学率上实现性别平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8年制定的标准* 目标比例为;:9)$#79(!

但是* 该平均值掩盖了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
异! 南亚进展明显! 在$;;#年至"#$"年间将初等教育和中
等教育的性别差距缩小了8#9以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和中东及北非地区也进步很快*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

这两个地区在初等及中等教育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距仍是
最大的! 根据过去的变化率情况* 这两个地区将无法在
"#$%年实现消除教育性别差距的目标! 此外* 中东及北非
地区中大约一半国家也严重偏离了实现目标的轨道&图
71(! 高等教育方面个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女性和男性入学比例为=89* 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
区则为$"<9! 这些较高的估计致使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
估算也较高* 掩盖了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之间的巨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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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国内也存在很大差异! 与富裕家庭相比* 贫困家
庭通常较难让孩子入学并持续就读! 而来自贫困家庭的女
童情况最为严重! 在尼日利亚* 来自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
庭中只有89的女童能够一直就读到;年级! 而对于最富裕
的五分之一家庭中的女童* 该比例则高达<%9! 在最贫困
的五分之一家庭中* 有$%9的男童可以完成九年教育* 但
女童比例只有89 &图7@(!

女性长时间工作* 并为家庭的经济状况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但是很多人并未因为所做的劳动或在非正式领域的
工作而得到报酬! 这些形式不确定的工作通常不被算作经
济活动* 因此没有正式的工作合同* 也缺乏相应的社会保
护和保障* 工人们通常会陷入贫困之中! 在很多国家* 与
男性相比* 通常有更多的女性在家庭经营的场所免费工作
&根据第八版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指标数据* 见图
7*(! 在南亚和中东以及北非地区* 在非农业部门从事带薪
工作的女性比例低于"#9! 在过去几年中* 该比例上升微
乎其微! 在欧洲及中亚地区* 女性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比
例最高* 几乎与男性相同&图7B(!

根据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来看* 与$;;#年相比*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公共生活和最高决策中! 在该方面*

"#$8年*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地
区* 达到了":9! 紧随其后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为
"79! 变化最大的是中东及北非地区! 在$;;# 年至"#$8

年* 该地区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翻了两番&图7H(! 就
具体国家而言* 卢旺达在"#$8年以=89的比例领先于其他
国家! 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9的比例!

在很多国家# 女性从事无酬家族工作的
人数高于男性 #.

资料来源' 第八版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指标数据!

女性从事有偿非农业部门工作
人数少于男性 #/

资料来源' 第八版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指标数据!

更多女性获得决策地位 #0

资料来源' 各国议会联盟!

)



!!目标
$

!降低儿童死亡率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 $)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

千年发展目标之四进展情况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和世界银行EFG数据面板
&&''(' ))*+'+,-./0*1+23,./4)5*46(!

大部分死亡都发生在出生第一年 $-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

过去二十年实现了儿童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每年$%岁
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将近减少了一半! $;;#年$%岁以下儿童
死亡人数为$7## 万* 到$;;; 年降低到不到$### 万* 到
"#$7年则仅为=##多万! 这表示与$;;#年相比* 每天少死
亡$,:万名儿童!

千年发展目标之四是在$;;#年至"#$%年将五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二! $;;#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死亡率
是每$###个活产儿死亡;;例! 到"#$7年已经下降到%#例
)))也就是$;;#年死亡率的一半! 这个进步是巨大的! 但
是根据目前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整体将无法达到千年发展
目标的计划! 虽然自"###年后有了较快改善* 但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及南亚的儿童死亡率仍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
地区&图8+(!

有%7个发展中国家&7<9( 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目
标* 但根据最近的趋势* 仍有<8个国家&=$9( 无法实现
目标&图81(! 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年均下降率从
$;;#)$;;%年的$,"9增加到"##%)"#$7年的89! 如果能
从$;;#年开始以此速度下降* 那么将可以在"#$%年完成千
年发展目标之四的计划! 若能保持此下降速度* 将可以在
"#$=年实现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

虽然死亡人数有大幅下降* 但是大部分儿童的死亡原
因用现有手段是可以得到预防或治疗的! 肺炎+ 痢疾和疟
疾是最常见的原因! 因这三种疾病死亡的儿童大约占五岁
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的7#9! 在五岁以下死亡的儿童中* 大
约有:89发生在出生后第一年! 其中有=#9发生在新生儿
时期&出生后第一个月* 图8@(! 早产&孕周7:周前( 并
发症占新生儿死亡的7%9* 出生时因并发症死亡的占"8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8(! 由于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低
于新生期后死亡率的下降* 新生儿死亡人数占五岁以下死
亡人数的比例从$;;#年的7:9上升到"#$7年的889! 因
此解决新生儿死亡率问题会对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产
生主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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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 "#个发展中国家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约为
8=#万* 占全球的:79! 这些国家通常较大* 出生率很高*

不过其中很多国家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将儿童死亡率大幅减
少! 在这"#个国家中* 孟加拉+ 巴西+ 中国+ 埃及+ 埃塞
俄比亚+ 印度尼西亚+ 马拉维+ 尼日尔以及坦桑尼亚已经
或有望在"#$%年实现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的目标! 假设"#$7年仍保持$;;#年的死亡率水平* 以上;

个国家会增加"%#万死亡儿童* 其他$$个国家儿童死亡人
数也会增加7=#万&图8*(!

麻疹疫苗注射率是监控千年发展目标之四实现情况的
一个指标! "#$7年* 发展中国家一岁儿童麻疹疫苗注射率
已经达到<79! 自$;;#年后*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及南亚
的麻疹疫苗注射率均在上升* 但最近却有所减缓! 该情况
令人担心* 因为可能会给进一步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带来挑战&图8B(!

"+个国家中减少了&++多万死亡案例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计算!

麻疹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计算!

!!



!!目标
%

!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孕产妇死亡人数更多 %)

资料来源' 联合国跨机构孕产妇死亡率评估小组!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进展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和世界银行EFG数据面板
&&''(' ))*+'+,-./0*1+23,./4)5*46(!

降低母亲的风险 %-

资料来源' 联合国跨机构孕产妇死亡率评估小组!

!!虽然很多产妇的死亡都可以避免* 但怀孕和分娩并不
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每天* 大约有<##名妇女在分娩之前+

分娩时* 或分娩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 "#$81(! 据估计*

"#$7年全球大约有"<,;万孕产妇死亡* 其中;;9发生在发
展中国家! 一半以上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四分之一发生在南亚地区!

不过*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减少孕产妇死亡
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南亚将孕产妇死亡率从$;;#年
的每$#万活产儿中%%#例减少到"#$7年的$;#例* 下降了
=%9!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孕产死亡数量是南亚的两
倍还多* 但是也将死亡率减少了将近%#9! 中亚及太平洋
地区+ 欧洲及中亚以及中东及北非都将孕产妇死亡率减少
了%#9以上&图%+(!

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孕产妇死亡率的减
少速度仍低于"千年发展目标# 预定的在$;;# 年至"#$%

将孕产妇死亡率减少:%9的目标! 平均而言* 没有任何一
个发展中地区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平均年降低率从
$;;#)$;;%年的$,$9增加到"##%)"#$7年的7,$9! 最近
的减少率已经越来越接近%,%9! 如果能从$;;#年起以此
减少率发展* 将可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五的计划! 最新
数据表明* 一些发展中国家&$%个* 占全部的$$9( 已经
或即将实现该目标&图%1(!

孕产妇死亡率可以用于估计孕产妇在每次生产时的风
险! 这一风险是和每次怀孕密切相关的! 由于贫穷国家的
女性子女较多* 条件也更为危险* 因此她们一生中因孕产
而死亡的风险百倍甚至更多地大于高收入国家的女性! 改
善卫生保健并降低生育率减少了所有地区在这方面的终身
风险! 但是在"#$7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龄在$%)

8;的女性在生产时仍面临",=9的死亡率! 不过已经比
$;;#年下降了=9还多! 在乍得和索马里这两个更为脆弱的
国家* 终身风险超过%9* 也就是平均每"#个女性中就有
一人在生产时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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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应从计划生育和避孕入手* 采取综
合措施来提高女性的生殖健康! 在提供数据的国家中* 结
婚或与他人结合的女性中* 有一半以上会采取避孕措施!

但是仍有","%亿女性虽然想推迟或停止分娩却没有使用有
效的计划生育方法&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古特马赫研
究所* "#$8(! 各地区育龄妇女中需要但是没有避孕的比例
差异很大&图%*(!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展开的调查多
于其他地区! 而其中大部分均显示有大量计划生育的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较早生育的女性生育多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 其所面
临的生产死亡风险或患上严重妊娠综合症的风险也更大!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青春期生育率居世界首位* 虽然已
经开始下降* 但速度非常缓慢&图%B(! 与此相比* 南亚的
下降速度非常快!

孕妇的很多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生产前通过拜访经训练
的卫生人员得到预防或治疗!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键之
一是在生产时提供熟练的陪同人员* 并在出现大出血和高
血压等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下提供住院治疗! 在南亚以及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只有一半的生产有医生+ 护士或经
过培训的助产士的陪同&图%H(!

广泛的避孕需求 %.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司及家庭调查&包括人口和健康
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

青年女性生育率越来越低 %/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司!

每个妈妈都需要照顾 %0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家庭调查&包括人口和
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

!#



!!目标
&

!防治艾滋病! 疟疾及其他疾病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23

感染率持续下降 &)

资料来源'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防治123蔓延取得的进步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

知识有助于控制12345267的传播 &-

资料来源' 家庭调查&包括人口和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
集调查(!

!!艾滋病+ 疟疾及肺结核属于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传染
病! 在非洲* 艾滋病导致已经有所提高的平均寿命水平倒
退了数十年* 令数百万儿童沦为孤儿! 疟疾吞噬了大量幼小
儿童的生命* 并严重削弱了成年人的生产能力! 肺结核在
"#$7年夺取了$$#万人的生命* 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龄在$%)

8%岁之间* 更侵蚀了数百万人的身体! 千年发展目标之六旨
在于"#$%年抑制并开始扭转这些疾病传播和发生的势头!

"#$7年约有7D%##万名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 世
界上大部分地区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在持续下降'

"#$7年仅有"$# 万人感染上艾滋病* 比"##$ 年下降了
7<9, 比"#$$年下降了$79! 虽然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在
逐渐减少* 符合到"#$%年抑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传播的目
标* 但是全球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年人比例并未降低* 自
"###年后一直持续在#,<9左右!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是
艾滋病流行的中心! 不过* 随着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
疗患者的存活率逐渐增加* 艾滋病患者的比例已经开始下
降&图=+和图=1(! "#$7年底* 全球有$,";亿人接受了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未接受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比例已经从"##=年的;#9减少到"#$7

年的=79 &IAJKFL* "#$8(!

扭转艾滋病病毒的流行* 需要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以及
有可能被感染的人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了解有关致病原
因+ 疾病传播以及如何避免感染的知识是行动的起点! 分
辨虚假信息的能力也是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知
识层面上仍存在巨大的差距! 很多年轻人对艾滋病病毒知
之甚少* 仍在继续着危险的行为! "#$7年* 在艾滋病病毒
感染率最高的$#个国家中* 只有两个国家&纳米比亚和斯
威士兰( 中$%)"8岁的男性和女性中有一半在接受测试时
表明知道两种预防艾滋病病毒的方法* 和拒绝三种有关艾
滋病病毒的错误观念&图=@(! 在肯尼亚和莫桑比克* 男性
的调查得分超过了%#9* 但是女性差距很大! 这与津巴布
韦的情况完全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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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新增;##万例肺结核病例* 有$%#万人因肺结
核而死亡! 但是肺结核的发病率+ 患病率以及死亡率都在
下降&图=*(! 肺结核发病率从"###年到"#$7年平均每年
下降$,%9! 到"#$7年* 肺结核患病率已经从$;;#年起下
降了8$9* 死亡率下降了8%9 &MNO* "#$8+(! 就全球而
言* 到"#$%年抑制并扭转肺结核发病率的目标业已实现!

根据估计* "#$7年全球大约有"亿人患有疟疾* 并导
致=#万人死亡! 估计有7"亿人面临被疟疾感染以及发病的
风险* 其中$"亿人处于高危状态! 但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
进步! "#$7年* 有两个国家第一次本土病例报告为零&阿
塞拜疆和斯里兰卡(, 有$$个国家一直保持零发病&阿根
廷+ 亚美尼亚+ 埃及+ 伊拉克+ 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坦+

摩洛哥+ 阿曼+ 巴拉圭+ 土库曼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

MNO* "#$8@(! 虽然所有地区均有疟疾发病* 但是致死性
疟原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最多! 经杀虫剂处理的蚊
帐已经被证实能够有效防止疟疾的传播* 这种蚊帐在该地
区儿童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图=B(! 更好的检查以及结
合青蒿素药物的综合治疗方法能够有效改善对高危人群的
治疗效果! 但是疟疾很难控制! 有证据表明* 已经出现了
对青蒿素以及处理蚊帐用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

越来越少的人感染" 携带或死于肺结核 &.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

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使用率越来越高 &/

资料来源' 家庭调查&包括人口和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
集调查* 疟疾指标调查及多指标类集调查(!

!%



!!目标
'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

资料来源' 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使用安全饮用水方面已取得进展 ',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和卫生
联合监测项目!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使用
基本卫生设施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 '-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和卫生
联合监测项目!

!!千年发展目标之七对于这个星球目前和今后的居民来
说都有着非常长远的意义! 该目标旨在解决自然和人工环
境方面的问题' 扭转对自然资源造成的损失* 包括生物多
样性* 提高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使用率* 以及改善贫民
窟居民的生活条件! 这一目标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 即达
到既不损耗自然和人工资本储蓄又能改善人类生活这一
平衡!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持续增加* 让数十亿人遭受到气
候变暖的影响* 其中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温度升高* 降
水模式改变* 海平面上升以及气候带来的灾害频发都给农
业及食物和水的供应带来危险! "#$#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了77=亿吨* 比$;;#年$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基准量
增加了%$9之多&图:+(! 估计"#$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7=#亿吨! 不过"9的年增长率略低于
"###年以来79的年均增长率!

千年发展目标之七要求到"#$%年将无法获得改善水源
和卫生设施的人数减少一半! $;;#年* 全球有近$7亿人无
法从方便+ 受保护的水源获得饮用水! 截至"#$"年* 这一
数字下降到:,%"亿人* 减少了8$9! 发展中国家中能够使
用到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从$;;#年的:#9上升到"#$"年
的<:9* 已经达到了到"#$%年有<%9的人能使用到改善水
源的目标! 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但仍有"<9的国家严
重偏离轨道* 无法完成饮用水方面的目标! 有%"个国家没
有取得能够实现该目标的进展, 有$<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数
据显示它们是否能够在"#$%年达到目标!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滞后最为严重* 有7=9的人口无法使用到改善后的水
源&图:1(!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成效显著* 从$;;# 只有
=<9的人能获得改善后的水源* 发展到"#$"年的;$9! 而
其他地区均为<;9多!

!&



!!

!!$;;#年* 发展中国家中只有7%9的人可以使用到抽水
马桶等改良的卫生设施! 到"#$"年* 该数字上升到%:9!

但是仍有"%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缺乏改良卫生设施!

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 只有879的农村人口能够
使用到改良卫生设施* 但在城市地区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
人口比例则为:79! 这种巨大的差距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尤为严重! 这也是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卫生设施
的目标很难按时实现的主要原因&图:@(!

森林减少威胁着贫困人口的生计* 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的栖息地* 也破坏了有助于缓和气候的重要碳汇! 自$;;#

年后森林净损失巨大* 尤其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而且其他地方森林数量的增加也只能
进行部分补偿&图:*(! "##")"#$"年森林减少面积有所
放缓* 但是目前趋势下* 零净损失的目标在未来"#年仍无
法达到!

保护森林和其他陆地及海洋地区有助于保护植物和动
物栖息地以及物种多样性! 到"#$"年* 全世界$89的陆地
面积和$"9的海洋面积已经得到了保护* 自$;;#年后提高
了=9 &图:B(!

森林面积减少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因此保
护栖息地对于阻止生物多样性降低至关重要! 由于气候变
化+ 过度捕捞+ 污染以及栖息地退化导致很多物种都面临
威胁! 保护工作的重点是保护那些生物多样性高的地区!

濒危物种的数量是衡量该地区是否急需保护的标准! 在所
评估的物种中* 濒危植物物种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地区* 濒危鱼类物种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 而濒危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最多的地区是东
亚及太平洋地区&图:H(!

各地区森林减少和增加面积 '.

资料来源' 粮食和农业组织!

世界各国保护区域面积大幅增长 '/

资料来源' 联合国环境署P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濒危物种数量是衡量生物多样性
减少的重要标准 '0

资料来源'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单!

!'



!!目标
(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资助已然增加 ()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国内对农业的补贴超过外来援助 (,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发展中国家出口商机会增加 (-

资料来源'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贸易中心* 联合国贸易
发展会议!

千年发展目标之八聚焦发展的多维特性* 以及富裕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快速+ 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的需求! 该目标认识到* 对于大国和小国来说*

对于内陆国家和被大面积海洋包围隔绝的国家来说* 所面
临的发展挑战是不一样的! 该目标还认识到* 建立并维护
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不会止于某一个数
据* 或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增加对最贫困国家和高债务国
家的援助以及债务减免只是所要求采取的一部分措施! 同
时* 千年发展目标之八还强调需要减少贸易壁垒* 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 并分享新通讯技术带来的益处!

"#$7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QRF( 发展援助委
员会&FJR( 提供了$7%#亿的官方发展援助&OFJ(* 比
"#$"年的实际数字增加了=,$9! 在经历了"#世纪;#年代
大部分时间的下降后* 官方发展援助从$;;:年:$#亿美元
稳步增加到"#$#年的$78#亿美元! "##<年爆发的经济危
机迫使很多政府采取审慎措施并削减援助预算* 因此官方
发展援助在"#$$年和"#$"年也有所下降! "#$7年的反弹
源于很多成员国在持续预算压力的情况下* 仍然增加了对
外援助! 而且发展援助委员会增加了%个新成员国' 捷克+

冰岛+ 波兰+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图<+(!

总的来说* 经合发展组织中的大部分国家为高收入经
济体* 但是也有中高收入经济体* 如墨西哥和土耳其! 这
些经济体对国内农产品生产的支持是官方发展援助的",%

倍! "#$7年* 对农业的总官方发展援助约为788#亿美元*

其中="9提供给了欧洲和美国的农产品生产商&图<1(!

很多富裕国家都承诺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开放市
场* 协助开展贸易* 并开展在"#$7年$"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重申的出入境手续改革! 虽然
速度较为缓和* 但经合组织经济体承诺免关税的商品比例
&不包括武器( 持续增加! 不过* 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及动植
物检疫标准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免税准入* 从而阻
碍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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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后* 由于出口收益的增加+ 债务管理的改
善+ 债务结构重组以及最近几年国际资本市场更具吸引力
的借贷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偿付能力明显改善! 最贫
困国家以及债务最多的国家也从大范围的债务减免中获益'

7;个符合"重债穷国动议# 和多边债务减免项目国家中的
7%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程序! "#$7 年的偿债出口比平均为
$$9* 是"### 年水平的一半! 但是各地区差异很大&图
<*(! 考虑到全球前景不明朗+ 软商品价格以及预计在未来
两到三年中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将增加"#9 &自"#$#年后
发展中国家综合外债存量增加了779(* 该比率可能会继续
上升!

电信行业是促进发展的重要工具* 新技术在各个领域
创造了新的机会! 固定电话系统在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顶
峰* 而且永远不会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使用水平! "#$7 年*

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达到=:亿, "#$8年预计将接近:#

亿用户! 在高收入经济体中* 每$##人就有$"$个使用量*

超过每人一部! 在中低收入经集体中* 为<%* 在低收入国
家为%% &图<B(!

移动电话是接入因特网的途径之一! "###年* 因特网
使用在高收入经济体迅速增加*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仍
鲜有发展! 现在* 发展中国家开始迎头赶上! 从"###年以
后* 发展中国家每百人中的因特网用户数量以每年":9的
速度增加! 比如* 从"#$#年后* 东亚人口中使用因特网的
人口比例已经翻番* 达到了"#$7年的$89! 和电话一样*

因特网的使用也与收入水平密切挂钩! 南亚及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低收入经济体明显落后! 现在8#亿人口中的一
半还没有使用因特网&图<H(!

偿债负担开始加重 (.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移动电话使用量快速增加 (/

资料来源' 国际电信联盟!

因特网使用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 (0

资料来源' 国际电信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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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除极端贫困
具体目标$,J!$;;#)"#$%年间* 将每日收入低于$美元的人口

比例减少一半
$,$!每日生活费低于$美元&购买力平价( 的人口所占比重+

$,"!贫困差距率&发生率S贫困程度(

$,7!最贫困的$)%人口在国民消费中所占比重
具体目标$,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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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就业人口的人均GF>增长率
$,%!人口就业率
$,=!就业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美元&购买力平价(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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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年间* 将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减
少一半

$,<!%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发生率
$,;!饮食中摄入能量少于最低标准的人口所占比重

目标"8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具体目标",J! 到"#$%年* 确保全球儿童&不论男女( 都能完

成小学全部课程
",$!初等教育的净入学率
","!入学儿童中小学毕业的儿童所占的比重
",7!$%)"8岁年龄组人口的识字率

目标#8 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力
具体目标7,J!最好在"##%年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性

别不平等* 最迟于"#$%年前消除各级别教育中的
性别不平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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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女性在国家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重

目标$8 降低儿童死亡率
具体目标8,J!$;;#)"#$%年间* 将%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少")7 8,$!%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8,"!婴儿死亡率
8,7!$岁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的比例

目标%8 提高孕产妇健康水平
具体目标%,J!$;;#)"#$%年间* 将孕产妇死亡率减少7)8 %,$!孕产妇死亡率

%,"!在熟练医护人员护理下的分娩比率
具体目标%,T!到"#$%年* 实现生殖健康服务的普及 %,7!避孕普及率

%,8!青少年生育率
%,%!产前护理覆盖率&接受至少$次和至少8次产前检查(

%,=!家庭意外怀孕率
目标&8防治艾滋病" 疟疾和其他疾病
具体目标=,J!到"#$% 年* 遏制并开始逆转NKU)JKFL 的蔓

延趋势
=,$!NKU在$%)"8岁人口中的传播情况
=,"!上一次高风险性行为中避孕套的使用情况
=,7!全面+ 正确了解NKU)JKFL知识的$%)"8岁年龄段人口的比例
=,8!$#)$8岁年龄段的孤儿与非孤儿入学人数的比例

具体目标=,T!到"#$#年* 针对所有需要NKU)JKFL治疗的病人
实现治疗的普及

=,%!可获得抗逆转录&酶( 病毒药物的NKU重度感染者的比例

具体目标=,R!到"#$%年* 遏制并开始逆转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
的发生

=,=!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岁以下儿童睡在经过处理的蚊帐中的比例
=,<!%岁以下儿童发烧后服用适当的抗疟疾药物的比例
=,;!肺结核的感染率+ 传播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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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在"###年;月签订* 其中包括$8:个国家政府首脑&---,V2,./4)5C00B22CV5)*B@0+/+'C.2)+/B6%%"B,&'5(*

"##%年;月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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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联合国大会* "##:年$$月$8日第$"次会议上相关机构和专家组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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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目标:,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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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 到"#$#年实现损失率的大
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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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目标:,R!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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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改善的水资源的人口比重
:,;!使用改善的环卫设施的人口比重

具体目标:,F!到"#"#年* 使至少$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显
著改善

:,$#!生活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比重1

目标(8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具体目标<,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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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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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来实
现(

具体目标<,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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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占OQRF)FJR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OQRF)FJ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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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OQRF)FJR捐助国提供的无附加条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所占比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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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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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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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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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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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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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额占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的比重

具体目标<,Q!与制药公司合作*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
必需药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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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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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每百人中的固定电话用户
<,$%!每百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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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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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或者以上(* 以及住所由非耐用材料建成!

"!



!!日生活费!9"%美元的贫困人口率指按"++%年
购买力平价计算日生活费低于!9"%美元的人口比
重$ 同时也指极端贫困! 按"##% 年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美元的贫困线是全世界最贫困的$%个国
家的平均贫困线!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或政府或国际
机构监督下的私人机构所做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估
算! 用于对贫困程度进行估算的收入和消费数据也

来自家庭调查! 最新的全面更新是"#$$年所做的
估算! 对"##多万个随机抽取的家庭所做的调查*

可以代表发展中国家<%9的人口情况! 该调查涵盖
了$"<个发展中国家&$;;#年所确定(! 地图中显
示的是为生成"#$$年地区和全球贫困数字所做的
各国贫困估算!

""



!!发展中国家整体比"#$%年最后期限提前%年完成了将
极端贫困低降低一半的计划!

!!$;;#年至"#$$年* 全球日生活费低于$,"%美元的人口
数量从$;亿减少到$#亿! 预计到"#$%年将比$;;#年的水
平降低一半

!

!

!

!

!

!

!!发展中国家日生活费低于$,"%美元的人口比重从$;;#

年的87,=9下降到"#$$年的$:,#9!

!!"#$$年* 全世界约$#亿极端贫困人口中的近=#9生活
在以下五个国家' 印度+ 尼日利亚+ 中国+ 孟加拉和刚果民
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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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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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估算以回归法为基础, 其他按"#$$年国际比较项目的基准估计值推断! 1,估计为中高收入经济体&8D$"=)$"D:8%美元(! @,估计为高
收入经济体&$"D:8=美元及以上(!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完成修改其报告的官方统计数据后* 将对该数据系列进行重新计算! B,

阿根廷的数据为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官方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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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和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质量问题! 自"##<年以来* 阿根廷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官方数据明显高于其他数据来源* 而通胀率则明显偏低! 为此* 世界银行
也使用其他数据来源对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发展进行监测! H,大于#* 但小于%#! 4,塞浦路斯政府控制地区的数据! &,估计为中低收入经济体
&$D#8=)8D$"%美元(! C,大于#但小于%#D###! X,不包括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3,指无冰雪地区! 0,大于#但小于#,%! 5,包括在基于早期数据的中
高收入经济体总和中! 2,包括在基于早期数据的低收入经济体总和中! .,估计为低收入经济体&$D#8%美元及以下(! (,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

Y,包括前西属撒哈拉地区! /,暂时估计! 6,包括在基于早期数据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总和中! ',包括南苏丹!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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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收入总值衡量*

GAK( 和产出&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GF>( 是衡量一个
经济体规模的基本指标! 而且也表明了实际和潜在的资源
大致情况! 因此* 它们在$世界发展指标% 中常被用来规
范其他指标!

人口
人口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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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估算! 即使在高收入国家* 误差和遗漏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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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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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指标的可比性也收到了限制!

与前一轮相比* "#$#年进行本轮&"##%)"#$8( 人口
普查的国家更多! 截至"#$8年$"月&"#$#轮人口普查结
束时间(* 已经对世界估算人口中的;79进行了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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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近期普查数据及其前后年份人口数据估计的发展
中国家的估算数据* 由联合国人口署和其他机构提供! 队
列要素法)))估算和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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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样本的覆盖率通常较小或较为有限! 人口估算来源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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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以%岁为一个年龄组* 且使用的是% 年间的数
据* 由插入法获得的年度数据或单一年龄结构可能无法反
映实际情况或年龄组成!

地表面积
地表面积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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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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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特征来划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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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表格中的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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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规模
GAK包含居民申报的国内和国外居民收入的增加值!

GAK由GF>加上来自于非居民的主要收入净值&员工薪资
和财产收入( 组成! 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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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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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修订8 所决定! 为方便分析* 世界银行使用美
元计价的G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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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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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将国民总收入
&GAK( 和人均国民收入&GAK( 折合成国际美元计价的估
计值! 购买力平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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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力平价是通过同时比较大量国家之间的相似商品
和服务价格来进行计算的! 在"#$$ 年的国际比较项目
&KR>( 中* 共有$::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参加* 另有""个国
家部分参与了比较! 表中8:个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购
买力平价值由欧盟统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QRF(

提供! 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估算值包含了自"#$$年起收
集的新价格数据! 对于其他参与了"#$$年国际比较项目的
经济体* 根据"#$$年的KR>基准结果外推进行估算* 表明
了各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 对于没有参加
"#$$年比较项目的国家* 其购买力平价则使用统计模型进
行估算! 关于"#$$年国际比较项目结果的更多信息* 可查
询&''(' ))C@(,-./0*1+23,./4!

GF>增长率及人均GF>的计算使用了以本地货币计量
的不变价格数据! 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的增长率则使用
美元计量的不变价格数据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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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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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人口基于实际人口的实际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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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居民生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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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合为当前美元价值! 国民总收入%购买力平
价& 是将GAK以购买力平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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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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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数据进行计算! 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国民生产总值&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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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半数以上国家人口数据的来源* 其中大多数为发
展中国家! 其他重要的来源包括人口普查报告和其他来自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出版物, 欧盟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库, 联
合国人口署的$人口和人口动态统计报告%, 以及美国人口
普查局的国际数据库!

地表和土地面积的数据来自于粮食和农业组织* 数据
是通过向国家机构发放年度调查问卷并分析年度全国农业
普查结果得到的!

城市人口占比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署&"#$8(!

GAK+ 人均GAK+ GF>增长及GF>人均增长率由世界
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估算而得! 国民经济
核算数据由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在进行经济任务期间收集*

或是由各国统计机构向其他国际组织&如OQRF( 进行的
报告! 购买力平价值由欧盟统计局)OQRF和世界银行的工
作人员根据KR>所收集数据估算而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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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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3,./4)'+10B)和数据表编号&例如*

&''('))-*C,-./0*1+23,./4)'+10B)$,$(!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线

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C2*C@+'./)和
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K2*C@+'./)L>,

>O>,ZOZ[(!

!9! 经济规模
人口"""""""""""""""""""

L>,>O>,ZOZ[

地表面积"""""""""""""""""""

JG,L\W,ZOZ[,]"

人口密度"""""""""""""""""""

QA,>O>,FALZ

国民总收入* 图表集法"""""""""""""""""""

Â ,GA>,JZ[L,RF

人均国民总收入* 图表集法"""""""""""""""""""

Â ,GA>,>RJ>,RF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收入"""""""""""""""""""

Â ,GA>,E]Z>,>>,RF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总
收入
"""""""""""""""""""

Â ,GA>,>RJ>,>>,RF

国内生产总值"""""""""""""""""""

Â ,GF>,E]Z>,]F,_G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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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F>,>RJ>,]F,_G

!9"8千年发展目标! 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活
最贫困的$)%人口在国民消费或收
入中所占份额
"""""""""""""""""""

LK,FLZ,W\LZ,"#

脆弱性就业"""""""""""""""""""

L[,QE>,UI[A,_L

营养不良和体重不足患病率"""""""""""""""""""

LN,LZJ,EJ[A,_L

初等教育毕业率"""""""""""""""""""

LQ,>\E,RE>Z,_L

小学和中学女生与男生入学比
率
"""""""""""""""""""

LQ,QA\,>\LR,WE,_L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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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F̂ A,EO\Z

!9#8千年发展目标! 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
孕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

LN,LZJ,EE\Z

避孕普及率"""""""""""""""""""

L>,F̂ A,ROAI,_L

艾滋病患病率"""""""""""""""""""

LN,F̂ A,JKFL,_L

肺结核患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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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ZTL,KARF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QA,JZE,RO"Q,>R

国家陆地和海洋保护区"""""""""""""""""""

Q\,>ZF,ZOZ[,_L

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

LN,LZJ,JRLA

互联网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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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Z,AQZ,ILQ\,>_

!9$8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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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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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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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发展进程中的女性状况
女性人口"""""""""""""""""""

L>,>O>,ZOZ[,WQ,_L

出生时预期寿命* 男性"""""""""""""""""""

L>,F̂ A,[Q##,EJ,KA

出生时预期寿命* 女性"""""""""""""""""""

L>,F̂ A,[Q##,WQ,KA

获得孕期保健的孕妇"""""""""""""""""""

LN,LZJ,JAUR,_L

青少年母亲"""""""""""""""""""

L>,EZ\,$%$;,_L

非农业部门中带薪就业的女性"""""""""""""""""""

L[,QE>,KALU,WQ,_L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 男性"""""""""""""""""""

L[,WJE,MO\],EJ,_L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 女性"""""""""""""""""""

L[,WJE,MO\],WQ,_L

女性非全日制工作者"""""""""""""""""""

L[,Z[W,>J\Z,Z[,WQ,_L

女性法律工作者+ 高级官员和管
理者
"""""""""""""""""""

LG,GQA,[LOE,_L

议会中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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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GQA,>J\[,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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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调查的基准期! 如果调查基准期涉及多个日历年份*

将使用调查进行的主要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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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回归估算的经购买力平价
转换的美元! B,只包括城市地区!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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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基于城市价格的购买力平
价换算系数! &,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加权平均估算值! C,利用分组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人均消费和分布进行的参数估计! X,基于基准国家购买
力平价估算值进行调整* 以说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

#$



贫困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0AB'数据库&&''(' ))C/B6B+/@&,-./0*1+23,./4)>.?@+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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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率
关于数据

!!世界银行利用"" 国住户调查数据&\+?+00C.2+ F+''和
?+2 *BM+00B* $;;$( 在$$;;# 年世界发展报告' 贫困%

&世界银行* $;;#( 中* 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情况作出
了全球性估计! 从那时起* 开展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的国
家数量大幅增加!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建立了数据库并
定期更新* 让新的调查数据可以得到使用&这样可以包含
更多没有收录在表中的近期数据或对数据的修订(* 并大约
每三年对消除贫困的进程进行一次重大评估! 最新一次综
合性重新评估与"#$8年$#月完成! 当时已公布了"#$$年
对发展中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整体&即$;;#年被定位低
或中等收入的国家( 及全世界极端贫困估算值! 可以在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和数据库中查到修改和更新
过的贫困数据!

同以往一样* 最新的贫困估算值也综合了来自"##%年
国际比较项目中的家庭消费购买力平价&>>>( 汇率数据
与来自原始家庭调查中的收入和消费数据! "#$%年的预测
将使用最新发布的"#$$年估算值作为基线* 并假设家庭平
均收入或消费将随着$"#$8 全球经济展望% &世界银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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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0'&L'+'6数据库中的人口预测&&''(' ))*+'+̀

'.(C@6,-./0*1+23,./4)&2(( !

>.?@+0AB'& &''(' ))C/B6B+/@&,-./0*1+23,./4)>.?@+0AB'(

是一种交互式计算工具* 允许用户复制这些具有国际可比
性的按日生活费$,"%美元和"美元对各国+ 发展中国家地
区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所作的贫困估计* 并计算传统国家
组别和不同贫困基准线下的贫困程度! 贫困及公平数据门
户网站& &''(' ))(.?B/'a*+'+,-./0*1+23,./4)(.?B/'a)&.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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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表格中反映了具有国际
可比性的估计值* 这些均由>.?+0AB'生成* 并与之保持
一致!

数据可用性
世界银行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贫困监测数据库中收入或

详细消费的数据来自$"<个发展中国家和"$个高收入国家
&按$;;#年分类( 所进行的一千多个家庭调查! 对于高收
入国家来说* 估计值仅包括不平等和收入分配情况! "#$$

年的估算使用了一百多万个随机抽样家庭的数据* 代表了
发展中国家<%9的人口情况! 尽管监测贫困的工作在过去
十年里取得了进展* 但是挑战仍然存在! 住户调查的及时
性+ 频率+ 质量+ 和可比性仍需大幅提高* 尤其在最贫困
国家之中! 一些小国+ 情况脆弱的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甚

至中等收入国家贫困监测数据的获得仍面临困难* 质量也
很低!

一些国家提供数据的频率较低且缺乏可比性* 导致无
法确定减贫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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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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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如何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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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时并不一定能
够获得有关消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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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时* 也会因为非市场商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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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产产品* 在欠发达地区
的农村经济中尤其重要( 应包括在总消费支出中* 但是在
实际操作中可能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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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统计数字以消费数据为基础* 当无法获得消费
数据时则以收入数据为基础! 对其中相同调查中两种数据
均可获得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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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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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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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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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穷的家庭也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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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可能在物理上或

#&



贫困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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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C2B3+ EC6'C+B2和\+?+00C.2* "##:(!

国际贫困线
对贫困估计的国际性比较涉及概念和实践两方面的问

题! 各国对贫穷有不同的定义* 因而很难跨国比较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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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来* 世界银
行旨在使用一套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极端贫困* 以世界上最
贫困的国家中贫穷的含义作为基准锚! 不同国家人民的福
利可通过调整货币的购买力* 在同一规模上进行衡量! 通
常使用的以$;<%年的国际价格计量并使用购买力平价调整
为当地货币的每天$美元的标准* 被$$;;#年世界发展报
告% 选用* 因为这是当时典型的低收入国家选择的贫困线!

早期版本的$世界发展指标% 使用佩恩表中的购买力
平价将以本地货币计量的价值换算为具有同等购买力的美
元计量价值! 后期的版本则使用世界银行开发的$;;7年消
费购买力平价估算进行换算! 在"##%年轮次国际比较项目
中编制的购买力平价发布后* 国际贫困线作出了相应调整!

此次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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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以"##% 年购买力平价计
算(* 代表了$%个根据人均消费排名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
均值&\+?+00C.2* R&B2* +2* L+24/+V0+* "##;(! 新的贫困线
沿用了极端贫困的标准' 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代表性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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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还将根据"#$$年轮次的国际比较项目中的购买力
平价估算值对国际贫困线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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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被用于进行全球贫困性估计! 但购
买力平价汇率是为比较国民经济核算总额而设计的* 并非
用于进行国际贫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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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国际贫困线是指以"##%年价格计算

的每天$,"%美元和",## 美元的标准* 以国际比较项目估
计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换算成当地货币进行计量的国际
贫困线! 基础年度为进行调查的基础期* 当调查基础期横
跨多个日历年时* 为主要调查所进行的年度! 日生活费不
足!9"%美元的人口和不足"美元的人口是指以"##%年国际
价格计算* 每天生活费不足$,"%美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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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AB'的在线数据库和工具& &''(' ))

C/B6B+/@&,-./0*1+23,./4)>.?@+0AB'( 中包含了最新的全部时
间序列的国家间可比数据! 贫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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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程度由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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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6B+/@&,-./0*1+23,./4)>.?@+0̀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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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关于数据

!!世界银行在宣布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 促进共
同富裕的双目标后* 于"#$8年$#月发布了全球共同富裕
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了已经在"全球发展指标# 在线表
格和数据库以及本版$世界发展指标% 中公布的有关监测
全球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数据!

促进共同富裕旨在增加处于各国财富分配最底层的
8#9的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 根据最底层的8#9人口的人
均实际收入或消费均值的年均增长率进行衡量! 选择最底
层的8#9人口作为目标人口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折衷方
案! 根据财富分配情况不同* 各国最底层的8#9人口也不
尽相同* 而且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 由于促进共同富裕是
针对各国的具体目标* 因此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定义的量化
目标! 就国家层面而言* 共同富裕没有止境!

共同富裕的提高需要经济增长和促进公平! 共同富裕
清楚地认识到* 提高社会经济福利必须依靠发展* 而进步
是由最贫穷的成员能分享到多少经济增长来衡量的! 同时
也认识到* 在一个真正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 每个人都在
绝对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上是不够的! 对于一个寻求更加包
容的社会来说* 其目标应该是确保经济进步能够不断提高
最贫困成员的富裕程度!

根据收入或消费对共同富裕程度进行衡量并非要忽略
富裕的很多其他方面! 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具体的指标需要
易于理解+ 表达和衡量)))虽然衡量方面的挑战仍旧存在!

实际上* 共同富裕也包含了不太富裕情况下的很多富裕维
度* 所以在分析一个国家的共同富裕情况时* 必须考虑有
关富裕的各个指标!

为了开发能在各国间进行合理比较的共同富裕衡量方
法* 世界银行采取标准化方法对时间段+ 数据来源和其他
相关参数进行选择! 共同富裕全球数据库就是这一努力的
结果! 其目标在于帮助进行跨国比较和确定基准* 但是在
跨国比较并非首选时* 使用者应考虑选择其他调查方法和
衡量期间!

本版$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中的指标包括最底层
8#9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或消费均值的调查+ 总人口人均
实际收入或消费均值的调查+ 最底层8#9人口的人均实际
收入或消费均值年增长速度的调查* 以及总人口人均实际
收入或消费均值年增长速度的调查! 其他相关信息* 如说
明增长期的调查年份以及用于计算增长率的财富合计类型
都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世界银行承诺将每年更新共同富裕指数! 由于大多数
国家不会每年进行新的家庭调查* 因此每年只会对一些国
家的估算进行更新!

计算增长率
增长率为大概每五年计算一次年均增长率! 由于很多

国家不是严格按照每五年进行一次调查* 因此按下列指导
原则选择调查年度' 增长期的最后一年&Z$( 为最新的调
查年* 但不能早于"##; 年! 而起始年&Z#( 应尽量接近
Z$ P%年* 浮动范围为两年! 因此起始年和最后一年的间
隔在7到:年之间! 如果两次调查间隔都为Z$ P% 年* 其
他情况也相等* 那么最近的调查年份被选为Z#! 对每个国
家所选Z#年和Z$年的财富合计&收入或消费( 的可比性
进行评估! 如果两次调查的可比性令人堪忧* 需根据选择
标准重新选择下一个最佳调查年份!

一旦选定一个国家所进行的两次调查* 在计算人平均
实际收入或消费均值年增长时* 首先估算财富分配最底层
8#9人口在Z#年和Z$年的人均实际收入或消费均值* 然
后利用复合增长公式计算这些年之间的年均增长! 全部人
口人均实际收入或消费均值增长按同样方法根据全部人口
的数据进行计算!

数据可用性
本版$世界发展指标% 包括对:"个国家的共同富裕估

算! 虽然鼓励所有国家对最底层8#9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
或消费均值年均增长进行估算* 但全球共同富裕数据库中
仅包括符合特定标准的国家的数据! 跨时间和跨国家的可
比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大多数国家家庭调查并不频
繁* 而且各国在时间上也鲜能取得一致! 由此在进行不同
国家或不同时间的比较时* 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所覆盖国家的范围以及数据
应尽可能是最新的! 由于共同富裕只能在国家层面进行估
算并使用* 所以无论国家人口多少* 都应该广泛覆盖各个
国家! 此外* 出于政策目的* 也应该尽可能使用各国最新
的数据! 对调查年份和国家所做的选择应该保持一贯性和
透明性* 从而确保所选各国时间段尽可能匹配&包括最新
数据(* 并确保尽可能覆盖最多的国家+ 地区和收入水平!

在实际操作中* 这意味着各国的时间段不能完全匹配! 这
种方案是' 如果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就要建立一个尽
可能包括更多国家的数据库!

数据质量
与贫困率估算一样* 最底层8#9人口人均实际收入或

消费均值的年均增长估算也是在通过家庭调查收集的收入
或消费数据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也会有相同的质量问题!

有关讨论见"贫困率# 相关内容!

定义
时期指调查进行的时期! 如果一个调查横跨多个年度*

将使用调查主要进行的年度! 对于一半在一年进行* 另一
半在另一年进行的调查* 以第一年为准! 人均实际收入或

$*



共同富裕
消费均值年均增长调查指用于计算财富增长率的来自家庭
调查的人均收入或消费均值! 用购买力评价&>>>( 表示
)))按"##%年价格调整为每天的美元值! 用于计算一个国
家最底层8#9人口及总人口的情况!

数据来源
全球共同富裕数据库由全球贫困工作组负责! 该工作

组包括来自世界银行各个部门的贫困程度衡量专家! 数据
库原始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0AB'数据库! >.?+0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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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按日生活费$,"%美元和"美元对各国+ 发展中国家地区
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所作的贫困估计! 数据集包括在>.?̀

@+0AB'中* 由全球贫困工作组成员提供并审核! 所选择的
用以衡量一个国家共同富裕程度的消费或收入与>.?@+0AB'

中用于估算极端贫困率的财富合计相一致* 除非有很强的
争议要求使用不同的财富合计! 世界银行用于估算全球和
地区贫困率的方法主要是使用现有人均消费支出衡量富裕
程度, 如果没有消费数据* 则使用收入进行衡量! 但是*

在有些情况下* 虽然有消费数据* 但这些数据可能过时或
并未与世界银行分享最近调查的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 如
果有可用的收入数据* 则利用收入数据对共同富裕程度进
行估算!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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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人口# 中* 讨论了有关教
育+ 健康+ 工作+ 社会保障以及性别等各
种指标* 作为对"世界概览# 中涉及人类
发展的其他重要指标* 如人口+ 贫穷+ 共
同富裕等指标的补充! 这些指标共同描绘
了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

其中很多指标也用来监测千年发展目
标的实现情况! 在过去$%年中* 通过各国
政府机构及国际发展机构的努力* 收集整
理了用于估算上述指标的数据! 其中也包
括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统计署组织的跨机构
专家组和其他专题跨机构小组!

在这些工作组的努力下* 国际发展统
计数据在跨时间及跨国上的使用性更强*

一致程度也更高! 以儿童死亡率为例* 以
前由于数据来源和所使用方法的不同* 很
难将各国数据用于进行全球监测! "#$8年
成立的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
通过整理所有可得到的数据+ 评估数据质
量和确定适当的统计模型* 生成了平稳的
趋势曲线! 这一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近%#年
中新生儿+ 婴儿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
面具有很强一致性的优质估算数据! 其他
跨机构工作则改善了孕产妇死亡率估算数
据的质量! 在性别统计中* 世界银行也为

获得有关女性资产所有权和女性企业家的
估算数据做了大量工作! 联合国统计委员
会还提供了基本性别指标以帮助各国提
供+ 整理和发布相关数据!

"人口# 中包括被性别+ 年龄和财富
等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变量分类的指标!

今年* 营养不良和贫困等指标可按各国具
体地方进行分类查询' &''(' ))

*+'+,-./0*1+23,./4)*+'+P@+'+0.4)6V1 P

2+'C.2+0P(.?B/'aP*+'+! 这些数据为了解
各国国内差距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在数据
允许的条件下* "世界发展指标# 将向这
一方向继续拓展!

今年又增添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新指
标* 即用于监测世界银行促进共同富裕
这一新目标的相关指标! 该目标在"世
界概览# 中有详细说明* 并可在以下网
址查询' ---,-./0*1+23,./4)B2)'.(C@)

(.?B/'a)1/CBH)40.1+0P*+'+1+6BP.HP6&+/B*

P(/.6(B/C'a! 其他新指标包括* 未接受教
育的青年人口比重+ 就业+ 或培训以及
达到经合组织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数学+

阅读和科学分数要求最低熟练程度的学
生比重等! 该项目旨在提高教育体系成
果的覆盖面!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在线表格",$#!

初等教育中师生比例改善缓慢
虽然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作为衡量
教育质量重要指标的师生比例却改善甚微! 该比例从
$;;#年"=的全球平均水平下降到"#$"年的"8! 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 平均师生比例从$;;#年的7=增加到
"#$"年的8$* 说明教师数量的增长并未与初等教育录
取人数的增长相匹配! 南亚平均师生比例&7=( 一直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不过上述地区在最近几年一直有稳步
改善! 虽然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从"###年以后师生比例
大幅减少! 但是由于中国师生比例的上升* "#$"年也出
现了增加势头!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 在线表格",$$和",$:!

随着更多女性接受中等教育# 青少年生育率开始下降
青少年女性接受中等教育后* 生育可能性便会降低!

就全球而言* 青少年生育率从$;:# 年每千名女性::

例下降到"#$"年的8%例! 而女性中等教育入学率则
从7%9增加到:"9! 各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很类
似! 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除
外! 在这两个地区* 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中东及
北非和南亚地区的青少年生育率随着中等教育范围的
扩大而大幅下降! 中东和北非及南亚地区"#$"年的青
少年生育率为高收入国家$;:#年的水平!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青少年生育率是最高的* 而女性的中等教
育入学率则是最低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全球共同富裕数据库* 在线表格
",;,"!

"++&年至"+!!年很多国家的增长都具有包容性
"##=年至"#$$年* 很多国家中处于其财富分配最底层
的8#9的人口的收入和消费都有所增长! 中等收入和高
收入国家中最底层的8#9人口比低收入国家的此类人口
发展要好! 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 最底层8#9人
口的人均收入或消费均值年均增长中值为7,;9* 比低
收入国家高#,8个百分点! 此外* 比较富裕的国家的增
长也更具包容性! 在; 个高收入国家中的: 个国家中
&:<9(* 最底层8#9人口的人均收入或消费均值年均增
长都高于总人口在此方面的增长!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

个中高收入国家中的"#个国家&::9(* ""个中低收入
国家中的$=个&:7(* 以及$7个低收入国家中的<个国
家中&="9(!

$$



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家庭调查&包括人口学
和健康调查及多指标集群调查(* 在线表格","",7!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使用避孕措施方面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
避孕率是衡量计划生育项目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虽然
大部分地区的避孕率都达到了%#9以上&东亚及太平
洋地区为<#9* 中东及北非地区为=89(* 但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的避孕率仍低于"%9* 且贫富差距巨大!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个国家中的;个都是贫富差距
最严重的国家! 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 最穷的五分之一
人口中的女性避孕率仅为79* 而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
口中女性的避孕率则超过了7=9!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的几乎所有国家的贫困家庭中* 女性避孕率都很低!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 第八版,

在线表格","* ",8和",%!

中东及北非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劳动力参与
率)))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
比例&包括工作或找工作的人口( )))比其他地区都
高! 相比之下* 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只
有%#9为劳动力* 低于其他国家! 其主要原因是女性
参与率较低! 低劳动力参与率主要是因为面临很多阻
止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因素! 该地区有大量无业人
员* 高失业率可能也是另一个妨碍人们寻找工作的原
因! 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中* 只有8$9得
到雇佣!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在线表格%,"!

在发展中国家# 高级管理层中女性较少
女性参与经济活动* 尤其是在公司高级管理层中担任商
业领导人的职位凸显了她们所获得的经济能力和进步!

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女性高层管理者的公司比例仍很低*

约为"#9! 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约为
7#9(! 最低的是中东及北非&低于%9( 和南亚&约为
;9(! 这些统计不能完全体现女性领导的公司的情况!

这些公司的规模通常小于男性领导的公司* 而且集中在
零售业&J5C2 +2* K60+5* "#$8(! 这些统计来自于世界
银行企业调查! 该调查主要从雇员人数为%人及以上的
注册公司中收集数据* 因此不包括规模较小的非正式公
司! 但这些小公司对于女性而言非常重要!

$%



重点关注
!!五岁以下死亡率是指从出生到实足年龄五岁间
死亡的概率# 以每千名活产儿表示$ 这是衡量儿童
生活水平* 包括健康和营养状况的主要指标! 而且
也是最常用于比较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之
一! 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五岁以下死亡率从$;=#年的每千名活产儿$<7例减
少到$;;#年的;# 例* 更进一步降低到"#$7 年的

8=例! 虽然如此* "#$7年仍有=7#万儿童在他们五
岁生日前死去)))约每天$:###人! 其中大部分都
死于可以预防的原因或可以治疗的疾病! 各地区儿
童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 但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下
降速度最慢! "#$7 年* 有889的五岁以下死亡情
况发生在生命诞生后"<天内)))新生儿时期)))

孩子出生后最脆弱的时期!

$&



!!十二个国家五岁以下死亡率在每千名活产儿$## 例以
上' 安哥拉+ 塞拉利昂+ 乍得+ 索马里+ 中非共和国+ 吉纳
亚比绍+ 马里+ 刚果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 几内亚和科特
迪瓦!

五岁以下死亡率最高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
千名活产儿;"例( 和南亚&%:(! 相比之下* 东亚及太平洋
地区为"#* 欧洲及中亚为"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为$<*

中东及北非为"=! 高收入国家为=

!

!

!

!

!

!

!

全球约一半五岁以下死亡情况集中发生在五个国家' 印
度+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国!

平均而言*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每$$名出生儿童
中* 就有$人在五岁前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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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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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最近年份数据! 1,"#$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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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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性别+

居住地+ 财富及年龄分类查找* 但由于篇幅有限* 未能在
表中一一列出!

儿童营养不良
良好的营养是生存+ 健康和发展的基石! 营养好的儿

童在学校表现更好* 成年后更健康* 也能给他们自己的孩
子一个更好的人生开端! 营养好的妇女在怀孕和分娩中面
对的风险更小* 她们的孩子也能开启更坚实的身心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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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经常生病的
人* 身体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 从而进入反复患病+ 成
长缓慢的恶性循环!

体重不足儿童的比例是最常用于衡量儿童营养不良的
指标! 即使是轻度的体重不足也会增加死亡风险* 抑制儿
童的认知发展! 而且*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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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 关于
儿童成长和营养不良的国际数据库! 该数据库是各国营养
普查所获得的儿童成长及营养不良数据的标准化汇编! 为
了更好地监测全球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 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IAKRQW(+ 世界卫生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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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估值及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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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无法获得疾病发病率和患病率数据时* 死亡率可以用于
识别弱势群体* 而且也是用来比较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的最常用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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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一个完整的人口动态登记系
统至少覆盖;#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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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家并不常见! 因此* 必须根据抽样调查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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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数据可能会有记忆性偏差!

为了使估算具有可比性* 并确保不同机构估算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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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的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
构间小组* 开发使用了一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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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死亡率估算的进一步讨
论* 请参阅联合国机构间儿童死亡率估算&"#$8(, 更多详
细背景数据和图形演示* 请登录---,@&C0*5./'+0C'a,./4(!

孕产妇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的测定会受到各类错误的影响! 在没

有完整人口动态登记系统的国家* 可能不会报告育龄妇
女的死亡或者怀孕状况* 或无法知道其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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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致使严重低估了孕产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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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期* 可能会受到记忆偏差的影响! 此外* 它们还反
映与妊娠有关的死亡&怀孕期间或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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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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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W>J( 和世界银行的估算
结果以及国家级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建模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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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这种方法与先
前估算所用的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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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治疗
性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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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都很高* 更
有可能导致早产+ 出生体重偏低+ 分娩并发症和死亡等!

许多少女因意外怀孕* 但这些年轻的女孩可能会放弃教育
和工作机会继续怀孕* 或者进行并不安全的堕胎! 青少年
生育率估算是在人口动态登记系统基础上进行的! 在缺乏
该系统时* 普查或者抽样调查一般被认为是可靠的测定方
法! 如果没有关于特定年龄生育率的实证信息* 我们用模
型来对青少年生育率进行估算! 对于没有人口动态登记系
统的国家* 一般根据早年的普查或调查中观察到的趋势来
推算生育率!

艾滋病患病率
艾滋病患病率反映了各国人口的艾滋病感染率! 但是

低患病率可能会产生误导! 因为它们往往掩饰了那种最初
集中于某些地区或人群* 然后可能威胁到更广泛人群的流
行情况!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新的感染往往发生在
青年人群身上* 其中年轻女性更易患病! !!

%#



"

人!口

艾滋病患病率的数据来自关于艾滋病的联合国联合计
划! 对数据估算程序及假设的修改以及更好的国际合作均
改进了估值结果! 定期更新的模型充分利用了关于艾滋病
患病趋势的调查和监测数据信息* 对艾滋病病毒流行的过
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跟踪! 模型考虑到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人群传染性的降低&对艾滋病的流行有很大影响* 可以
使艾滋病病毒呈阳性人群存活的时间更长(* 也考虑到城市
化广义传染病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城市地区患
病率较高* 而且很多国家过去二十年中城市化进程都在加
快(! 估算也包括合理的界限* 参见&''(' ))

*+'+,-./0*1+23,./4* 反映出了每项估算的必然性!

初等教育完成率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发布关于其教育系统如何运行和

发展的统计信息! 包括录取人数+ 毕业人数+ 财力和人力
资源* 以及复读率+ 师生比例和群体进步等效率指标在内
的统计数据! 初等教育完成率根据初等教育最后一年的总
招生率来计算* 是衡量教育体系表现的核心指标! 它反映
了教育体系的覆盖率和学生的受教育程度! 是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的关键!

该指标反映了各国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KLRQF"##$( 界定的初等教育周期* 通常为六年&范围为
四到七年(! 其应被视为实际初等教育完成率的估算上限!

这是因为数据存在局限性* 没有根据最后一学年退学的学
生人数进行调整!

有很多原因导致初等教育完成率超过$##9! 分子可能
包括推迟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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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岁的青年识字率是衡量学生受教育情况的标准

指标! 它通过在过去十年左右获得基本识字和算数能力的
人口比重* 来反映初等教育的累积成果!

常用识字率统计将人口分为两类)))识字的人和文盲!

大量这方面的数据有助于监测全球实现普及识字的发展进
程! 但是* 在实践中* 识字率很难衡量! 对识字率进行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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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会考虑受教育年限的不同或完成程
度的不同! 由于不同国家数据收集的定义和方法有差别*

应谨慎使用各类数据! 一般来说* 识字率也包含计算能力*

即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

青年识字率的数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整
理* 这些数据基于$;:%)"#$"年间各国所进行的普查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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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可登录
---,VC6,V2B6@.,./4!

劳动参与率
劳动力是指经济体中可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工!

包括目前被雇佣+ 没有被雇佣但正在寻找工作以及首次寻
找工作的人! 但并不包括所有参加工作的人* 通常不包括
无薪酬的工人+ 家庭劳动者和学生! 一些国家也不将军队
人数计算在内! 劳动力的规模随季节性工人的加入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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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职业介绍所登记和
失业保险计划( 进行劳动力数据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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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有限问题* 因而可
研究的余地很小, 企业的普查和调查仅限于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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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除了数据来源* 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会影响数据的可比
性* 例如普查和调查的基础时间段+ 工作年龄的定义和地
理覆盖面等! 关于国家层面的数据来源+ 基础时间段或定
义* 见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脚注或第八版世界劳工组织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表格中劳动参与率的估值来自第八版世界劳工组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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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报酬的家庭劳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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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报酬家庭劳动者和自佣工最为危险* 即最可能陷
入贫穷! 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正式的工作协议+ 没有能抵御
经济冲击的社会保护和保障+ 通常也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抵
消这些冲击! 如果一个国家无报酬家庭劳动者比例较高*

则意味着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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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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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雇员# 和"不按身份分类的工人#* 尤其是在那些拥
有庞大军队的国家! 虽然无报酬家庭劳动者和自佣工的分
类不受影响* 但他们的相对份额会受到影响!

失业率
国际劳工组织将失业定义为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

的比重!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当前没有工作但仍能工作且正
在寻找工作的人*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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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在寻找更适合的工人* 工人也在寻找更好
的工作! 这些失业通常被称为摩擦性失业* 是劳动力市场
正常运行的结果!

失业随时间的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供需情况的变化*

它们也可能反映实际报告的变化! 在没有失业救济或福利
救济的国家* 人们在脆弱的就业环境中勉强维持生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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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高失业率也反映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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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衡量农业中的失业和就业人口! 调查的时间
可能将农业中季节性失业的影响最大化! 由于难以追踪非
正式部门的活动* 也很难量化他们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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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们的覆盖面存在局
限性!

由于一系列原因* 女性可能被排除在失业统计之外!

女性遭受到更多歧视* 以及更多来自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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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在较短的基础时间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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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议员"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
尽管近几十年来取得了许多进展* 性别不平等现象在

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仍然存在* 且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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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现象在儿
童时期就已经显现* 例如男孩通常比女孩享有更好的教育
和医疗条件! 女性在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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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近期有改善的迹象* 但女性仍然很难获得政府
中具有决策权的岗位!

关于女性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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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是根据$;<<年国际标准职业分
类进行划分的! 数据主要来自于从劳动力调查* 以其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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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版国际劳工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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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低于#)%;个月国际参考体重中位数超过两个标准差
的儿童所占的百分比! 数据基于世界卫生组织&MNO(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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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满% 岁前死亡的概率! 但应以当
年死亡率为准! 这一概率表示为每千名活产儿的比率! 孕
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是指每$#万例活产儿中从妊娠开始
到产后8"天内因与妊娠有关的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孕产妇死
亡人数! 青少年生育率是指每千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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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初等教育最后一年总招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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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人口中法定入学年龄儿童人数! 数据的局
限性在于未根据最后一年中辍学的学生人数进行调整! 青
年识字率是指$%)"8岁人口中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和读
写简单论述的人口占比! 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在特定基础时
间段因为工作或找工作而活跃在劳动力市场的$%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 弱势群体就业率是指就业人口中未被支付报
酬的家庭劳动者和自佣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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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 女性议员"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是指议员+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中女
性的比重&国际职业分类P<<类$(!

数据来源
有关儿童营养不良的数据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儿

童成长和营养不良的全球数据库&---,-&.,C2')2V'4/.-'&`

*1(!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来自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
间小组&---,@&C0*5./'+0C'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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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来自于联合
国孕产妇死亡率估计跨机构工作组&---,-&.,C2')/B(/.̀

*V@'C?B&B+0'&)(V10C@+'C.26)5.2C'./C24)5+'B/2+0P 5./'+0C'aP

"#$7(! 青少年生育率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7(*

年度数据用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的插值替换得出! 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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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率数据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8(! 初等教育完
成率和识字率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机构
&---,VC6,V2B6@.,./4(! 劳动参与率* 弱势群体就业率* 失
业率以及女性立法者+ 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数据来自于
第<版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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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表格和指标
!!若要获取$世界发展指标% 在线表格* 请使用网址
&''('))-*C,-./0*1+23,./4)'+10B)和表格编号&例如* &''('))

-*C,-./0*1+23,./4)'+10B)",$(! 若要查看特定在线指标* 请

使用网址&''(' ))*+'+,-./0*1+23,./4)C2*C@+'./)和指标编码
&例如* &''(' ))*+'+,-./0*1+23,./4)K2*C@+'./)L>,>O>,ZOZ[(!

"9!8人口动态
人口"""""""""""""""""""

L>,>O>,ZOZ[

人口增长率"""""""""""""""""""

L>,>O>,G\OM

#)$8岁的人口"""""""""""""""""""

L>,>O>,##$8,ZO,_L

$%)=8岁的人口"""""""""""""""""""

L>,>O>,$%=8,ZO,_L

=%岁之上的人口"""""""""""""""""""

L>,>O>,=%I>,ZO,_L

抚养比率* 青年"""""""""""""""""""

L>,>O>,F>AF,̂G

抚养比率* 老年"""""""""""""""""""

L>,>O>,F>AF,O[

原始死亡率"""""""""""""""""""

L>,F̂ A,RF\Z,KA

原始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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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 A,RT\Z,KA

"9"8劳动率结构
劳动力参与率* 男性"""""""""""""""""""

L[,Z[W,RJRZ,EJ,_L

劳动力参与率* 女性"""""""""""""""""""

L[,Z[W,RJRZ,WQ,_L

劳动力* 总数"""""""""""""""""""

L[,Z[W,ZOZ[,KA

劳动力* 年均增长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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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劳动力*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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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W,ZOZ[,WQ,_L

"9#8各部门就业情况
农业* 男性"""""""""""""""""""

L[,JG\,QE>[,EJ,_L

农业* 女性"""""""""""""""""""

L[,JG\,QE>[,WQ,_L

工业* 男性"""""""""""""""""""

L[,KAF,QE>[,EJ,_L

工业* 女性"""""""""""""""""""

L[,KAF,QE>[,WQ,_L

服务业* 男性"""""""""""""""""""

L[,L\U,QE>[,EJ,_L

服务业*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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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U,QE>[,WQ,_L

"9$8体面工作与生产性就业
就业率* 总数"""""""""""""""""""

L[,QE>,ZOZ[,L>,_L

就业率* 青年"""""""""""""""""""

L[,QE>,$%"8,L>,_L

弱势群体就业率* 男性"""""""""""""""""""

L[,QE>,UI[A,EJ,_L

弱势群体就业率* 女性"""""""""""""""""""

L[,QE>,UI[A,WQ,_L

就业人口人均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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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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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F>,>RJ>,QE,]F

"9%8失业率
失业率* 男性"""""""""""""""""""

L[,IQE,ZOZ[,EJ,_L

失业率* 女性"""""""""""""""""""

L[,IQE,ZOZ[,WQ,_L

青年失业率*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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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QE,$%"8,EJ,_L

青年失业率* 女性"""""""""""""""""""

L[,IQE,$%"8,WQ,_L

长期失业率* 总数"""""""""""""""""""

L[,IQE,[Z\E,_L

长期失业率* 男性"""""""""""""""""""

L[,IQE,[Z\E,EJ,_L

长期失业率* 女性"""""""""""""""""""

L[,IQE,[Z\E,WQ,_L

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率* 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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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QE,>\KE,_L

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率* 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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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QE,LQRO,_L

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率*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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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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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QE,ZQ\Z,_L

"9&8童工
就业儿童* 总数"""""""""""""""""""

L[,Z[W,#:$8,_L

就业儿童* 男性"""""""""""""""""""

L[,Z[W,#:$8,EJ,_L

就业儿童* 女性"""""""""""""""""""

L[,Z[W,#:$8,WQ,_L

只从事工作"""""""""""""""""""

L[,Z[W,#:$8,M],_L

学习兼工作"""""""""""""""""""

L[,Z[W,#:$8,LM,_L

农业就业情况"""""""""""""""""""

L[,JG\,#:$8,_L

制造业就业情况"""""""""""""""""""

L[,EAW,#:$8,_L

服务业就业情况"""""""""""""""""""

L[,L\U,#:$8,_L

自我雇佣者"""""""""""""""""""

L[,L[W,#:$8,_L

带薪工作者"""""""""""""""""""

L[,MJG,#:$8,_L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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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WJE,#:$8,_L

"9'8以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
贫困率* 农村"""""""""""""""""""

LK,>OU,\INR

贫困率* 城市"""""""""""""""""""

LK,>OU,I\NR

贫困率* 国家"""""""""""""""""""

LK,>OU,AJNR

贫困差距* 农村"""""""""""""""""""

LK,>OU,\IG>

贫困差距* 城市"""""""""""""""""""

LK,>OU,I\G>

贫困差距*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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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OU,AJG>

"9(8以国际贫困线衡量的贫困率
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美元的人
口&经购买力平价换算的"##% 年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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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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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OU,FFĴ

%'



"

人!口

在$,"%美元)天的贫困线上的贫富
差距&按"##%年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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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OU,"FĴ

日生活费不足" 美元的人口&按
"##%年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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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OU,GJ>L

在"美元)天的贫困线上的贫困差
距&按"##%年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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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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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OU,GJ>"

"9*8收入分配或消费分布
基尼系数"""""""""""""""""""

LK,>OU,GKAK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低的$#9

人口
"""""""""""""""""""

LK,FLZ,W\LZ,$#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低的"#9

人口
"""""""""""""""""""

LK,FLZ,W\LZ,"#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第二个"#9

人口
"""""""""""""""""""

LK,FLZ,#"AF,"#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第三个"#9

人口
"""""""""""""""""""

LK,FLZ,#7\F,"#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第四个"#9

人口
"""""""""""""""""""

LK,FLZ,#8ZN,"#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高的"#9

人口
"""""""""""""""""""

LK,FLZ,#%ZN,"#

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最高的$#9

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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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FLZ,$#ZN,$#

"9*9"8共同富裕
人均平均消费或收入年增长情况*

最低的8#9人口
"""""""""""""""""""

LK,L>\,>R8#,_G

人均平均消费或收入年增长情况*

总人口
"""""""""""""""""""

LK,L>\,>RJ>,_G

人均平均消费或收入* 最低的
8#9人口
"""""""""""""""""""

LK,L>\,>R8#

人均平均消费或收入* 总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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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L>\,>RJ>

"9!+8教育投入
学生人均公共支出* 小学"""""""""""""""""""

LQ,b>F,>\KE,>R,_L

学生人均公共支出* 中学"""""""""""""""""""

LQ,b>F,LQRO,>R,_L

学生人均公共支出* 大学"""""""""""""""""""

LQ,b>F,ZQ\Z,>R,_L

教育公共支出* 占GF>的百分比"""""""""""""""""""

LQ,b>F,ZOZ[,GF,_L

教育公共支出* 占政府总支出的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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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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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b>F,ZOZ[,GT,_L

经培训的小学教师"""""""""""""""""""

LQ,>\E,ZRJc,_L

小学师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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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E,QA\[,ZR,_L

"9!!8受教育情况
学前教育总入学率"""""""""""""""""""

LQ,>\Q,QA\\

小学总入学率"""""""""""""""""""

LQ,>\E,QA\\

中学总入学率"""""""""""""""""""

LQ,LQR,QA\\

大学总入学率"""""""""""""""""""

LQ,ZQ\,QA\\

小学净入学率"""""""""""""""""""

LQ,>\E,AQA\

中学净入学率"""""""""""""""""""

LQ,LQR,AQA\

调整后的小学净入学率* 男性"""""""""""""""""""

LQ,>\E,ZQA\,EJ

调整后的小学净入学率* 女性"""""""""""""""""""

LQ,>\E,ZQA\,WQ

小学适龄儿童失学* 男性"""""""""""""""""""

LQ,>\E,IAQ\,EJ

小学适龄儿童失学*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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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E,IAQ\,WQ

"9!"8教育效率
小学一年级总入学率* 男性"""""""""""""""""""

LQ,>\E,GKAZ,EJ,_L

小学一年级总入学率* 女性"""""""""""""""""""

LQ,>\E,GKAZ,WQ,_L

留存率* 读到%年级* 男性"""""""""""""""""""

LQ,>\E,>\L%,EJ,_L

留存率* 读到%年级* 女性"""""""""""""""""""

LQ,>\E,>\L%,WQ,_L

留存率* 读到小学最后一年级* 男
性
"""""""""""""""""""

LQ,>\E,>\L[,EJ,_L

留存率* 读到小学最后一年级* 女
性
"""""""""""""""""""

LQ,>\E,>\L[,WQ,_L

小学复读人数* 男性"""""""""""""""""""

LQ,>\E,\Q>Z,EJ,_L

小学复读人数* 女性"""""""""""""""""""

LQ,>\E,\Q>Z,WQ,_L

中学升学率* 男性"""""""""""""""""""

LQ,LQR,>\OG,EJ,_L

中学升学率*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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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LQR,>\OG,WQ,_L

"9!#8毕业率及教育成果
小学毕业率* 总数"""""""""""""""""""

LQ,>\E,RE>Z,_L

小学毕业率* 男性"""""""""""""""""""

LQ,>\E,RE>Z,EJ,_L

小学毕业率* 女性"""""""""""""""""""

LQ,>\E,RE>Z,WQ,_L

青年识字率* 男性"""""""""""""""""""

LQ,JFZ,$%"8,[Z,EJ,_L

青年识字率* 女性"""""""""""""""""""

LQ,JFZ,$%"8,[Z,WQ,_L

成年人识字率* 男性"""""""""""""""""""

LQ,JFZ,[KZ\,EJ,_L

成年人识字率*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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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JFZ,[KZ\,WQ,_L

"9!$8收入和性别引起的教育差距
本表提供了最贫困的$)%人口+ 最
富裕的$)%人口的教育调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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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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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人!口
"

"9!%8

"""""""""""""""""""医疗卫生体系
医疗卫生总支出"""""""""""""""""""

LN,b>F,ZOZ[,_L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LN,b>F,>IT[

自付医疗卫生支出"""""""""""""""""""

LN,b>F,OO>R,ZO,_L

用于医疗卫生的外部资源"""""""""""""""""""

LN,b>F,QbZ\,_L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美元"""""""""""""""""""

LN,b>F,>RJ>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换算的
美元
"""""""""""""""""""

LN,b>F,>RJ>,>>,]F

医生数"""""""""""""""""""

LN,EQF,>N̂ L,_L

护士和接生员数"""""""""""""""""""

LN,EQF,AIEM,>7

社区医疗卫生工作者数"""""""""""""""""""

LN,EQF,RENM,>7

病床数"""""""""""""""""""

LN,EQF,TQFL,_L

出生登记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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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G,T\ZN,_L

"9!&8疾病防治的范围和质量
改善的水源可获得性"""""""""""""""""""

LN,N"O,LJWQ,_L

改善的医疗卫生设施可获得性"""""""""""""""""""

LN,LZJ,JRLA

儿童免疫接种率* 麻疹"""""""""""""""""""

LN,KEE,EQJL

儿童免疫接种率* 白喉+ 百日咳+

破伤风
"""""""""""""""""""

LN,KEE,K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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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LZJ,J\KR,_L

得到连续口服补液盐的患痢疾儿童"""""""""""""""""""

LN,LZJ,O\RW,_L

在经处理过的蚊帐内睡眠的儿童"""""""""""""""""""

LN,E[\,AQZL,_L

服用疟疾药物的发烧儿童"""""""""""""""""""

LN,E[\,Z\QZ,_L

肺结核治愈率"""""""""""""""""""

LN,ZTL,RI\Q,_L

肺结核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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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ZTL,FZQR,_L

"9!'8生殖健康
总生育率"""""""""""""""""""

L>,F̂ A,ZW\Z,KA

青春期女性生育率"""""""""""""""""""

L>,JFO,ZW\Z

意外怀孕的女性"""""""""""""""""""

L>,IMZ,ZW\Z

避孕普及率"""""""""""""""""""

L>,F̂ A,ROAI,_L

接受产前护理的孕妇"""""""""""""""""""

LN,LZJ,JAUR,_L

在熟练医护人员护理下的分娩"""""""""""""""""""

LN,LZJ,T\ZR,_L

孕产妇死亡率* 国家估计数"""""""""""""""""""

LN,LZJ,EE\Z,AQ

孕产妇死亡率* 模型估计数"""""""""""""""""""

LN,LZJ,EE\Z

孕产妇死亡的终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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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EE\,\KL]

"9!(8营养与成长
营养不良患病率"""""""""""""""""""

LA,KZ],FQWR,_L

体重不足患病率* 男性"""""""""""""""""""

LN,LZJ,EJ[A,EJ,_L

体重不足患病率* 女性"""""""""""""""""""

LN,LZJ,EJ[A,WQ,_L

发育迟缓患病率* 男性"""""""""""""""""""

LN,LZJ,LZAZ,EJ,_L

发育迟缓患病率* 女性"""""""""""""""""""

LN,LZJ,LZAZ,WQ,_L

瘦弱患病率* 男性"""""""""""""""""""

LN,LZJ,MJLZ,EJ,_L

瘦弱患病率* 女性"""""""""""""""""""

LN,LZJ,MJLZ,WQ,_L

严重消瘦患病率*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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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LU\,MJLZ,EJ,_L

严重消瘦患病率* 女性"""""""""""""""""""

LN,LU\,MJLZ,WQ,_L

儿童超重患病率* 男性"""""""""""""""""""

LN,LZJ,OMGN,EJ,_L

儿童超重患病率* 女性"""""""""""""""""""

LN,LZJ,OMGN,WQ,_L

"9!*8营养摄取和补给
出生时体重不足的婴儿"""""""""""""""""""

LN,LZJ,T\ZM,_L

完全母乳喂养"""""""""""""""""""

LN,LZJ,TWQF,_L

食用加碘盐的比例"""""""""""""""""""

LA,KZ],LJ[Z,_L

维生素J补充率"""""""""""""""""""

LA,KZ],UKZJ,_L

%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

LN,JAE,RN[F,_L

孕妇贫血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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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G,JAQE

"9"+8健康风险因素与未来挑战
吸烟率* 男性"""""""""""""""""""

LN,>\U,LEO],EJ

吸烟率* 女性"""""""""""""""""""

LN,>\U,LEO],WQ

肺结核患病率"""""""""""""""""""

LN,ZTL,KARF

糖尿病患病率"""""""""""""""""""

LN,LZJ,FKJT,_L

艾滋病患病率* 总计"""""""""""""""""""

LN,F̂ A,JKFL,_L

女性占$%岁以上感染人数的百分
比
"""""""""""""""""""

LN,F̂ A,JKFL,WQ,_L

艾滋病患病率* 青年男性"""""""""""""""""""

LN,NKU,$%"8,EJ,_L

艾滋病患病率* 青年女性"""""""""""""""""""

LN,NKU,$%"8,WQ,_L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范围"""""""""""""""""""

LN,NKU,J\ZR,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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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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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FZN,ROEE,_L

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

LN,FZN,AROE,_L

伤害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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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FZN,KAd\,_L

"9"!8死亡率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L>,F̂ A,[Q##,KA

新生儿死亡率"""""""""""""""""""

LN,F̂ A,AE\Z

婴儿死亡率"""""""""""""""""""

L>,F̂ A,KE\Z,KA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总数"""""""""""""""""""

LN,F̂ A,EO\Z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男性"""""""""""""""""""

LN,F̂ A,EO\Z,EJ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女性"""""""""""""""""""

LN,F̂ A,EO\Z,WQ

成人死亡率* 男性"""""""""""""""""""

L>,F̂ A,JE\Z,EJ

成人死亡率*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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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 A,JE\Z,WQ

"9""8收入带来的健康差距
本表提供了最贫困的$)%人口+ 最
富裕的$)%人口的健康调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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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中*

可以获取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e取自$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外的数据!

1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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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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所制订
的消除极端贫困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都要求有效使用环境资源! 世界能否维持
自身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合理
管理其自然资源! "环境# 一章中的各个
指标用来衡量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人类活
动对自然环境及建成环境的影响! 其中包
括对环境产品&森林+ 水及耕地( 及环境
恶化&污染+ 森林砍伐+ 栖息地缩小和丧
失生物多样性( 的衡量! 这些指标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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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增长与能源的大量应用呈正相
关系)))电力和能源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至关重要! 但是经济增长经常给环境带来
负面影响* 对穷人的冲击也更为明显! 认
识到这一点* 世界银行加入了联合国的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 行动* 呼吁政府+

企业及社会团体到"#7#年实现以下三个目
标! 首先* 向大众普遍提供电力和清洁烹
饪燃料! 其次* 将世界能源供给中来自可
再生资源的比例翻倍! 第三* 将能源利用
效率翻倍! 本章提供了很多与能源及排放
相关的指标* 其中的数据涵盖了电力普及
率+ 能源使用及效率+ 电力生产及使用以
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 这些数据来自于
世界不同的来源!

家庭及周围环境的空气污染给人们的
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全世界大约有
!!

8#9的人还在依靠粪便+ 木材+ 农作物废
料+ 煤及其他固体燃料来满足基本能源需
求! 以前对全球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
负担评估仅局限于城市地区* 或是采用
粗略的浓度空间分辨率来估算的! 近几
年由于遥感技术以及全球化学传输模式
的发展* 以及表面测量范围的增加* 促
使实现了几乎完善的全球空气污染浓度
空间分辨率估算! 今年在"环境# 一章
中将介绍有关最新的全球对暴露在周围
污染空气中的估算情况! 包括人口加权
暴露在年均细颗粒物&>E",%( 浓度中
的情况以及暴露在周围>E",% 浓度超过
世界卫生组织参考浓度环境中的人口比
例! 这些估算由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小组提供* 取代了有
关城市地区>E$#污染的数据!

本章中其他指标还涵盖了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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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资源租金等方面! 这些指标来自于国际
来源并经过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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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丰
富* 但在其他地区则很稀缺* 而且国家之
间经常共享相同的水资源! 温室气体排放
和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测量的*

但其影响则仅仅由当地人民承担!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7!

自!**+年后# 农业产出增长高于人口增长
自$;;#年后* 所有地区及国别收入组的粮食生产都超
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发展中经济体的超出速度尤其可
观* 特别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中亚及太平洋
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 都高于高收入经济体! 同期*

发展中国家的谷物种植面积达到了"$9!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国家将谷物种植面积增加了8;9* 到"#$7

年达到了$亿公顷!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 "#%#年地
球人口将达到;%亿左右* 比今天的人口数量多"#亿!

其中大部分人将居住在城市* 而绝大多数要以来农村
面积来供养! 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需要更有效地
使用农业投入以及将更多土地用于粮食生产! 但是土
地的密集使用及耕种可能会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

资料来源'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及在线表
格7,8!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濒危物种数量最多

随着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不断升级* 国际社会越来越
关注对多样性的保护! 濒危物种的数量成为衡量该地
区迫切保护需求的重要指标!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中大约有:,8万个濒危物种* 但是全球
已展开的对濒危物种现状的分析仅针对了以下几个生
物群' 对众所周知的物种的现状评估仅研究了哺乳动
物&不包括鲸鱼和海豚(+ 鸟类&仅列出了生产和过
冬所在地区的情况( 及两栖动物!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已经成为哺乳动物和鸟类濒危物种最多的地区, 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濒危鱼类物种的数量最多, 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地区植物濒危物种的数量最多!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

在低收入国家# 农业用水占总数的*+:

水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对陆地及水系的存在
也至关重要! 农业使用了:#9多取自湖泊+ 河流+ 以
及地下的水资源! 低收入国家中;#9的水都用于灌
溉! 地球水量约为$8亿立方千米* 只有7,$9* 也就
是8D7##万为新鲜水! 由于不断增加的需求* 全球人
均新鲜水供应量在过去的8%年中已经减少了近一半!

随着水需求的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面临水带来的
压力&每年每人不足$D:## 立方米(! 发展中国家地
区中* 大部分国家的人都面临长期广泛的水资源匮乏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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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7!

($:的人口遭受的空气污染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
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遭受的空气污染都在以令人担忧的速
度不断加重* 而且空气污染也成为对健康的主要环境威
胁! "#$#年* 全世界人口中有<89的人所生活的地区
周围直径小于",%微米的细颗粒物&>E",%( 浓度超过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空气质量指导值)))每立方米$#

微克&年平均值* MNO"##=(! 根据$"#$#年全球疾病
负担报告%* "#$#年>E",%环境污染导致7"#万例早产
儿死亡! 空气污染同样会导致付出可观的经济代价和拖
发展的后腿! 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自$;;#年后*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污染日益严重!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以
及南亚地区污染增长最大! 就全球而言* 人口加权
>E",%接触浓度从$;;#年到"#$#年增加了$#9!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

仍有"%亿人口无法使用到改良后的卫生设施
在过去二十年中* 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服务得到了改
善! $;;#年* 在发展中国家仅有7%9的人能使用抽水
马桶或其他改良后的卫生设施! 到"#$"年* 这一数字
上升到%:9! 但是仍有"%亿人不能使用到改良后的
卫生设施* 农村的情况尤其糟糕! 在发展中国家* 仅
有879的农村人口能够使用到改良后的卫生设施! 东
亚及太平洋地区进展最为显著* 从$;;#年后* 能够使
用到改良后的卫生设施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为<,%亿
多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卫生设施* 其中大部分是在中
国! 这一成绩非常令人瞩目! 但是在该地区仍有8"9

的农村人口缺乏能令人接受的卫生设施* 而且本国内
各地区以及国家间的差异也很大!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

自然资源租金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6<的!':

在很多国家* 来自于自然资源* 尤其是化石燃料和矿
藏的收入占当地GF>的比例非常可观! 其中大部分的
形式为经济租金)))高于提取自然资源成本的收入!

自然资源提高了经济租金* 因为它什么也不生产! 对
来自不可再生资源的租金以及来自过度采伐森林产生
的租金表明了一个国家资金储备的流动情况! 如果一
个国家用这些租金支持当前的消费* 而不是用对新资
本的投资来代替已经使用过的* 那么实际上他们在向
未来借贷! 中东及北非&占GF>的":9多( 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占近$:9( 最依赖这些收入的!

&#



重点关注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包括植
物和动物物种多样性* 每种物种的遗传变异型以及
不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是这个
星球上的生命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的结果! 两个物种
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是热带雨林和珊瑚礁! 热带雨林
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将土地转作他用! 而珊瑚礁

则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过度开采和污染! 生物多样
性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发展和相关的需求! 目前已
制订了很多国际公约来保护濒危物种! 保护栖息地
最常用的方法是建立保护区* 如国家公园等! 在过
去三十年中* 保护区的总面积获得了稳定提高!

&$



!!过去二十年里* 世界森林面积减少了$,8"亿公顷)))

相当于$,:"亿个足球场!

保护森林和其他陆地及海洋面积有助于保护植物和动物
栖息地及物种的多样性

!

!

!

!

截至"#$"年* 超过世界陆地面积的$89及海洋面积的
$"9已经受到保护! 均比$;;#年提高了近=个百分点!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所有发
展中国家地区里保护区面积比例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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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值表明森林面积的增加! 1,由于数据不可靠* 不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河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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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需要环境资源* 但经济增长
会给环境带来新的压力! 森林面积减少+ 生物多样性栖息
地缩小+ 水资源枯竭+ 污染+ 城市化以及不断增加的能源
生产需求是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森林减少
森林为许多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并且能够吸收二氧

化碳! 如果管理得当* 森林还能够为管理和使用森林资
源的人们提供生计来源!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 提供了"#$# 年森林覆盖率的相关信息* 并对
$;;# 年和"### 年森林覆盖率的估计值进行了调整! 本
章使用的数据不分天然林与种植林* 是粮食与农业组织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分类! 因此数据可能低估了一些国
家天然林消失的速度!

栖息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
对森林的滥砍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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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ER(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I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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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保护区按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
会&KIRA( 对$###公顷以上土地的六大分类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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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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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A分类的陆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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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顷的小国* 定义中的大小限制常
常会导致对保护区的估计不足! 由于数据采集一致性和采
集方法的不同*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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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国家有关
覆盖范围的数据更精确* 但许多国家却没有有关保护区数
量或范围的充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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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资源
有关淡水资源的数据来自对流入河水的降雨量以及对

地下水补充的估算量! 这些估算来源不用* 年份不同* 因
此需谨慎对各国间的数据进行比较! 由于数据收集的不连
贯性* 因此可能无法反映可再生水资源总量每年的实际变
化! 这些数据也没有区分各国可用水的季节性及地理性变
化! 相比之下* 较大国家及降雨量较大国家的数据更为可
靠* 而小国家和位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国家的数据可靠性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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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卫生设施能防止
人类+ 动物和昆虫接触排泄物!

有关使用改善水源的数据衡量了能使用到供家庭使用
的水资源的人口比例! 此数据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
&MN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IAKRQW( 联合监测项目根
据调查和普查所进行的估算! 覆盖率以家庭用户提供的信
息而非服务供应商的信息为依据! 原因在于服务供应商提
供的内容可能包括非功能性系统的信息! 由于调查时并没
有检测相关内容* 因此从改善水源获得的饮用水并不能确
保安全性和充足性! 虽然有关使用改善水源的信息被广泛
使用* 但都非常主观的!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了正式定
义&见定义(* 但"安全#+ "改善#+ "足够的# 和"合理
的# 等词在不同国家可能含义有所不同! 即使在高收入国
家* 处理过的水可能也并不能保证可供安全饮用! 享受改
善水源仅代表与供应系统的连接*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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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以计算它们的人口! 大多数国家按定居地的大小或特
征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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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则基于行政安排指定城市与农村区
域! 因为数据与各国的定义有关* 所以应谨慎对不同国家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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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以上的人口靠牛粪+ 木材+ 农作物废弃物或煤来
满足基本的能源需求! 用固体燃料进行烹饪* 有害烟雾及
颗粒会充斥室内及周边环境! 使用固体燃料烹饪所造成的
日常空气污染每年导致7;# 万例早产儿死亡* 约每< 秒一
例! 在很多地方* 包括城市及周边农村地区* 空气污染已
经成为环境对健康的主要威胁! 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烟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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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物中* 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导致呼吸系统疾病+ 肺癌
和心脏疾病等* 并造成每年7"#万例早产儿死亡! 环境污
染不仅威胁到世界人民的健康* 同样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成
本并阻碍经济的发展! 受其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国家以
及人口中的弱势群体* 如老人和儿童!

有关接触周边空气污染的数据来自于为全球疾病负担
报告所作的年度微粒物浓度估算! 年度微粒物浓度估算是
根据综合大气化学传输模型及卫星观察到的大气中的悬浮
颗粒物! 模型浓度会根据全球8=# 个观察点对地面微粒物
监测得到的观察数据进行校准! 城市和农村地区微粒物暴
露浓度根据人口进行加权* 并在全国进行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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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很多地方* 对
周边>E",%的直接监测仍很有限* 而且各国使用的测量协
议及标准也不统一! 这些数据作为对空气质量的一般指征*

仅用于比较各国相关颗粒物污染带来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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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化石燃料和生产水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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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K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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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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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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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KJR每年会结合最近的调查结果及
修正* 对$;8;年以来的全部时间序列进行重新计算! 由于
在受益国之间分摊燃料存在难度* 估算中不包括国际运输
中船舶和飞机使用的燃料!

能源利用
发展中经济体能源用量的增长与现代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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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高于前者四倍多!

能源利用总量是指转换为最终用途燃料&如电力和精
炼石油产品( 之前的初级能源的使用量! 包括从可燃再生
能源和废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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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只能描述大致发展情况* 在各国之间
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 国际能源署&K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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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 水力发电的转换率为$##9!

电力生产
能源的使用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重要! 但发

电也会破坏环境! 这种破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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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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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能源署&K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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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的部分进行估算以得到加总数据* 同时也需按照定义作
出调整以弥补差异! KQ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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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估算!

KQJ偶尔会对时间序列进行修改* 以反映政治上的变化!

例如* KQJ已经建立了前苏联国家的历史能源统计! 此外*

由于可以使用更多的能源账目* 其他国家的能源统计近年
来已在覆盖范围或方法上作出了系列改变! 因此* 时间序
列的中断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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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林地区不包括已
被砍伐但会进行再生* 或由于薪材收集+ 酸性降水或森林
火灾所造成损毁的区域! 国家保护区是指总领土面积中受
保护的陆地和海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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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期!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是指该国河流的年均流量和源自降水
的地下水! 发源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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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改善水
源是指能从适当的改善水源获取足够水资源的人口比例*

改善水源指住宅内或院内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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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用改良的卫生设施是指能够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百分
比! 改良卫生设施可以确保人类与其粪进行卫生分离! 改
良设施包括抽水马桶&与污水系统+ 化粪池或蹲坑厕所相
连(* 通风型蹲坑厕所+ 盖板式蹲坑厕所及堆肥式厕所! 城
市人口增长是指呈现指数变化的年城市人口变化率!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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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指各国城市地区的年中人口比! 由联合国收集并乘以
世界银行对总人口的估算! 周边<="9%污染人口加权暴露
情况是指暴露在",% 微米以下细微悬浮颗粒物中的情况!

这些颗粒物会深入呼吸纤维束* 对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

数据为对全国情况进行加总* 即包括城市地区* 也包括农
村地区! 暴露水平是根据对年度>E",%浓度平均值进行人
口加权得到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指由燃烧化石燃料和生
产水泥产生的排放量* 包括固体+ 液体+ 气体燃料和天然
气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 能源使用量是指转换为其他最
终用途燃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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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的燃料量! 发电量是对同一发电站全部发电机组的终
端进行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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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关于森林砍伐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网站! 关于保护区的数据* 来自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IAQ>( 和世界保护监测中心&M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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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IJLZJZ数据库! 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的使用数据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MNO)IAKRQW(

水资源和卫生设施供给联合监测项目&---,-66C2H.,./4(!

城市人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8(! 颗粒物浓度的
数据来自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B+0'&*+'+,./4)41*)*+'+*见[KE等* "#$7(! 有关周
边>E",%暴露水平的数据和所使用的估算方法见T/+VB/等
文献&"#$"(! 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自二氧化碳信息分析
中心&RFKJR( 的在线数据库! 能源利用和电力生产数据
来自国际能源署&K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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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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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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3,./4)'+10B)和数据表编号&例如*

&''('))-*C,-./0*1+23,./4)'+10B)7,$(!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线

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C2*C@+'./)和
指标编码&例如* &''(' ))*+'+,-./0*1+23,./4)K2*C@+'./)

L>,\I\,ZOZ[,_L(!

#9!8农村环境和土地使用
农村人口"""""""""""""""""""

L>,\I\,ZOZ[,_L

农村人口增长"""""""""""""""""""

L>,\I\,ZOZ[,_G

土地面积"""""""""""""""""""

JG,[AF,ZOZ[,]"

森林面积"""""""""""""""""""

JG,[AF,W\LZ,_L

永久性作物用地"""""""""""""""""""

JG,[AF,R\O>,_L

耕地* 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JG,[AF,J\T[,_L

人均耕地*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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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G,[AF,J\T[,NJ,>R

#9"8农业投入
农业用地* 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JG,[AF,JG\K,_L

农业用地* 占灌溉用地的百分比"""""""""""""""""""

JG,[AF,K\KG,JG,_L

年均降雨量"""""""""""""""""""

JG,[AF,>\R>,EE

谷物生产用地"""""""""""""""""""

JG,[AF,R\Q[,NJ

化肥消费量* 占化肥产量的百分比"""""""""""""""""""

JG,ROA,WQ\Z,>Z,_L

化肥消费量* 千克)公顷耕地"""""""""""""""""""

JG,ROA,WQ\Z,_L

农业就业率"""""""""""""""""""

L[,JG\,QE>[,_L

拖拉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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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G,[AF,Z\JR,_L

#9#8农业产出和生产率
作物生产指数"""""""""""""""""""

JG,>\F,R\O>,bF

粮食生产指数"""""""""""""""""""

JG,>\F,WOOF,bF

牲畜生产指数"""""""""""""""""""

JG,>\F,[UL],bF

谷物产量"""""""""""""""""""

JG,̂[F,R\Q[,]G

单位工人的农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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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J,>\F,JG\K,]F

#9$8森林面积减少和生物多样性
森林面积"""""""""""""""""""

JG,[AF,W\LZ,]"

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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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濒危物种* 哺乳动物"""""""""""""""""""

QA,EJE,ZN\F,AO

濒危物种* 鸟类"""""""""""""""""""

QA,TK\,ZN\F,AO

濒危物种* 鱼类"""""""""""""""""""

QA,WLN,ZN\F,AO

濒危物种* 高等植物"""""""""""""""""""

QA,N>Z,ZN\F,AO

陆地保护区"""""""""""""""""""

Q\,[AF,>Z[F,_L

海洋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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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A,>ZE\,_L

#9%8淡水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Q\,N"O,KAZ\,]7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Q\,N"O,KAZ\,>R

年度淡水使用量*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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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MZ[,]7

年度淡水使用量* 占内陆资源的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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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MZ[,_L

年度淡水使用量* 农业用水所占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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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MJG,_L

年度淡水使用量* 工业用水所占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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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MKA,_L

年度淡水使用量* 生活用水所占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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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MFE,_L

水生产率* GF>)水使用量"""""""""""""""""""

Q\,GF>,WMZ[,E7,]F

获得改善的水资源* 占农村人口的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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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N"O,LJWQ,\I,_L

获得改善的水资源* 占城市人口的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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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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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N"O,LJWQ,I\,_L

#9&8能源生产与使用
能源生产量"""""""""""""""""""

QG,QĜ ,>\OF,]Z,OQ

能源使用量"""""""""""""""""""

QG,ILQ,ROEE,]Z,OQ

能源使用量* 年均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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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均能源使用量"""""""""""""""""""

QG,ILQ,>RJ>,]G,OQ

化石燃料"""""""""""""""""""

QG,ILQ,ROEE,WO,_L

可燃再生能源和废弃物"""""""""""""""""""

QG,ILQ,R\AM,_L

替代能源和核能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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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G,ILQ,ROEE,R[,_L

#9'8电力生产" 资源与使用
发电量"""""""""""""""""""

QG,Q[R,>\OF,]N

煤炭资源"""""""""""""""""""

QG,Q[R,ROJ[,_L

天然气资源"""""""""""""""""""

QG,Q[R,AGJL,_L

石油资源"""""""""""""""""""

QG,Q[R,>QZ\,_L

水能资源"""""""""""""""""""

QG,Q[R,N̂ \O,_L

可再生资源"""""""""""""""""""

QG,Q[R,\AMb,_L

核能资源"""""""""""""""""""

QG,Q[R,AIR[,_L

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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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G,Q[R,JRRL,_L

#9(8能源依存度" 效率与二氧化碳的排放
净能源进口量"""""""""""""""""""

QG,KE>,ROAL,_L

单位能源使用量产生的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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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G,GF>,>ILQ,]O,>>,]F

二氧化碳排放量* 总数"""""""""""""""""""

QA,JZE,RO"Q,]Z

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密度"""""""""""""""""""

QA,JZE,RO"Q,QG,_L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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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JZE,RO"Q,>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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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克)GF>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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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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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JZE,RO"Q,>>,GF,]F

#9*8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
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均增长"""""""""""""""""""

QA,JZE,RO"Q,]Z

二氧化碳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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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沼气排放量* 总量"""""""""""""""""""

QA,JZE,EQZN,]Z,RQ

沼气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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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沼气排放量* 来自能源生产"""""""""""""""""""

QA,JZE,EQZN,QG,_L

沼气排放量* 农业"""""""""""""""""""

QA,JZE,EQZN,JG,_L

一氧化碳排放量* 总量"""""""""""""""""""

QA,JZE,AObQ,]Z,RQ

一氧化碳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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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氧化碳排放量* 能源和工业"""""""""""""""""""

QA,JZE,AObQ,QK,_L

一氧化碳排放量* 农业"""""""""""""""""""

QA,JZE,AObQ,JG,_L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 总数"""""""""""""""""""

QA,JZE,GNGO,]Z,RQ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 变动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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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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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各部门排放的二氧化碳
发电和供暖"""""""""""""""""""

QA,RO",QZOZ,_L

制造业和建筑业"""""""""""""""""""

QA,RO",EJAW,_L

住宅建筑+ 商业和公共服务"""""""""""""""""""

QA,RO",T[FG,_L

交通运输业"""""""""""""""""""

QA,RO",Z\JA,_L

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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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RO",OZNb,_L

#9!!8气候变化" 外部影响和适应力
平均日最低)最高气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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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预计年度气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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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预计年度凉爽日和寒冷夜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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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预计年度炎热日和温暖夜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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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预计年度降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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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拔%米及其以下的陆地面积"""""""""""""""""""

JG,[AF,Q[%E,_L

海拔%米及其以下陆地居住人口"""""""""""""""""""

QA,>O>,Q[%E,_L

受干旱+ 洪水和极端气温影响的人口"""""""""""""""""""

QA,R[R,EFJZ,_L

减灾进步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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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R[R,F\L],bc

#9!"8城市化
城市人口"""""""""""""""""""

L>,I\T,ZOZ[

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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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ZOZ[,KA,_L

城市人口* 年均增长"""""""""""""""""""

L>,I\T,G\OM

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居住人口"""""""""""""""""""

QA,I\T,ERẐ,Z[,_L

最大城市居住人口"""""""""""""""""""

QA,I\T,[RẐ,I\,_L

获得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 占城市
人口的百分比
"""""""""""""""""""

LN,LZJ,JRLA,I\

获得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 占农村
人口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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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LZJ,JRLA,\I

#9!#8交通与拥挤
机动车* 每千人拥有量"""""""""""""""""""

KL,UQN,AUQN,>7

机动车* 每公里道路的数量"""""""""""""""""""

KL,UQN,\OJF,]$

客车"""""""""""""""""""

KL,UQN,>RJ\,>7

道路密度"""""""""""""""""""

KL,\OF,FALZ,]"

道路部门的能源消耗量* 占总消费
的百分比
"""""""""""""""""""

KL,\OF,QAĜ ,_L

人均道路部门的能源消耗量"""""""""""""""""""

KL,\OF,QAĜ ,>R

柴油消耗量"""""""""""""""""""

KL,\OF,FQL[,>R

汽油消耗量"""""""""""""""""""

KL,\OF,LGJL,>R

超级汽油的零售价格"""""""""""""""""""

Q>,>E>,LGJL,RF

柴油的零售价格"""""""""""""""""""

Q>,>E>,FQL[,RF

>E",%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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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JZE,>E$#,ER,E7

#9!$8空气污染
本表提供了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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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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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自然资源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自然资源总租金"""""""""""""""""""

Â ,GF>,ZOZ[,\Z,_L

石油租金"""""""""""""""""""

Â ,GF>,>QZ\,\Z,_L

天然气租金"""""""""""""""""""

Â ,GF>,AGJL,\Z,_L

煤炭租金"""""""""""""""""""

Â ,GF>,ROJ[,\Z,_L

矿产租金"""""""""""""""""""

Â ,GF>,EKA\,\Z,_L

森林租金"""""""""""""""""""

Â ,GF>,W\LZ,\Z,_L

+,取自$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外的数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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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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 一章中* 提供了有关全球
经济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的
相关情况! 既包括对宏观经济成绩及稳定
性的衡量* 也包括根据污染+ 货币贬值及
资源消耗调整后对收入和储蓄的广义
衡量!

"#$8年* 世界经济增长了",=9* 达
到了:: 万亿美元&现价(* 增长率预计
"#$%年会上升至79! 其中* 发展中经济
体所占的比例从"#$7 年的7",$9上升到
"#$8年的7",;9 &现价(! 根据估计* 发
展中经济体的增速约为8,89* 预计"#$%

年将可以增加到8,<9! 高收入经济体增
速也对早先预测作了调整* "#$8年和"#$%

年分别为$,<9和","9!

经济结构随着时间发展有所变化! 作
为衡量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的指标* 国内
生产总值&GF>( 得到了广泛承认并经常
受到使用! 为了衡量各种变化及增长情
况* 必须去除价格变动影响并注意产量变
化! 为此* 必须按不变价格计算* 根据前
几年&基准年( 价格对产量作出估价! 进
行周期性统计数据重估* 即修订国民经济
核算的国家会对不同行业对经济总量及价
格的重要性作出评定! 该方法值得推荐*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官方GF>估算所使用经
济结构情况的准确性!

"#$8年* 很多非洲国家对其国民经济
核算进行了修订* 加入新的数据以确保覆
盖所有的经济活动* 包括新的经济活动+

!!

新的标准以及新的方法&如"##< 年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 以及不变价格计算的新
基准年等! 一般来说* 非洲经济体都有很
多非正式行业和经济活动一直没有在已有
数据中体现过! 现在通过普查和调查得到
了这些活动的数据* 可以将以前缺失的经
济活动数据补充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从而
更好地反映经济体的真实总量和结构! 对
于很多国家来说* 纳入新的经济活动都带
来GF>的上升!

从$;;;年开始* $世界发展指标% 就
包含了调整后的净储蓄额! 该指标用于衡
量国家的真实财富包括制造+ 自然以及人
力资本! 调整后的净储蓄出现负值的年
份* 说明该国经济无法持续! 今年调整了
计算方法以改进对空气污染经济成本的核
算! 在以前的版本中* 在调整后的净储蓄
中污染造成的伤害范围只限于$#万以上人
口城市的户外空气污染* 但是现在则包括
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户外和家庭空气污染!

之前进行的健康成本估算是按照暴露在空
气中直径为$# 微米及以下的细颗粒物
&>E$#( 来计算的* 现在则按照暴露在对
人体健康影响更密切的更细颗粒物
&>E",%( 来计算! 另外* 由于污染会导
致早产儿死亡和疾病* 因此也在劳动力生
产力损耗中对污染损害进行计算! 这些成
本仅仅体现了污染造成的部分财富损失*

但是对于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却非常
重要!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近几年*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GF>增长速度都大幅
下降! "#$#年至"#$7年* 发展中经济体平均GF>增长
下滑了$,<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在于巴西+ 中国+ 印度
和南非等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速平均下降了7个百分
点! 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 低收入国家则表现较好*

增长速度仅下降了约$个百分点!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
区GF>增长速度下滑最大* 为7,8个百分点! 南亚下
滑也较为显著* 为",%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南亚大部分国家通货膨胀仍高居不下
"#$7年* 南亚通货膨胀率中值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为
:,=9* 为全世界最高! 比世界中值高%个百分点! 即
使有些国家的通胀在下降* 但其通胀率仍高于其他国
家! 印度的平均通胀率为$#,;9* 紧随其后的是尼泊
尔* 为;9! 在其他南亚国家* 通胀率基本徘徊在
:9)<9之间! 唯一例外的是马尔代夫* 只有",79!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非洲很多经济体比之前以为的规模要大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同时其经济总量也
最大! 去年* 该国对其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重新审
定* 将"#$7年GF>估算上调了;$9* 从"D:7#亿美
元调整到%D"$#亿美元! 这是近"#年以来尼日利亚
首次对其GF>估值进行重大调整! 同时也将基准年
从$;;#年调整为"#$#年! 此次重大改进包括纳入了
小企业活动和快速增长行业&如移动电话* 房地产
和电影业(! 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很多其他国
家也提高了其GF>估算质量* 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
&提高了="9(* 坦桑尼亚&提高了7$9(* 肯尼亚
&提高了"%9* 成为该地区第四大经济体(* 赞比亚
&提高了"#9(* 乌干达&提高了$%9(* 以及纳米
比亚&提高了$89(! 有两个国家下调了其GF>估
值* 分别为卢旺达&79( 和赤道几内亚&;9(!

'(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的比较
太平洋联盟作为拉美地区贸易集团* 由智利+ 哥伦比
亚+ 墨西哥和秘鲁正式成立于"#$"年! 太平洋联盟四
国人口总和为",$<=亿人* GF>总和为",$万亿! 南
方共同市场&EB/@.6V/( 是该地区另一贸易集团* 创
建于$;;$年* 成员国包括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
拉圭和委内瑞拉! 南方共同市场五个成员国总人口为
",<"8亿人* GF>总和为7,7万亿! 太平洋联盟"#$$

P"#$7年GF>增速为7,79* 超过了拉丁美洲地区
",:9总GF>增速* 以及南方共同市场",#9的增速!

此外* 与南方共同市场始终变化不大的出口相比* 太
平洋联盟的出口平均增长了7,%9!

资料来源' 国际比较项目法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6<的份额更高
根据"#$$年国际比较项目法进行的购买力平价&>>>(

估算从"#$8年开始纳入$世界发展指标%* 取代根据
"##%年国际比较项目法进行的推算>>>估算! 将"#$$

年结果与"##%结果进行比较时会发现* 高收入国家占
世界经济份额约减少了8,%个百分点, 中低收入国家约
增加了7,8个百分点* 中高收入国家约增加#,;个百分
点! 根据基于市场汇率的估算进行比较时* 中低收入
及低收入国家基于>>>的份额高了两倍多* 中高收入
国家的份额为7#9多* 而高收入国家占世界的份额则
从三分之二下降到一半!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不同的起点# 相同的低可持续水平
国民储蓄总额用于衡量可用于投资的自然资源! 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中高收入国家的国民储蓄总额占国民
总收入的平均率为$=9! 而该地区低收入国家及中低
收入国家则为79 P=9! 中高收入国家由于有更多的
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 因此也具备更多可持续的人力
资本投资! 这些国家非常依赖天然生产业! 而这些行
业都是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 所以在根据自然资源
耗减及制造资本折旧进行调整后* 这些国家的储蓄额
近乎为零! "#$7年* 该地区低收入国家过度砍伐木材
成为储蓄额下调最大的因素!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
的绝大多数人民依赖固体燃料进行烹饪* 因此不得不
大量砍伐木材燃料! 同时也导致了造成主要污染源的
排放!

')



重点关注
!!经济增长减少贫困$ 因此* 高速发展的发展中
国家正在缩小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差距! 但是经
济发展必须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持续进行的* 而
发展的收益也必须用于持续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始于"##:年并在"##<年从高收入经济体蔓延
至低收入经济体的金融危机* 在"##;年成为%#年
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萧条* 并影响了全世界的

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F>( 年均增长虽然仍快于高收入国家* 但从
"###)"##;年&危机爆发前( 的%9减缓至"##;)

"#$7年&危机爆发后( 的8,%9! 高收入国家平均
增速从危机爆发前的$,%9下跌到危机爆发后的
$,79! 中东及北非下跌幅度最大' 年均GF>增长
比危机爆发前下降了",=个百分点!

(*



!!在所有发展中国中* 蒙古"##;)"#$7年平均人均GF>

增长率最高* 达到$#,<9! 其原因在于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引
领的矿业生产!

!!土库曼斯坦在"##;)"#$7年平均人均GF>增长达到了
$#,"9! 主要原因来自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政府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投资

!

!

!

!

!

!

巴拿马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中发展最快的国家! 主
要是受到投资稳步增加的驱动* 包括巴拿马运河的大规模扩
张以及制定了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例!

经过十年的经济下滑和极度通货膨胀后* 津巴布韦经济
从"##; 年开始复苏! 主要原因是采取了更好的经济政策!

帮助该国将从危机爆发前人均GF>年均下降:,%9* 提高到
危机爆发后年均人均GF>增长达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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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具备可用数据最近一年的"#$#年污染危害数据! 1,阿根廷的数据来自阿根廷国家统计和普查局的官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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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的质量问题! 其他数据来源显示* "##<年以来* 实际GF>明显低
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实际通胀则更高! 为此* 世界银行也采用了其他数据来源作为对阿根廷宏观经济情况的估计! @,作为欧洲货币联盟成员* 这
些国家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欧元! *,指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控制的地区! B,不包括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H,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 4,

包括前西属撒哈拉! &,包括南苏丹! C,"#$$年:月;日后不再包括南苏丹! X,仅为坦桑尼亚大陆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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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
!!经济数据根据不同的会计惯例进行组织整理' 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 国际收支+ 政府财政统计以及国际金融统计!

在统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际收支以及政府财政统计中
的概念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执行
情况有所不同! 比如* 虽然联合国推荐使用"##<年版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LAJ( 编制国民经济核算* 但仍有许
多国家使用的是早期的版本* 更有甚者还在使用$;=<年的
版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KEW( 最近出版了最新的国际
收支手册&T>E=(* 但很多国家仍在使用之前的版本! 同
样* 政府财政统计的规范和定义也于"##$年进行了更新*

但有些国家仍在报告中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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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的变化来衡量的! "##<年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三
种计算经济增长的合理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GF>(+ 国内
实际总收入以及国民实际总收入! 这里仅报告GF>的增长
情况!

对GF>增长率及其组成成分进行计算时* 使用的是最小
二乘法和以该国当地货币计算的不变价格数据! 对地区及不
同收入组别则采用以美元计算的不变价格数据! 以本币计算
的数据换算成美元时采用共同基准年的汇率! 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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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中加以介绍! 增长率的预测来自世界银行&"#$8(!

重新确定国民经济核算基准年
重新确定国民经济核算的基准年会改变已经测定的经

济增长率并破坏数据序列* 影响数据的一致性! 当该国重
新确定其国民经济核算的基准年时* 通常会重新分配各组
成部分的权重* 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当前的生产模式或产出
的使用! 新的基准年应能代表经济的正常运行情况)))基
准年中不应该有重大的冲击或畸变!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有
很多年没有重新确定其国民经济核算的基准年! 沿用旧的
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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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逐渐减弱!

为了得到更具可比性的不变价格数据序列用以计算总
量* 世界银行根据共同基准年重新调整了GF>和不同产业
的附加值! 今年的$世界发展指标% 将使用"##%年作为基
准年! 由于重新调整会改变地区及不同收入组别在加总时
的隐含权重* 因此今年本书中的总增长率与过去使用不同
基准年时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重新调整可能会造成调整后的GF>与调整后各组成部
分的总值不一致! 为避免增长率出现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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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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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全部资产折旧和耗减

后的真实财富值! 如果该国调整后的净储蓄额为正数* 并
且核算中涵盖了范围足够广泛的资产* 则经济学理论认为
该国的社会福利现值正在增加! 相反* 若调整后净储蓄额
持续为负数*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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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是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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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生产资产的
固定资本消耗估计值* 得到净储蓄额! 第二* 在净储蓄额
之上加上当期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在标准国民经济核算
中* 这些支出被算入消费中(! 第三* 扣除对各种自然资源
耗损的估计值* 以反映自然资源提取和收获过程中资产值
的减值情况! 第四* 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当地空气污染造
成的损失作出扣减! 当地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包括由于暴
露在家庭空气污染或城市及农村地区周边细颗粒物浓度中
所造成的损失! 对自然资源的耗损及环境恶化作出计算后*

调整后的净储蓄额超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对储蓄及净
储蓄额的定义!

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记录了经济体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交易情况!

国际收支账户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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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收支指标之一!

建立国际收支账户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表明是否需
要对国际收支作出调整! 为了进行分析* 需要明确标准*

判断出最能表明需要进行调整的账户失衡情况! 对此以及
相关的分析有很多常用的定义! 贸易差额是指商品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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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货运公司挣得的一单位外币与商品
出口企业挣得的一单位外币对国际收支的作用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 贸易差额仍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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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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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体系! "#$7年8月起* 世界银行也将在其在线数据库及出
版物中使用T>E=! "##%年以前的国际收支数据将与T>E=

保持一致! "##<年以前的T>E% 数据可在世界发展指标档
案库中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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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
方网站进行查询& ---,C5H,./4)Bf'B/2+0)2()6'+)1.()

1.(,&'5(!

政府财政
中央政府现金盈余或赤字是衡量政府运行可持续性的

简单方法* 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储蓄加净资本转移应收额*

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中的净营业余额均具有可比性!

"##$年版的手册与$;;7 年版的LA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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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责发生制将股票的全部变化记入账户*

因此会计期末的股票数据等于期初数据加上期间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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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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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账户所反
映的财政信息就不完整!

政府财政统计数据以本国货币计量! 各指标均以占
GF>百分比的形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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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货币供给情况的货币与金融账户处于国家金融系

统的核心位置! 普遍使用的货币供给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E$是最狭义的货币供给* 包含了大众持有的货币及在银行
的活期存款! E"包含了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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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包含了E"及各种
货币市场工具* 比如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 外币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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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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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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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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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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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L 0C2B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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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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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RF统计结果! "#$")"#$7年GF>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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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与"#$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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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C0'.2 和R0B5B26

&$;;;( 的理论* 使用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国民账户统
计数据' 主要加总及明细表% 中* 预测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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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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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3&+V6B/&$;;8(* 排放数据则来自国际能源署
&"#$7(, 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的预测采用>+2*Ba等人
&"##=( 的方法* 而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的全球健康观察数据库+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城市)行动
数据库+ 欧洲环境署的数据库以及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
数据库! 经常项目余额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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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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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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3,./4)'+10B)和表格编号&例如* &''('))

-*C,-./0*1+23,./4)'+10B)8,$(!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C2*C@+'./)和指标编
码&例如* &''(' ))*+'+,-./0*1+23,./4)K2*C@+'./)Â ,GF>e

E]Z>,]F,_G(!

$9!8产出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

Â ,GF>,E]Z>,]F,_G

农业"""""""""""""""""""

AU,JG\,ZOZ[,]F,_G

工业"""""""""""""""""""

AU,KAF,ZOZ[,]F,_G

制造业"""""""""""""""""""

AU,KAF,EJAW,]F,_G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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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L\U,ZQZR,]F,_G

$9"8产出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

Â ,GF>,E]Z>,RF

农业"""""""""""""""""""

AU,JG\,ZOZ[,_L

工业"""""""""""""""""""

AU,KAF,ZOZ[,_L

制造业"""""""""""""""""""

AU,KAF,EJAW,_L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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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L\U,ZQZR,_L

$9#8制造业结构
制造业增加值"""""""""""""""""""

AU,KAF,EJAW,RF

食品+ 饮料和烟草"""""""""""""""""""

AU,EAW,WTZO,_L,IA

纺织品和服装"""""""""""""""""""

AU,EAW,ZbZ[,_L,IA

机械和交通设备"""""""""""""""""""

AU,EAW,EZ\A,_L,IA

化工"""""""""""""""""""

AU,EAW,RNQE,_L,IA

其他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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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EAW,OZN\,_L,IA

$9$8商品出口结构
商品出口"""""""""""""""""""

Zb,UJ[,E\RN,RF,MZ

粮食"""""""""""""""""""

Zb,UJ[,WOOF,_L,IA

农业原材料"""""""""""""""""""

Zb,UJ[,JG\K,_L,IA

燃料"""""""""""""""""""

Zb,UJ[,WIQ[,_L,IA

矿砂与金属"""""""""""""""""""

Zb,UJ[,EEZ[,_L,IA

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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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UJ[,EJAW,_L,IA

$9%8商品进口结构
商品进口"""""""""""""""""""

ZE,UJ[,E\RN,RF,MZ

粮食"""""""""""""""""""

ZE,UJ[,WOOF,_L,IA

农业原材料"""""""""""""""""""

ZE,UJ[,JG\K,_L,IA

燃料"""""""""""""""""""

ZE,UJ[,WIQ[,_L,IA

矿砂与金属"""""""""""""""""""

ZE,UJ[,EEZ[,_L,IA

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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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UJ[,EJAW,_L,IA

$9&8服务业出口结构
商业服务出口"""""""""""""""""""

Zb,UJ[,LQ\U,RF,MZ

运输"""""""""""""""""""

Zb,UJ[,Z\JA,_L,MZ

旅游"""""""""""""""""""

Zb,UJ[,Z\U[,_L,MZ

保险和金融服务"""""""""""""""""""

Zb,UJ[,KALW,_L,MZ

计算机+ 信息+ 通讯和其他商业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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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UJ[,OZN\,_L,MZ

$9'8服务业进口结构
商业服务进口"""""""""""""""""""

ZE,UJ[,LQ\U,RF,MZ

运输"""""""""""""""""""

ZE,UJ[,Z\JA,_L,MZ

旅游"""""""""""""""""""

ZE,UJ[,Z\U[,_L,MZ

保险和金融服务"""""""""""""""""""

ZE,UJ[,KALW,_L,MZ

计算机+ 信息+ 通讯和其他商业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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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UJ[,OZN\,_L,MZ

$9(8需求结构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AQ,ROA,>QZR,_L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AQ,ROA,GOUZ,_L

资本形成总值"""""""""""""""""""

AQ,GFK,ZOZ[,_L

货物和服务出口"""""""""""""""""""

AQ,Qb>,GAWL,_L

货物和服务进口"""""""""""""""""""

AQ,KE>,GAWL,_L

储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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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AL,KRZ\,_L

$9*8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AQ,ROA,>\UZ,]F,_G

人均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AQ,ROA,>\UZ,>R,]F,_G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AQ,ROA,GOUZ,]F,_G

资本形成总额"""""""""""""""""""

AQ,GFK,ZOZ[,]F,_G

货物和服务出口"""""""""""""""""""

AQ,Qb>,GAWL,]F,_G

货物和服务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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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KE>,GAWL,]F,_G

$9!+8对国民收入更全面的衡量
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Â ,GF>,E]Z>,RF

国民总收入* 美元"""""""""""""""""""

Â ,GA>,E]Z>,RF

固定资产消耗"""""""""""""""""""

Â ,JFd,F]J>,GA,_L

自然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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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Fd,F\QL,GA,_L

调整后的净国民收入"""""""""""""""""""

Â ,JFd,AAẐ,RF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百分比"""""""""""""""""""

Â ,GF>,E]Z>,]F,_G

国民总收入* 增长百分比"""""""""""""""""""

Â ,GA>,E]Z>,]F,_G

调整后的净国民收入* 增长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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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Fd,AAẐ,]F,_G

$9!!8对储蓄更全面的衡量
总储蓄"""""""""""""""""""

Â ,JFd,KRZ\,GA,_L

固定资产消耗"""""""""""""""""""

Â ,JFd,F]J>,GA,_L

教育支出"""""""""""""""""""

Â ,JFd,JQFI,GA,_L

净森林消耗"""""""""""""""""""

Â ,JFd,FWO\,GA,_L

能源消耗"""""""""""""""""""

Â ,JFd,FAĜ ,GA,_L

矿产消耗"""""""""""""""""""

Â ,JFd,FEKA,GA,_L

二氧化碳损害"""""""""""""""""""

Â ,JFd,FRO",GA,_L

当地污染损害"""""""""""""""""""

Â ,JFd,F>QE,GA,_L

调整后的净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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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Fd,LUAG,GA,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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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中央政府的财政
收入"""""""""""""""""""

GR,\QU,bG\Z,GF,_L

支出"""""""""""""""""""

GR,b>A,ZOZ[,GF,_L

现金盈余或赤字"""""""""""""""""""

GR,TJ[,RJLN,GF,_L

净债务* 国内债务"""""""""""""""""""

GR,WKA,FOEL,GF,_L

净债务* 外债"""""""""""""""""""

GR,WKA,W\GA,GF,_L

债务和利息支付* 总债务"""""""""""""""""""

GR,FOF,ZOZ[,GF,_L

债务和利息支付*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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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b>A,KAZ>,\U,_L

$9!#8中央政府的支出
货物和服务"""""""""""""""""""

GR,b>A,GL\U,_L

员工报酬"""""""""""""""""""

GR,b>A,ROE>,_L

利息支付"""""""""""""""""""

GR,b>A,KAZ>,_L

补贴和其他转移支付"""""""""""""""""""

GR,b>A,Z\WZ,_L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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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b>A,OZN\,_L

$9!$8中央政府的收入
所得税+ 利得税和资本收益税"""""""""""""""""""

GR,ZJb,̂>]G,\U,_L

货物和服务税"""""""""""""""""""

GR,ZJb,GL\U,\U,_L

国际贸易税"""""""""""""""""""

GR,ZJb,KAZZ,\U,_L

其他税款"""""""""""""""""""

GR,ZJb,OZN\,\U,_L

社会缴款"""""""""""""""""""

GR,\QU,LOR[,_L

赠款和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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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QU,GOZ\,_L

$9!%8货币指标
广义货币"""""""""""""""""""

WE,[T[,TEÂ ,_G

对国内经济的债权"""""""""""""""""""

WE,JLZ,FOEO,_G,E7

对中央政府的债权"""""""""""""""""""

WE,JLZ,RGOU,_G,E7

存款利率"""""""""""""""""""

W\,KA\,F>LZ

贷款利率"""""""""""""""""""

W\,KA\,[QAF

实际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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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KA\,\KA\

$9!&8汇率和价格
官方汇率"""""""""""""""""""

>J,AIL,WR\W

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

>J,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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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L,>>>R,\W

实际有效汇率"""""""""""""""""""

>b,\Qb,\QQ\

GF>隐含平减指数"""""""""""""""""""

Â ,GF>,FQW[,]F,_G

消费价格指数"""""""""""""""""""

W>,R>K,ZOZ[,_G

批发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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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K,ZOZ[

$9!'8经常账户收支
货物和服务出口"""""""""""""""""""

Tb,GL\,GAWL,RF

货物和服务进口"""""""""""""""""""

TE,GL\,GAWL,RF

初次收入余额"""""""""""""""""""

TA,GL\,WRẐ,RF

二次收入余额"""""""""""""""""""

TA,Z\W,RI\\,RF

经常账户余额"""""""""""""""""""

TA,RJT,bO]J,RF

储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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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K,\QL,ZOZ[,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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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政府和市场# 中的指标包括'

私人投资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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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了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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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表现及政策落实情况和制度欠缺
的脆弱国家的情况!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对$<; 个经济
体中会影响$$个领域国内中小企业的商业
法规进行了衡量! 该报告提供了对涉及创
业+ 办理建设执照+ 获得电力+ 注册财
产+ 获取贷款+ 保护少数投资者+ 缴纳税
金+ 进行跨境经营+ 履行合同以及处理破
产等方面的规定的定量性衡量! 另外也衡
量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规定!

自"##8 年以来* $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 已经囊括了"8## 多项有助于营商的
法规制度改革! 从"#$7年=月$日到"#$8

年=月$日* 在所包括的一共"7#个经济
体中* 有$"7个经济体进行了至少一项改
革! 其中=79的改革减少了规定程序的繁
复性和成本! 其他改革则加强了法律制
度! 报告中<#9以上的经济体看到了他们
的前沿距离分数并进行了改善)))现在在
世界上很多地区* 营商已经变得更加便
捷! 新加坡仍是商业规定最有利于营商的
国家!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介绍了
三方面的改善情况' 修改了营商便利度排
名的计算方法* 增加了大型经济体中的城
市样本* 并扩大了指标的范围!

!!第一* 报告将排名依据从百分比排名
调整为前沿分数距离* 即将经济体与法规
最佳实践的程度进行对比! 这样可以显示
出各经济体在每项指标上与最佳成绩的差
距! 与百分比排名相比* 该做法不仅能显
示各经济体在各指标上的排名* 而且也能
显示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第二* 包括将其涵盖范围扩大到人口
在$亿以上的经济体&孟加拉+ 巴西+ 中
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墨西哥+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俄罗斯联邦和美
国( 中的第二大商业城市!

第三* 报告将数据扩大到所涵盖的$$

个主题中的7个* 并计划明年增加到%个!

这一改进提供了新的概念范围* 即在强调
法规效能的同时* 更强调法规的质量!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使用了新的
方法* 以衡量解决破产指标中的质量情
况* 并将质量衡量扩大到获得贷款以及保
护少数投资者等指标中! $"#$=全球营商
环境报告% 将在指标中加入对法规质量的
衡量内容* 如办理建筑许可+ 获得电力+

注册资产+ 缴纳税金以及履行合同等! 迄
今为止的统计结果显示* 法规的质量和效
能几乎一致!

今年"政府与市场# 一章中将包括新
的表格* 即有关统计能力的表格%,$8! 主
要的统计能力指标以及子分类评估了国家
统计能力的变化* 有助于国家统计机构和
政府确定其在收集+ 制作和使用数据方面
的能力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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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亚洲在信息及通讯技术商品贸易领域占主导地位
信息及通信技术&KRZ( 商品)))如移动电话+ 智能
手机+ 便携式电脑+ 平板电脑+ 集成电路* 以及其他
部件和组件等产品)))在全球商品贸易的份额超过了
$#9! "#$"年* 前十大出口经济体中的:个以及前十
大进口经济体中的=个都位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根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 亚洲在KRZ商品制
造和生产中不断增加的份额是由该地区内部生产网络
中的跨国中间商品运输推动的! 这造就了发展中国家
之间大量的商品流动! 根据本国货币计算* 中国在
"#$"年领跑KRZ商品贸易* 其出口额达到了%D#<#亿
美元* 进口额为7D%=# 亿美元!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

出口额为$D7;#亿美元* 进口额为"D;;#亿美元!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私人投资主要投向能源和电信领域
基础设施是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环境的主要因素!

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将导致缩减基础设施维护经费和
新的投资* 而政府也面临预算缩水及私人资金流量
下滑的问题! "#$7年* 发展中国家中私人参与技术
设施建设的比例比"#$" 年下降了"79* 只有$%#7

亿美元! 能源部门的投资额从"#$"年的:7=亿美元
减少到"#$7年的%=8亿美元! 同期* 电信部门的投
资额减少了=9至%:7 亿美元! "#$7 年* 交通和水
资源部门的私人投资减少了8#9! "##% 年至"#$7

年* 交通部门平均占全部私人投资的"#9 &"#$7年
为78#亿美元(! 水和卫生行业仍保持最低* 平均只
有"9* 即一年7"亿美元!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7!

研发经费在一些经济体稳步增加
研发强度是根据研发活动所用资源占GF>比例来衡
量的! 自"##"年后* 这方面的经费一直在上涨! 到
"#$$年* 高收入国家用于研发活动的经费占GF>的
",%9! 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只有$,"9! 在一些
发展中国家中* 不断增加的国内研发支出与其强劲
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比如* 中国的研发支出占
比从"##"年到"#$$ 年提高了:#9* 达到$,<89!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包括巴西+ 中国和
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持续性国内增长* 在
价值链中的位置也不断上升&IAQLRO* "#$#(! 这
些经济体曾经是外包制造活动的主要提供源* 但是
现在已经可以承担自主技术开发+ 产品开发+ 设计
以及实用性研究!

)$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法规给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与其他地区相比*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公司的
高层管理人员通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政府法规
的要求! 企业调查显示*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高层管理人员$89的时间都用在处理法规问题上* 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9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9的两
倍* 几乎是中东及北非和南亚地区%9的三倍! 不过该
地区内这一数字变化很大! 在加勒比地区的小国家中*

需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花费=9的时间! 相比之下* 在
其他地区则需要$=9的时间! 小经济体更依靠贸易*

也更注重维护对营商有力的环境!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有效管理公共部门及采取好的政策并非易事
在弱国* 很容易发现不完善的制度+ 不良发展结果以
及冲突风险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个有能力+ 有责任的
政府会为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以及更好的服务* 从而提
高发展成果! 有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加入了
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项目! 该项目旨在决
定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的借贷资格! "#$7年* 有:

个国家在公共部门和制度群中的得分比"#$"年有所提
高, ;个国家有所下降, "7个国家没有变化! 佛得角
&在量表中的值为8,$* 从$ 到=* $ 分为低* = 分为
高( 和坦桑尼亚&7,8( 表现最好, 乍得和刚果民主
共和国提高最快* 都将分数提高了#," 个点* 从","

上升到",8!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在过去!+年中# 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稳步提高
统计能力指标是进行监测和追踪的有力工具* 可以
测评国家统计能力的变化* 并帮助政府确定其在收
集+ 制作以及使用数据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从
"##8年开始进行评估后*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统
计能力指标都有所改善* 从=% 上升到=< &在# P

$##的量表中(! 有资格获得国际发展协会资金的所
有国家* 平均分从%<分提高到="分&见&''(' ))

*+'+,-./0*1+23,./4)+1.V')@.V2'/aP+2* P0B2*C24P

4/.V(6(! 有资格获得国际银行重建和发展资金的国
家* 从:7分提高到:%分! 但是* 我们还需要继续
努力以帮助这些国家坚守国际统计标准和方法* 提
高数据的可用性和周期性规律!

)%



重点关注
!!数码和信息革命改变了世界学习+ 交流+ 营商
和治疗疾病的方式! 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所有国家所
有领域的进步提供了广阔的机会)))经济增长+ 提
高健康+ 提供更好的服务+ 通过远程教育进行学
习* 以及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机会! 互联网将信息送
到学校和医院* 改善了公共和私人服务* 而且提高

了生产力和参与度! 通过移动电话* 互联网扩大了
在发展中国家的接入量! 移动性强+ 使用简单+ 部
署方便+ 运行成本不断下降的无线技术让移动通信
可以普及到乡村地区!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提供的数
据* 到"#$8 年年底* 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
7#亿!

)&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地区中*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欧
洲及中亚互联网用户渗透率最高' "#$7年为8=9!

!!全球使用互联网用户人数不断增加! "#$7年约有":亿
人在线)))占人口的7<9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上网人口比例从"#$#年的$#9

上升到"#$7年的$:9!

!!"#$7年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用户数量为$:亿* 是"##=年
的8,8亿的三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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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数据来自国际电信联盟&K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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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所公布数
据基于现金收付制* 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 中的权责发生制进行了调整! @e与中国政府的官方数字不同&$,79,

见中国国家统计局* ---,6'+'6,4.?,@2(! *,不同于营商环境网站&---,*.C241V6C2B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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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企业进入密度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7年发布的创
业数据库* 其中涵盖了超过$%#个国家在"##8)"#$"年之
间的各种指标!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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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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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241V6C2B66,./4)*+'+)Bf(0./B'C(C@6)B2'/B(/B2BV/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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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监督效果+ 对财产进行法律保护
的范围+ 就业规定的灵活性以及企业税负等方面的衡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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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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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的规章制度* 如为企业审批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 数据
库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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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相关指标信息可参阅---,*.C241V6C2B66,./4!

营商环境的数据来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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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中对企业的法定形式+ 企业规模+ 地理位置以及经营性
质作出了假设! 我们对$<;个国家超过$#D:##名专家+ 律
师+ 商业顾问+ 会计师+ 货运代理+ 政府官员* 以及参与
日常管理和提供法律法规意见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在未来"#年中* 营商环境项目将对$#套营商指标中
的<套进行重要完善* 在现有强调效率的概念框架基础上*

提供更加注重规章制度质量的新框架! 此外* 营商环境项
目也将调整营商便利排名依据* 从百分数排名方式调整前
沿分数距离方式! 前沿分数距离方式根据最佳管理实践对
经济体进行衡量)))展示各经济体在各指标上与最佳表现
之间的差距! 该方法比之前使用的简单排名能捕捉到更多
的信息* 因为该方法不仅能显示各经济体在各指标中表现
的排名* 还能显示其与最佳表现的差距!

营商环境项目采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对数
据进行解释时应引起注意! 第一* 数据仅能代表各经济体
最大的商业城市中的商业状况* 而没有考虑其他地区的管
理情况! 为减小这种局限性* 我们收集了所选经济体的地
方性指标* 涵盖面因此扩大到这些经济体中百万人口以上
的第二大经济城市! 地方数据显示* 同一经济体中不同城
市的改革速度和营商便利程度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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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个体企业(

的管理情况! 第三* 标准商业案例中描述的交易仅讨论了
一系列特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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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答题者的主观判断之上!

当来源表明估计有所不同时* 营商环境中的时间指标则仅
代表给定标准化案例假设下* 不同答案的中间值! 第五*

这种方法假设企业完全了解全部规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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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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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该经济体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 功

能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交易费越低*

越能改善资源分配+ 促进经济增长! 有关资金使用+ 可用
信贷额以及服务成本等的数据提高了政府对金融发展的了
解! 信贷是现金交易中的重要纽带! 它可以为生产+ 消费
以及资本形成提供资助* 从而影响经济活动! 对于家庭+

私人企业以及公共实体的可用信贷额* 显示了银行和金融
部门在经济体中的发展程度!

金融部门为国内提供的信贷额度占GF>的比例反映了
银行业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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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W( 对银行业的调查* 记录在$国
际金融统计% 中* 有些数据也来自信托公司的调查! 金融
公司调查中包含各国货币当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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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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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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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的比例反映了各国的财政负担以及其对私人部门的激励情
况! 表格中仅包含中央政府的数据* 可能会严重低估总税
收负担* 尤其是在省市级政府规模较大或者征税权力较大
的国家!

税收收入在GF>中比重偏低可能反映出行政能力薄弱
以及偷税漏税严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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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入国家更能使
用税收收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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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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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开支会加重经济负担* 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军事支出占
GF>的比重能够粗略地衡量一个国家投入军事活动的国家
资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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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间的比较需要考
虑很多因素* 包括历史与文化传统+ 须保卫的国境线长度+

与邻国关系以及国民对军队的看法!

数据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L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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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包括政府对LK>\K+ 联合国裁军事
务办公室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的调查问卷所做的回复!

二手资料来源包括国际统计数据* 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AJ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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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W

专家关于各国的报告以及专业刊物等!

当LK>\K无法作出独立评估时* 会使用由各国提供的
数据! 由于各国在定义上存在差异* 且在核实数据准确性
和完整性方面存在困难* 因此各国数据间并不完全具有可
比性! 但L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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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K对军费支出项目的信息请参阅
---,6C(/C,./4)/B6B+/@&)+/5+5B2'6)5C0Bf!

基础设施
经济体的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质量* 是关乎投资

决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能源署&K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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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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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关数据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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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也被计入其中! 消耗数据并不能反映供给的可靠性* 如
故障+ 负载系数以及断电频率等!

国际电信联盟&KZI( 估计* 到"#$7 年* 全球移动电
话签约量为=:亿! 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曾达到过如此之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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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无线技术
部署成本相对较低且在不断下降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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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业务营业公司是电信数据的主要传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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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精确的方法是使用普及率)))使用电信技术的
家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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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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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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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含
量低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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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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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C@&/.2.40.V* $;;:(!

统计能力
统计能力指该国收集+ 分析和提供有关其人口及经济

状况高质量数据的能力! 当统计能力提高* 决策者可以使
用精确的统计数据进行决策* 会得到更好的政策设计及结
果! 统计能力指标是监测和追踪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的主
要工具* 也可以帮助全球的国家统计部门认识到各自在收
集+ 制作和使用数据方面存在的差距!

定义
企业进入密度为$%)=8岁的人口中* 每千人新登记注

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 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是指在
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 以最快速度完成合法经营公司的全
部程序所需的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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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系统包括金融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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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中央政府的资金! 某些强
制缴纳* 比如罚款以及大部分社会保障金不包含在内! 由
于征收不当而导致的偿还及处罚* 记为负的税收收入! KEW

的$政府金融统计手册"##$% &GWLE"##$( 中的分析框架
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资产负债表上的! 对于仍然以现金
流报告政府财政数据的国家* KEW将对报告进行调整* 以
适应GWLE"##$的框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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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截至"##"

年( 的LK>\K数据! 包括全部用于武装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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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认定是为军事行动进行训练并配备装备( 以及军事
航天活动的商品及资本支出! 这类开支包括军事及民事人
员费用&包括军事人员的养老金及社会福利(+ 活动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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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复原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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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改装及销毁等的费用! 然而* 由于难以获得更多有关
军事预算及预算外军事支出的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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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该定义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人均耗电量
是发电站产量及热电厂产量减去输送+ 分配+ 转换的损失*

再减去热电厂自身的耗用后* 除以年中人口数得到的数据!

移动电话签约量是指公共移动电话服务的签约量! 该服务
利用蜂窝技术提供接入公共电话交换网络! 预付签约及活
跃预付账户&指过去7个月曾使用过的账户( 均包含在内!

这一指标适用于所有支持语音通信的移动蜂窝签约量* 但
是不包括数据卡或I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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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量! 互联网个人用户是指过去
$"个月曾&在任何地点( 使用过互联网的个人所占的百分
比! 可以通过电脑+ 手机+ 个人数字助理+ 游戏机+ 数字
电视或类似设备使用互联网! 高科技出口产品是指研发密
度较高的产品* 比如航天工业+ 计算机+ 医药品+ 科学仪
器以及电力机械! 统计能力指标指用于评估该国统计体系
能力的综合分数! 该指标根据诊断框架对方法+ 数据来源
及周期和时效性进行评估! 根据以上领域的"%项标准* 使
用公开数据及该国提供的数据对各国进行评分! 总统计能
力分为以上三项分数在#)$##的量表中的简单平均分!

数据资料来源
企业进入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创业数据库&---,

*.C241V6C2B66,./4)*+'+)Bf(0./B'.(C@6)B2'/B(/B2BV/6&C((! 创立

企业所需时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

C241V6C2B66,./4(! 国内信贷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
布的$国际金融统计数字%! 中央政府税收数据来自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政府金融统计数字%! 军事支出数据来
自LK>\K公布的军事支出数据库&---,6C(/C,./4)/B6B+/@&)

+/5+5B2'6)5C0Bf)5C0Bfh *+'+1+6B)5C0Bfh *+'+1+6B(! 电力消
耗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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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能源数据统计年
鉴%! 蜂窝移动电话签约量和互联网个人用户数据来自国际
电信联盟的世界移动通讯)KRZ指标数据库! 高科技出口产
品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商品贸易&R.5'/+*B( 数据库!

统计能力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能力公告牌&&''(' ))

116@,-./0*1+2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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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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0*1+23,./4)'+10B)和表格编号&例如* &''(' ))-*C,

-./0*1+23,./4)'+10B)%,$(!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线指标* 请使

用网址&''(' ))*+'+,-./0*1+23,./4)C2*C@+'./)和指标编码&例
如* &''(' ))*+'+,-./0*1+23,./4)K2*C@+'./)KQ,>>K,ZQ[Q,RF(!

%9!8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
电信投资"""""""""""""""""""

KQ,>>K,ZQ[Q,RF

能源投资"""""""""""""""""""

KQ,>>K,QAĜ ,RF

运输投资"""""""""""""""""""

KQ,>>K,Z\JA,RF

供水和卫生设施投资"""""""""""""""""""

KQ,>>K,MJZ\,RF

对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

WL,JLZ,>\UZ,GF,_L

注册的企业* 新企业"""""""""""""""""""

KR,TIL,A\QG

注册的企业* 进入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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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TIL,AFAL,_L

%9"8工商业环境! 企业调查
处理政府规章制度的时间"""""""""""""""""""

KR,GOU,FI\L,_L

税收官员的平均见面次数"""""""""""""""""""

KR,ZJb,EQZG

获得营业执照所需时间"""""""""""""""""""

KR,W\E,FI\L

行贿几率"""""""""""""""""""

KR,W\E,T\KT,_L

因偷盗+ 敲诈+ 破坏和纵火造成的
损失
"""""""""""""""""""

KR,W\E,R\KE,_L

与未注册企业竞争的企业"""""""""""""""""""

KR,W\E,RE>I,_L

拥有女性高管的企业"""""""""""""""""""

KR,W\E,WQEE,_L

利用银行为营运资本融资的企业"""""""""""""""""""

KR,W\E,T]MR,_L

停电造成的价值损失"""""""""""""""""""

KR,W\E,OIZG,_L

拥有国际质量认证的企业"""""""""""""""""""

KR,W\E,KLOR,_L

出口清关的平均时间"""""""""""""""""""

KR,RIL,FI\L,Qb

提供正规培训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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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W\E,Z\AG,_L

%9#8工商业环境! 营商环境指标
创办企业的程序数量"""""""""""""""""""

KR,\QG,>\OR

创办企业所需时间"""""""""""""""""""

KR,\QG,FI\L

创办企业的成本"""""""""""""""""""

KR,\QG,ROLZ,>R,_L

财产注册登记的程序数量"""""""""""""""""""

KR,>\>,>\OR

财产注册登记所需时间"""""""""""""""""""

KR,>\>,FI\L

修建仓库的程序数量"""""""""""""""""""

KR,M\N,>\OR

修建仓库所需时间"""""""""""""""""""

KR,M\N,FI\L

通电所需时间"""""""""""""""""""

KR,Q[R,ZKEQ

履行合同的程序数量"""""""""""""""""""

KR,[G[,>\OR

履行合同所需时间"""""""""""""""""""

KR,[G[,FI\L

商业披露指数"""""""""""""""""""

KR,TIL,FKLR,bc

破产清算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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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KLU,FI\L

%9$8股票市场
市场资本总额&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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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Z,[RJ>,RF

市场资本总额&占GF>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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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Z,[RJ>,GF,_L

股票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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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Z,Z\JF,GF,_L

周转率"""""""""""""""""""

RE,E]Z,Z\A\

国内上市公司"""""""""""""""""""

RE,E]Z,[FOE,AO

标准普尔全球股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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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Z,KAFb,_G

%9%8资金的获取" 稳定和效率
法定权利强度指数"""""""""""""""""""

KR,[G[,R\QF,bc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

KR,R\F,KAWO,bc

商业银行存款人"""""""""""""""""""

WT,RT],F>Z\,>7

商业银行借款人"""""""""""""""""""

WT,RT],T\M\,>7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WT,RT],T\RN,>%

自动柜员机"""""""""""""""""""

WT,JZE,ZOZ[,>%

银行资本与资产的比率"""""""""""""""""""

WT,TA],RJ>J,_L

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比率"""""""""""""""""""

WT,JLZ,A>Q\,_L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

WF,JLZ,>\UZ,GF,_L

利差"""""""""""""""""""

W\,KA\,[AF>

贷款的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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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KA\,\KL]

%9&8税收政策
中央政府征收的税收收入"""""""""""""""""""

GR,ZJb,ZOZ[,GF,_L

企业纳税次数"""""""""""""""""""

KR,ZJb,>Ĵ E

企业准备+ 归档和纳税时间"""""""""""""""""""

KR,ZJb,FI\L

企业利润税"""""""""""""""""""

KR,ZJb,>\WZ,R>,_L

企业劳务税和捐赠"""""""""""""""""""

KR,ZJb,[JT\,R>,_L

其他营业税"""""""""""""""""""

KR,ZJb,OZN\,R>,_L

总营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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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ZJb,ZOZ[,R>,_L

%9'8军事支出和武器交易
军事支出&占GF>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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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K[,b>AF,GF,_L

军事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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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K[,b>AF,_L

武装部队人员"""""""""""""""""""

EL,EK[,ZOZ[,>$

武装部队人员&占总劳动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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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K[,ZOZ[,ZW,_L

武器交易* 出口"""""""""""""""""""

EL,EK[,b>\Z,]F

武器交易*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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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K[,E>\Z,]F

%9(8脆弱的局势
国际开发协会资源分配指数"""""""""""""""""""

Kc,R>J,K\JK,bc

维和部队+ 警察和军事观察员"""""""""""""""""""

UR,>]>,ZOZ[,IA

与战争相关的死亡"""""""""""""""""""

UR,TZ[,FQZN

故意杀人"""""""""""""""""""

UR,KN\,>L\R,>%

军事支出"""""""""""""""""""

EL,EK[,b>AF,GF,_L

偷盗+ 破坏和纵火造成的损失"""""""""""""""""""

KR,W\E,R\KE,_L

开始经营时就正式注册的企业"""""""""""""""""""

KR,W\E,W\QG,_L

童工"""""""""""""""""""

L[,Z[W,#:$8,_L

难民&按来源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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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QWG,O\

难民&按庇护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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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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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Q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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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流民"""""""""""""""""""

UR,KF>,ZOZ[,NQ

获得改善的水源"""""""""""""""""""

LN,N"O,LJWQ,_L

获得改良的卫生设施"""""""""""""""""""

LN,LZJ,JRLA

孕产妇死亡率&国家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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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LZJ,EE\Z,AQ

孕产妇死亡率&模型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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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LZJ,EE\Z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LN,F̂ A,EO\Z

食物匮乏程度"""""""""""""""""""

LA,KZ],FWRZ

小学总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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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E,QA\\

%9*8公共政策和制度
国际开发协会资源分配指数"""""""""""""""""""

Kc,R>J,K\JK,bc

宏观经济管理"""""""""""""""""""

Kc,R>J,EJR\,bc

财政政策"""""""""""""""""""

Kc,R>J,WKL>,bc

债务政策"""""""""""""""""""

Kc,R>J,FQTZ,bc

经济管理&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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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R>J,QROA,bc

贸易"""""""""""""""""""

Kc,R>J,Z\JF,bc

金融部门"""""""""""""""""""

Kc,R>J,WKAL,bc

商业监管环境"""""""""""""""""""

Kc,R>J,T\QG,bc

结构性政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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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R>J,LZ\R,bc

性别平等"""""""""""""""""""

Kc,R>J,GAF\,bc

公共资源使用均等化"""""""""""""""""""

Kc,R>J,>\QL,bc

人力资源积累"""""""""""""""""""

Kc,R>J,N\QL,bc

社会保护和劳动力"""""""""""""""""""

Kc,R>J,>\OZ,bc

促使环境具有可持续性的政策和制度"""""""""""""""""""

Kc,R>J,QAU\,bc

促使社会包容和平等的政策&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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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R>J,LORK,bc

财产权和基于制度的治理"""""""""""""""""""

Kc,R>J,>\O>,bc

预算和金融管理的质量"""""""""""""""""""

Kc,R>J,WKAc,bc

税收征收的效率"""""""""""""""""""

Kc,R>J,\QUA,bc

公共管理的质量"""""""""""""""""""

Kc,R>J,>JFE,bc

政府部门的透明度+ 责任感和腐败
程度
"""""""""""""""""""

Kc,R>J,Z\JA,bc

公共部门的管理和制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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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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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R>J,>ITL,bc

%9!+8交通运输服务
公路网络总量"""""""""""""""""""

KL,\OF,ZOZ[,]E

铺面道路"""""""""""""""""""

KL,\OF,>JUQ,_L

公路客运量"""""""""""""""""""

KL,\OF,>LG\,]=

公路货运量"""""""""""""""""""

KL,\OF,GOOF,EZ,]=

铁路线"""""""""""""""""""

KL,\\L,ZOZ[,]E

铁路客运量"""""""""""""""""""

KL,\\L,>JLG,]E

铁路货运量"""""""""""""""""""

KL,\\L,GOOF,EZ,]=

港口集装箱运输"""""""""""""""""""

KL,LN>,GOOF,ZI

世界范围内注册的离港飞机"""""""""""""""""""

KL,JK\,F>\Z

航空客运量"""""""""""""""""""

KL,JK\,>LG\

航空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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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JK\,GOOF,EZ,]$

%9!!8电力和通讯
人均耗电量"""""""""""""""""""

QG,ILQ,Q[QR,]N,>R

输配电损耗的电力"""""""""""""""""""

QG,Q[R,[OLL,_L

固定电话签约两"""""""""""""""""""

KZ,E[Z,EJKA,>"

移动电话签约量"""""""""""""""""""

KZ,RQ[,LQ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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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约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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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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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信息时代
拥有电视的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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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拥有计算机的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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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联网个人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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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固定宽带网签约量"""""""""""""""""""

KZ,AQZ,TTAF,>"

国际互联网带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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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固定宽带网价格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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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联网安全服务器"""""""""""""""""""

KZ,AQZ,LQR\,>=

信息通讯技术物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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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UJ[,KRZG,_L,IA

信息通讯技术物品* 进口"""""""""""""""""""

ZE,UJ[,KRZG,_L,IA

信息通讯技术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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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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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GL\,RRKL,_L

%9!#8科学和技术
研究与开发&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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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LRKQ,\F,>=

研究与开发&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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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ZQRN,\F,>=

发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论文"""""""""""""""""""

K>,d\A,J\ZR,LR

研发支出"""""""""""""""""""

GT,b>F,\LFU,GF,_L

高科技出口&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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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UJ[,ZQRN,RF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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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UJ[,ZQRN,EW,_L

专利使用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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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GL\,\Ô [,RF

专利使用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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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GL\,\Ô [,RF

专利申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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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Z,\QLF

专利申请* 非居民"""""""""""""""""""

K>,>JZ,A\QL

商标申请&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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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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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ZE],ZOZ[

%9!$8统计能力
统计能力总水平"""""""""""""""""""

Kc,LRK,OU\[

方法评估"""""""""""""""""""

Kc,LRK,EZNF

数据资源评估"""""""""""""""""""

Kc,LRK,L\RQ

周期及时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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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LRK,>\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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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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因商品和服务贸易+ 资本流
动和人口迁移而紧密相连! 随着各国经济
的发展* 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和
复杂! 本章"全球联系# 中的各项指标对
这些流动的规模和方向进行了衡量* 同时
也对关税+ 贸易便利及援助资金等政策干
预措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梳理!

虽然有迹象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从"#$7

年开始重新拾得了信心* 但对资本市场的
担忧仍造成了国际投资的波动! 这种情况
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 实际汇率
下跌导致资本回撤* 并让资本流动变得更
加不稳定! 第一和第二季度全球有价证券
流动急剧下滑* 造成到"#$7年底* 全面下
跌了$$9! 而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
济体分别下跌了779和<9! 低收入经济
体股市值增长反而高于预期* 使证券流动
达到了"#$"年的两倍!

与有价证券投资相比* 外国直接投资
&WFK( 流动波动较小! "#$7年* 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流动增加了$#,%9* 达到$,:万
亿美元! 流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
资增加了$$9! 反观"#$" 年* 则为下降
了""9! "#$"年*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

直接投资约为:D78#亿美元* 占全世界的
8"9! 虽然很多经济体都得到了外国直接
投资* 但这些投资仍主要集中在$# 个国
家! 而其中巴西+ 中国和印度就占据了一
半之多!

私人部门在发展中国家起着重要的经
济作用! 也促使近几年借款模式以及外债
储蓄和流动组成发生重要改变! "#$7 年*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债务额比"#$"年增加
了"<9* 达到%D8"#亿美元! 这些流动的
组成也发生了演变! 从"##;年开始* 私人
部门实体发行的债券不断增加* 已经占到
私人无担保债务中期债务流动的8%9!

"#$7年* 发展中国家公共和私人实体发行
的债券达到历史最高的"D77#亿美元!

自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后出现大幅下
滑的国际贸易增长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但
是由于高收入经济体对商品的需求仍较
低* 因此货物进口仅略有增长* 从"##$年
的#,=9增加到"#$7年$,%9! 商品出口
增长速度也有改善* 从#,89上升到
",79! 与"#$"年相比* 向发展中国家的
出口增长了79* 向高收入国家的商品出
口增长了$,79!

!*)



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8!

中东及北非向高收入国家的商品出口减少
虽然商品贸易量一直在增加* 但是"##<年金融危机后*

从"##;年开始* 贸易增长速度在过去"#年中一直在下
降! 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年中* 虽然向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增加了* 但是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商品出口一直低
于危机前的水平&"##<年为<=D:7#亿美元(! 这一趋
势在中东及北非地区尤为明显! "#$7 年* 该地区向高
收入经济体的出口下滑到"#$#亿美元* 比"##<最多的
"D:=#亿美元减少了":9! 虽然自"#$" 年后* 向发展
中经济体的商品出口也有所减少* 但仍比"##< 年
高""9!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7年* 官方发展援助&OFJ( 增加到$%##亿美元* 是
发展中国家综合国民总收入&GAK( 的#,="9! 捐助政
府自"#$"年减少对外援助后* 又重新增加了在对外援助
方面的投入! 虽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有所增加* 但是其
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份额却在持续
减少! 减幅最大的是对科特迪瓦的援助)))从"#$"年的
$#9减少到"#$7年的89! 不过"#$"年的比例超高是因
为该国达到了重债穷国&NK>R( 计划规定的"完成点#*

因此在"#$"年=月增加了债务减免! 利比里亚也下降了
近=个百分点! 而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 塞拉里昂和冈
比亚都下降了7个百分点! 发展援助委员会向该地区提
供的双边资助总额也比前一年减少了%9! "#$7年仅为
7$;亿美元!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和世界银行债权人报告系统!

外国直接投资和私人部门借款促使资本流向墨西哥
"#$7年* 流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WFK( 达到了
7##亿美元* 是"#$"年水平的两倍多! 墨西哥因此成为
中国和巴西之后的第三大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接受
国!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长期私人无担保债务流向私人
部门借款人的净资金超过了流向公共借款人净债务额!

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为收购投资! 这也显示了
投资者的信心* 特别是对私人部门的信心! 流向私人无
担保借款人的净债务额增加也是很好的说明! "#$7年*

增加了::9* 达到了8"#亿美元* 几乎占流入的总净债
务额的一半! 但是"#$7年流向公共借款人的净债务额
减少了8$9* 为"7#亿美元! 一直到"#$"年* 公共借
款人都是该国资金流动的主要组成!

!!*



注' "##<年债券发行量为零!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债券发行量明显增加
"#$7年* 发展中国家由公共及私人实体发行的债券量
继续增加* 达到历史最高的"D77#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增长最快* "#$7年增加了$#;9* 达到$7%亿
美元! 其中莫桑比克+ 卢旺达和坦桑尼亚都是首次发行
债券! 虽然该地区的国际债券市场规模仍非常小* 但是
债券发行量却继续大幅增加' "#$7 年* 公共部门借款
人发行的债券量增加了$%%9* 达到<8亿美元, 私人部
门发行的债券增加了="9* 达到%$亿美元! 该地区的
高潜在回报和巨大的发展促进了市场准入! 由于公司债
券发行尚未完全对国际市场开放* 因此债券发行将继续
主要依赖公共和政府机构用于为基础设施发展和债务管
理提供资金!

资料来源' 在线表格=,<和=,;!

印度"+!#年资本流动减少
卢比贬值增加了流入印度经济的资本的脆弱性! 在短期
净资本流中* "#$7年为资本流出=,8"亿美元! 而"#$"

年为资金流入$%7亿美元! 除了净有价证券流入减少了
$79外* 流入印度债券持有者手中的资金也从"#$"年的
流入8%亿美元减少到"#$7年流出7#亿美元! 其中部分
被7=%亿美元的银行长期贷款所抵消! 比"#$"年增加了
779! 几乎全部都直接用于私人部门! 除了资本流动波
动外* 外国直接投资也变得更有弹性! "#$7 年增长了
$:9* 使总净流动额达到"<#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债权人报告体系!

欧洲及中亚地区私人部门借款增加
"##;年* 从官方债权人流入欧洲及中亚地区的净资本
翻了一番* 达到8;#亿美元! 而来自私人债权人的资本
则从"##<年的$D7##亿美元减少到::亿美元! 这主要
是由"##<年金融危机造成的! 金融危机导致从私人部
门跨境借贷成本上升* 而官方债权人&主要是多边组
织( 将资金借给公共部门! 现在情况已经开始扭转' 从
外国私人债权人得到的中长期净借款额快速增加* 从
"#$#年的P$$% 亿美元增加到"#$7 年的<#: 亿美元*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些净资本流动中* 有一半以上
来自向商业银行和其他部门的借款* 而官方债权人流出
额为$;#亿美元!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得到了
以上净流出额的<$9!

!!!



重点关注
!!在过去十年中#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
资&WFK( 大幅增加! 长期以来* 都已经认识到外
国直接投资流动还会给国内企业带来知识和技术*

以及劳动力+ 生产溢出+ 更激烈的竞争以及向海外
出口的机会! 另外*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债

务* 因此也是为目前账户赤字提供资金支持的首选
来源! 虽然金融危机后流动放缓* 但是投向发展中
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大幅恢复* 从"##;年的
8D$<#亿美元增加到"#$7年的:D7;#亿美元* 增幅
达到:=9!

!!"



!!巴西&<$#亿美元(+ 墨西哥&8"#亿美元( 和哥伦比亚
&$=#亿美元( 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接受外国直接投资
最多的三个国家!

!!中国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中* 接受外国投资最
多的国家&<89(* 占所有流入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额
的几乎一半

!

!

!

!

!

!

!!莫桑比克GF>中的大部分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 "#$7

年占8"9!

!!"#$7年* 吉布提外国直接投资翻了一番* 从"#$"年占
GF>的<9上升到"#$7年的"#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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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联系

+e包括南苏丹! 1e使用世界银行的加权加总法计算&见统计方法(! 因此有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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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别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

!!(



全球联系
&

关于数据
!!从"#$7版$世界发展指标% 开始* 世界银行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 更改了
国际收支数据的发布方式! 基于$国际收支手册&第五
版(% 的历史数据截止于"##%年! "##%年之后的国际收支
数据已经采用$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 的计算方法进
行发布* 详见---,C5H,./4)Bf'B/2+0)2()6'+1.()1.(,&'5,

商品贸易
商品贸易数据来自于各经济体进口或出口的海关报告*

或与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商品贸易相关的金融交易
报告! 由于时间和定义的差异* 从海关报告估算出的贸易
流量和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估算出的可能有所不同! 许多
国际组织会对贸易数据进行处理* 修正未报告或者遗失的
数据* 这也会导致产生差异! 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的最详尽
的数据来源是联合国统计署的商品贸易统计&R.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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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出口与进口的相对
价格! 最常用的计算贸易条件的方法是净易货贸易条件指
数* 或者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对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

如果一个国家的净易货贸易条件上升* 则该国的出口产品
变得更昂贵或者进口产品变得更便宜!

旅游业
旅游是指前往并且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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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年! 境内外的旅游者是指到
达和离开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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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作为新的到达进行计算! 入境旅游的数据表明的是过境
非居民旅客&过夜旅客( 的到达量! 如果无法得到国际游
客的数据或数据不完整* 那么图表表示的是国际游客的到
达量* 包括游客+ 当日访客+ 邮轮乘客和乘务人员! 总量
通过世界银行的加权加总方法进行计算&见统计方法(! 与
世界旅游组织计算的总量有所不同!

对于旅游支出* 世界旅游组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 并以各国的数据作为补充! 这些
显示在表格中的数据* 包括旅行和客运项目以T>E=中的
定义为准! 如果K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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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国家的援助* 这

些援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QRF( 发展援助委员会
&FJR(+ 多边组织和非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捐助者提供! 该

数据不反映受援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也不对援助
进行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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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同的效果!

援助占国民总收入&GAK(+ 资本形成总额和进口及政
府支出的比率* 衡量了一个国家对援助的依赖程度! 在进
行政策总结时必须谨慎! 由于外交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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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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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 和分母&GAK(

的影响!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基于捐赠者的数据可能和基于
受援者的数据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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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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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表中!

发展援助委员会数据不包括军事援助和用于反恐目的援助!

总计参考世界银行经济分类* 因此可能不同于经合组织的
相关报告!

移民和个人汇款
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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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贡献! 但是很难收集到有关
迁移的可靠数据* 而且通常非常不完善! 这给国际比较造
成了困难!

由于很难获得有关移民存量的数据* 联合国人口署提
供了净移民数据* 该数据考虑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移民
史+ 移民政策和难民的流入量* 从而得到最近一段时间里
人口流动的估计值! 计算该估计值的数据来自于各个方面*

包括边境统计数据+ 行政记录+ 调查和普查! 如果数据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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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差来获得净迁移人口量!

移民经常向原籍国汇款* 这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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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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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或者资产处置
获利( 也与家庭关系无关&无论是否有私人联系(!

受雇人员报酬是指边境+ 季节性和其他短期雇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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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受雇人员报酬包括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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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流动
股权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 国际通行的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根据T>E=( 包括以下部分'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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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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同集团公司的投
资, 债务&除特定债务外(, 逆向投资! "直接投资关系框
架# 提供了一个根据控制和影响来判断国际直接投资是否
产生跨境产权关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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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企业
是指投资者与外国公司签订合作合同* 建立的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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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价证券是指涉及股权证券的跨境交易和头寸* 但不
包含直接投资或者准备资产! 股权证券是可流通+ 可交易
的证券工具* 它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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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流通性允许投资多样化* 并且可以随时
收回投资! 证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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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在证券投资中* 而有专门的类别!

外部债务
外部债务水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信用水平和投资者的

认知! 外债数据是通过世界银行的债务报告系统&F\L(

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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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以主要多边银行和在债权国的官方借贷机构的信息作为
补充! 目前* 有$"8个发展中国家向F\L提供报告! 债务
数据以偿还货币进行报告* 并用美元汇总公布! 期末汇率
被用来汇总存量数据&债务余额( 和预计偿债额, 年度平
均汇率则用于流量数据! 汇率来自KEW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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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债务数据和政府担保的债务数据以每笔贷款为基
础向F\L进行汇报* 而私人长期未担保债务* 则由各国

每年进行加总报告或者由世界银行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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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用来衡量一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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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作为基准年进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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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括旅行和客运项目*

以TE>=定义为准! 如果没有客运项目的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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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的货物+ 非货币黄金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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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本金偿付后
净额(* 除以世界银行估算的国民总收入! 净移民是指一段
时期内的净总移民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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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受雇人员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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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影响
力! 有价证券是指外国直接投资和准备资产之外的股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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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债总额是一个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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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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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对K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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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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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来源
商品贸易数据来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指数的数据来自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IARZ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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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电子资料的更新! 政府开发援助
净值的数据由OQRF收集& &''(' ))6'+'6,.B@*,./4(! 人口
迁移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7(! 个人汇款的数据来
自KEW的$国际收支统计年报% 和世界银行的估算! 外商
直接投资的数据是世界银行基于KEW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
和IARZJF数据&&''(' ))V2@'+*6'+',V2@'+*,./4)\B(./'W.0*`

B/6)/B(./'W.0*B/6,+6(f( 所进行的估算! 有价证券数据来自
KEW的$国际收支统计年报%! 外部债务的数据主要来自世
界银行的报告* 这些报告来自其成员国向F\L的报告* 这
些成员国已经接受了国际银行用来重建和发展的贷款或者
国际发展援助信贷! 其他相关信息还来自世界银行+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发展基金+ 亚洲开发
银行和亚洲发展基金以及泛美开发银行的资料! 发展中国
家外债一览表每年在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 和国
际债务统计数据库中进行发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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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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3,./4)'+10B)和表格编号&例如* &''(' ))

-*C,-./0*1+23,./4)'+10B)=,$(! 若要查看特定的在线指标*

请使用网址&''(' ))*+'+,-./0*1+23,./4)C2*C@+'./)和指标编
码&例如* &''(' ))*+'+,-./0*1+23,./4)K2*C@+'./)Zb,cẐ,

E\RN,bF,MF(!

&9!8商品贸易增长
出口量"""""""""""""""""""

Zb,cẐ,E\RN,bF,MF

进口量"""""""""""""""""""

ZE,cẐ,E\RN,bF,MF

出口额"""""""""""""""""""

Zb,UJ[,E\RN,bF,MF

进口额"""""""""""""""""""

ZE,UJ[,E\RN,bF,MF

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

ZZ,>\K,E\RN,bF,MF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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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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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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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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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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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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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流向
向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内的出口"""""""""""""""""""

Zb,UJ[,E\RN,M\,_L

向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外的出口"""""""""""""""""""

Zb,UJ[,E\RN,O\,_L

向高收入经济的出口"""""""""""""""""""

Zb,UJ[,E\RN,NK,_L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内的进口"""""""""""""""""""

ZE,UJ[,E\RN,M\,_L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区域外的进口"""""""""""""""""""

ZE,UJ[,E\RN,O\,_L

来自高收入经济体的进口 ZE,UJ[,E\RN,NK,_L

&9%8初级商品价格
本表提供了商品价格的历史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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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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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关税壁垒
所有产品* 约束范围"""""""""""""""""""

ZE,ZJb,E\RN,TR,_L

简单平均约束税率"""""""""""""""""""

ZE,ZJb,E\RN,T\,_L

简单平均关税"""""""""""""""""""

ZE,ZJb,E\RN,LE,J\,_L

加权平均关税"""""""""""""""""""

ZE,ZJb,E\RN,ME,J\,_L

适用国际最高关税的份额"""""""""""""""""""

ZE,ZJb,E\RN,K>,_L

适用特定关税税率的份额"""""""""""""""""""

ZE,ZJb,E\RN,L\,_L

初级产品* 简单平均关税"""""""""""""""""""

ZE,ZJb,ZROE,LE,J\,_L

初级产品* 加权平均关税"""""""""""""""""""

ZE,ZJb,ZROE,ME,J\,_L

制成品* 简单平均关税"""""""""""""""""""

ZE,ZJb,EJAW,LE,J\,_L

制成品* 加权平均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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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ZJb,EJAW,ME,J\,_L

&9'8贸易便利
后勤绩效指数"""""""""""""""""""

[>,[>K,OU\[,bc

海关手续负担"""""""""""""""""""

Kc,MQW,RILZ,bc

出口交货周期"""""""""""""""""""

[>,Qb>,FI\L,EF

进口交货周期"""""""""""""""""""

[>,KE>,FI\L,EF

出口单据"""""""""""""""""""

KR,Qb>,FORL

进口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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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KE>,FORL

班轮运输相关性指数"""""""""""""""""""

KL,LN>,GRAM,bc

港口设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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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MQW,>O\Z,bc

&9(8外部债务
外债总额* 美元"""""""""""""""""""

FZ,FOF,FQRZ,RF

外债总额* 占GAK的百分比"""""""""""""""""""

FZ,FOF,FQRZ,GA,_L

长期债务* 政府债务和政府担保
债务
"""""""""""""""""""

FZ,FOF,F>>G,RF

长期债务* 私人无担保债务"""""""""""""""""""

FZ,FOF,F>AG,RF

短期债务* 美元"""""""""""""""""""

FZ,FOF,FLZR,RF

短期债务* 占债务总额的百分比"""""""""""""""""""

FZ,FOF,FLZR,_L

短期债务* 占储备总额的百分比"""""""""""""""""""

FZ,FOF,FLZR,K\,_L

债务还本付息总额"""""""""""""""""""

FZ,ZFL,FQRZ,Qb,_L

债务现值* 占GAK的百分比"""""""""""""""""""

FZ,FOF,>U[b,GA,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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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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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FOF,>U[b,Qb,_L

&9*8全球私人资金流量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美元"""""""""""""""""""

Tb,][Z,FKAU,RF,MF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占GF>

的百分比
"""""""""""""""""""

Tb,][Z,FKAU,MF,GF,_L

证券投资"""""""""""""""""""

Tb,>QW,ZOZ[,RF,MF

债券"""""""""""""""""""

FZ,AW[,TOAF,RF

商业银行贷款和其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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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AW[,>RTO,RF

&9!+8净官方资金流量
来自双边机构的净资金流量"""""""""""""""""""

FZ,AW[,T[JZ,RF

来自多边机构的净资金流量"""""""""""""""""""

FZ,AW[,E[JZ,RF

世界银行* 国际开发协会"""""""""""""""""""

FZ,AW[,EKFJ,RF

世界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FZ,AW[,EKT\,R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优惠性"""""""""""""""""""

FZ,AW[,KEWR,R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非优惠性"""""""""""""""""""

FZ,AW[,KEWA,RF

地区性开发银行* 优惠性"""""""""""""""""""

FZ,AW[,\FTR,RF

地区性开发银行* 非优惠性"""""""""""""""""""

FZ,AW[,\FTA,RF

地区性开发银行* 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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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AW[,EOZN,RF

&9!!8援助依存度
净官方发展援助"""""""""""""""""""

FZ,OFJ,OFJZ,RF

人均净官方发展援助"""""""""""""""""""

FZ,OFJ,OFJZ,>R,_L

赠款* 不包括技术合作"""""""""""""""""""

Tb,G\Z,QbZJ,RF,MF

技术合作赠款"""""""""""""""""""

Tb,G\Z,ZQRN,RF,MF

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GAK的
百分比
"""""""""""""""""""

FZ,OFJ,OFJZ,GA,_L

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资本形成总额
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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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OFJ,OFJZ,GK,_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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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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Z,OFJ,OFJZ,E>,_L

净官方发展援助* 占中央政府支出
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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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OFJ,OFJZ,b>,_L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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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FJR,ZOZ[,RF

美国"""""""""""""""""""

FR,FJR,ILJ[,RF

欧盟"""""""""""""""""""

FR,FJR,RQR[,RF

德国"""""""""""""""""""

FR,FJR,FQI[,RF

法国"""""""""""""""""""

FR,FJR,W\J[,RF

英国"""""""""""""""""""

FR,FJR,GT\[,RF

日本"""""""""""""""""""

FR,FJR,d>A[,RF

荷兰"""""""""""""""""""

FR,FJR,A[F[,RF

澳大利亚"""""""""""""""""""

FR,FJR,JIL[,RF

加拿大"""""""""""""""""""

FR,FJR,RJA[,RF

挪威"""""""""""""""""""

FR,FJR,AO\[,RF

其他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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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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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人口流动
净移民"""""""""""""""""""

LE,>O>,AQZE

国际移民存量"""""""""""""""""""

LE,>O>,ZOZ[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向OQRF国家
的移民率
"""""""""""""""""""

LE,QEK,ZQ\Z,_L

按来源国划分的移民"""""""""""""""""""

LE,>O>,\QWG,O\

按庇护国划分的移民"""""""""""""""""""

LE,>O>,\QWG

收到的个人汇款"""""""""""""""""""

Tb,Z\W,>M]\,RF,FZ

支付的个人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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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Z\W,>M]\,RF,FZ

&9!$8旅游和旅游业
国际入境旅游"""""""""""""""""""

LZ,KAZ,J\U[

国际出境旅游"""""""""""""""""""

LZ,KAZ,F>\Z

入境旅游支出* 美元"""""""""""""""""""

LZ,KAZ,\R>Z,RF

入境旅游支出* 占出口的百分比"""""""""""""""""""

LZ,KAZ,\R>Z,b>,_L

出境旅游支出* 美元"""""""""""""""""""

LZ,KAZ,b>AF,RF

出境旅游支出* 占进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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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KAZ,b>AF,E>,_L

+,可以在线获得表格的一部分* 但不能获得单个指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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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和惯例告知给使用者的重要性!

本章提供了$世界发展指标% 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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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信
息! 其他文档可参阅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以及&''(' ))*+'+,-./0*1+23,./4上的世界
银行统计能力公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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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结果以及
加强公共责任提供了依据! 然而* 数据收
集者之间的差别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导致产
生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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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档和对其所用方法的担心* 可能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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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能进一步降低所公布数据的质量!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提高所发布的数
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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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统计工作制定适当的框架+ 指南
和良好实践标准

#

建立共识* 确定国际广泛认可的指
标* 如为千年发展目标和"#$%年后发展议
程制定的指标

#

建立数据交换机制和方法
#

帮助各国提高统计能力
有关以上活动的更多信息及其他数据

项目参见&''(' ))*+'+-./0*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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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使用的缩略语解释见表后说明!

+,重新调整了原不变价格数据! 1,仅指家庭消费! @,人口数据汇编自管理登记机构! *,人口和家庭普查! B,最新的人口普查' GVB/26Ba*

"##;, dB/6Ba* "#$$! H,根西岛和泽西岛的人口动态登记! 4,滚动抽样式普查基于连续的样本调查! &,从$;;=年起* 报告期由财政年度改为日历
年度! $;;=年之前的数据已转换为日历年度数据!

!##



基本数据文献
基本数据文献的说明

!!

#

基年是各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用作不变
价格计算的基础年份或计价期! 来自国民经济
核算中的加总数值的价格指数* 如国内生产总
值&GF>( 隐含平减指数* 以相对于基准年
价格的当年价格表示!

#

参考年份是指确定
一个国家本币不变价格序列的年度! 通常情况
下* 参考年份是与基年相同* 用于报告不变价
格序列! 但是* 当不变价格数据连锁相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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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对基年的数据作出以
上调整*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会重新调整数据*

以便维持较长的历史时间序列! 为了进行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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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和共同的货币&美
元(!

#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于确定一个国家
是使用的$;=< 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7

年的* 还是"##< 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

7>5价格评估表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增加值
是以基本价格&T( 来报告* 还是以生产者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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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对于农业补贴较高的国家来说*

其基本价格可能高于生产者价格!

#

替代转
换系数是以世界银行估算的转换系数替代官方
汇率&KEW$国际金融统计% 中的/H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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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年份指
的是可使用的国际比较项目购买力平价估算值
的最近调查年份! 所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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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指KEW的$国际收支手册%

第=版&"##;(!

#

外债说明的是"#$7 年公
布的债务情况! J表示数据如报告所示, >表
明为基于报告或者所收集信息的数据* 但包括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成分,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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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或特殊贸易制度& L(! 在一
般贸易制度下* 直接用于国内消费或存入海关
仓库中的货物在到达时被记录为进口货物! 在
特殊贸易制度下* 当货物入境或从海关仓库取
走时如申报用于国内消费* 则记录为进口货

物! 一般贸易制度下的出口货物包括以下向外
运出的货物' &+( 全部或部分由该国生产的
货物, &1( 既未申报为* 也不会转化为用户
国内消费的从海关仓库运出的外国货物, &@(

申报用于国内消费* 在未转化的情况下运出的
本国化货物! 在特别贸易制度下* 出口包括
&+( 类和&@( 类! 在特定编制类别中* &1(

类和&@( 类被列为再出口! 由仅出于运输目
的而进入和离开的货物构成的直接过境贸易不
包括在进出口贸易统计中!

#

政府财政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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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囊括所有中央政府的财
政活动! 中央政府预算账户&T( 不包括中央
政府单位!

#

2=?数据公布标准显示了同意
KEW的特别数据公布标准& LFFL( 或者一般
数据公布标准&GFFL( 的国家! "L# 指同意
LFFL并且已在公布标准公告板上公布数据的
国家& &''(' ))*611,C5H,./4(, 而"G# 指使
用GFFL的国家! 对那些已得到或正在寻求进
入国际资本市场途径的成员国* KEW建立
LFFL以引导这些国家向公众提供经济和金融
数据! GFFL有助于指导成员国向公众及时公
布易于理解的+ 可靠的经济+ 金融和社会人口
综合统计资料! KEW的成员国可以自愿选择参
与LFFL或GFFL! 这两个标准将提高及时综
合数据的利用率* 从而帮助建立健康的宏观经
济政策! LFFL也将改善金融市场的功能!

#

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了进行人口普查并至少公
布了初步结果的最近年份! 如果可以得到基本
数据&例如*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人口* 以
及计算+ 覆盖面和完整性的详细定义(* 就可
以通过及时修订反映最新人口普查的初步结
果! 基于登记制度进行普查的国家每隔%年或
者$#年会生成类似人口普查的表格! 法国的
情况较为罕见! 该国自"##8年以来每年都开
展滚动抽样普查* 其最近一次同时覆盖全部人
口的普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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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编制人口+ 教育和健康数据时使用的有关调
查的信息! FNL是人口和健康调查* QAJFJF

是国家人口动态调查* WNL是家庭健康调查*

NKU)ERN是NKU)母亲和儿童健康* K/EKFNL

是伊朗多指标人口和健康调查* ]FNL是基里
巴斯人口和健康调查* [LEL 是生活水平衡量
调查* EKRL是多指标集群调查* EKL是疟疾
指标调查* ANL是国家健康调查* ALL是全国
人口变化抽样调查* >J>WJE是泛阿拉伯家庭
卫生项目* \NL是生殖卫生调查* \EKFNL是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人口和健康调查* L>J是服
务供应评估* ZFNL 是土耳其人口和健康调
查* MNL是世界健康调查! 有关FNL+ NKU)

ERN* EKL 和L>J 的详细信息* 见
---,*&6,@.5, 有关EKRL 的详细信息* 见
---,@&C0*C2H.,./4, 有关\NL的详细信息* 见
---,@*@,4.?)/B(/.*V@'C?B&B+0'&, 有关MNL的
详细信息见---,-&.,C2')&B+0'&C2H.)6V/?Ba)B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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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V/?Ba2B'-./3,./4(! 核心福利指标问卷
调查&RMKc( 由世界银行开发* 用以衡量不
同人口组别的关键社会指标* 尤其是有关获
得+ 使用核心社会和经济服务及满意度的指
标! 支出调查)预算调查&QL)TL( 收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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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L( 收集各种项目的详
细信息* 包括卫生+ 教育+ 经济活动+ 住房和
公共事业! 收入调查&KL( 收集关于家庭收入
和财富* 以及各种社会和经济特点的信息! 所
得税登记&KZ\( 提供人口的收入和补贴信
息* 如总收入+ 应纳税所得额和不同经济群体
纳税情况! 劳动力核心调查&[WL( 收集的信
息包括就业+ 失业+ 劳动时间+ 收入和工资
等! 生活水平衡量调查&[LEL( 由世界银行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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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是由世界银行设计的简
单监测调查* 经济快捷地收集了大量的家庭数
据! $ P" P7调查的实施分三个阶段* 收集的
是社会人口和就业数据+ 非正式部门的数据*

以及生活条件和家庭消费的信息!

#

人口动
态登记完整性是指向联合国统计署报告至少其
;#9人口动态登记&出生与死亡( 统计情况
国家* 并公布在$人口与人口动态统计报告%

中! 相对于其他国家* 拥有完整人口动态统计

!#$



!!基本数据文献的说明

登记的国家能提供更准确+ 更及时的人口统计
指标!

#

最新农业人口普查显示了最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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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到的* 制
造业增加值数据达到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

次或第7次修订版( 三位数水平的最近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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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数据!

#

最
新水资源使用数据指根据不同来源的淡水水资
源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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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列出了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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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报告期应根据日
历年度&R̂ ( 或者财政年度&Ŵ ( 确定! 大
多数经济体采用日历年度来报告其国民经济核
算和国际收支数据* 也有一些国家使用财政年
度! 在$世界发展指标% 中* 财年数据是指
占该财政年度中较大部分时间的日历年的数
据! 如果某个国家的财年截止期在= 月7# 日
前* 其数据将列在该财年期间日历年的第一年
中, 如果财年截止期在=月7#日或以后* 该
数据将列在第二年! 在$世界发展指标% 中
国际收支数据按日历年显示!

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修订
当改变方法或者完善数据资料来源时* 各

国统计机构会对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修
订! 当数据资料来源发生改变时* $世界发展
指标% 中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也会进行修订!

以下的注释尽管不全面* 但提供了对以前数据
修订的信息!

#

阿根廷* 基准年改为"##8

年!

#

巴林*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数据* 基准
年为"#$# 年!

#

孟加拉* 新的基准年为
"##%)#=!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根据官
方政府连锁统计* 新的参考年份为"#$#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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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日 Ŵ

澳大利亚 =月7#日 Ŵ

孟加拉国 =月7#日 Ŵ

博茨瓦纳 7月7$日 Ŵ

加拿大 7月7$日 R̂

埃及 =月7#日 Ŵ

埃塞俄比亚 :月:日 Ŵ

冈比亚 =月7#日 R̂

海地 ;月7#日 Ŵ

印度 7月7$日 Ŵ

印度尼西亚 7月7$日 R̂

伊朗 7月"#日 Ŵ

日本 7月7$日 R̂

肯尼亚 =月7#日 R̂

科威特 =月7#日 R̂

莱索托 7月7$日 R̂

马拉维 7月7$日 R̂

马绍尔群岛 ;月7#日 Ŵ

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 ;月7#日 Ŵ

缅甸 7月7$日 Ŵ

纳米比亚 7月7$日 R̂

尼泊尔 :月$8日 Ŵ

新西兰 7月7$日 Ŵ

巴基斯坦 =月7#日 Ŵ

帕劳 ;月7#日
波多黎各 =月7#日 Ŵ

塞拉利昂 =月7#日 R̂

新加坡 7月7$日 R̂

南非 7月7$日 R̂

斯威士兰 7月7$日 R̂

瑞典 =月7#日 R̂

泰国 ;月7#日 R̂

乌干达 =月7#日 Ŵ

美国 ;月7#日 R̂

津巴布韦 =月7#日 R̂

#

保加利亚* 新的连锁序列参考年份为"#$#

年!

#

刚果民主共和国*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准年为"##%年!

#

佛得角* 新的基准
年为"##;年!

#

克罗地亚* 新的连锁序列参
考年份为"#$# 年!

#

埃及* 新的基准年为
"##$)#"年!

#

赤道几内亚* 根据KEW数据和
官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准年为"##=年!

#

加
蓬* 根据KEW数据和官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
准年为"##$ 年!

#

印度* 根据官方政府统
计* 新的基准年为"#$$)$"年! 印度报告采用
LAJ"##<!

#

以色列* 根据官方政府连锁序列
统计* 新的参考年份为"#$#年!

#

哈萨克斯
坦* 新的连锁序列参考年份为"##%年!

#

肯
尼亚* 根据根方政府统计* 基准年为"##;年!

#

韩国* 新的基准年为"#$# 年!

#

科威特*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 新的基准年为"#$# 年!

#

毛里塔利亚* 根据经济事务和发展部的官
方统计* 基准年从"##8年改为$;;<年!

#

莫
桑比克*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准年为
"##;年!

#

纳米比亚*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准年为"#$#年!

#

尼日利亚* 根据官
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准年为"#$# 年! 尼日利
亚报告使用LAJ"##<!

#

巴拿马* 新的基准
年为"##: 年!

#

秘鲁* 新的基准年为"##:

年!

#

卢旺达*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 新的基
准年为"#$$ 年!

#

萨摩亚* 新的基准年为
"##<)#;年! 其他方法改变包括更依赖该国增
值商品和服务税体系的总计数据* 使用了更新
的基准* 以及改善后的数据来源!

#

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 基准年从"##$ 年改为"### 年!

#

塞尔维亚* 新的连锁序列参考年份为"#$#

年!

#

南非* 新的基准年为"#$#年! 南非报
告使用LAJ"##<!

#

坦桑尼亚* 新的基准年
为"##: 年! 该国包括结合了LAJ$;;7 和
LAJ"##<!

#

乌干达* 根据官方政府统计* 新
的基准年为"##;)$# 年! 该国报告使用
LAJ"##<! 价格估值在生产价格中!

#

西岸和
加沙* 新的基准年为"##8年!

#

也门* 新的
基准年为"##:年!

#

赞比亚* 新的基准年为
"#$#年! 赞比亚报告使用LAJ"##<!

!#%



统计方法
!!本章将介绍编写$世界发展指标% 时使用
的一些具体统计方法和过程! 包括数据的一致
性+ 可靠性和可比性* 以及计算地区和收入组
别的总数所使用的方法和计算增长率使用的方
法, 还介绍了为了得到用于估算以美元计算的
国民总收入&GAK( 和人均G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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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一致性" 可靠性及可比性
我们在数据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仍不能保证完全的可比性! 因此在解读各项
指标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很多因素会影响数
据的有效性+ 可比性及可靠性' 很多发展中国
家的统计体系还很薄弱, 统计方法+ 统计范
围+ 具体方法和定义差异很大, 涉及复杂的技
术和概念问题* 无法完全解决! 由于特殊情况
会&如冲突导致的问题等( 影响数据的收集和
报告* 因此数据涵盖范围可能不全面!

因此* 虽然数据来源是最权威的* 但是这
些数据仅能说明未来的发展趋势+ 描述经济体
之间的主要差别* 而不能精确量化地衡量这些
区别! 各版$世界发展指标% 中数据的差异反
映了各国所进行的更新以及对历史序列的修订
和所用方法的改变! 因此* 建议读者不要对各
版$世界发展指标% 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或与
其他世界银行发行的出版物进行比较! $;=#年
至"#$7年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可查阅&''(' ))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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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包括
大部分可在线查询的数据! 在本书的封二和

封底可找到按世界银行地区和收入分类的"$8

个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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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包括欧
盟的经济及货币联盟&Q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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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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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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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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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往前和往后进
行计算外推! "##% 年的缺失数据是根据当
年最完整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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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 则
不予计算! 用作替代的变量有' 以美元计
算的GAK+ 总人口+ 以美元计算的货物和劳
务进出口值* 以及以美元计算的农业+ 工
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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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有字母"6# 的加总值是全部可获数据之和! 缺失
的数据不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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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 则该年的总值不
予计算!

#

加总比率用字母"-# 标出* 通常是这些比率的加权
平均值&用名义价值* 或在一些情况下用其他指标作
为权重(! 当计算为未加权平均值时* 标以字母
"V#! 加总比率按可获得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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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 则加总比率不予计
算! 在极少数情况下* 加总比率可以按如下方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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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总增长率用字母"-# 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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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有字母"5# 的加总数是表格中所列数值的中位
数! 如果人口超过$##万的国家缺失的观察数据在一
半以上* 则数值不予列出!

以上原则可能有例外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分析人员的
判断* 加总数可以基于少于%#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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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关紧要* 则可以仅根据表格中列出的数据进行加总计算!

增长率
增长率是年度平均数值* 以百分数表示! 除非特别

注明* 否则价值增长率依据不变价格序列进行计算! 计
算增长率的方法主要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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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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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i$ j%#

这相当于下面这个复合增长方程的对数变形'

"

#

i"

&

&$ j!(

#

在这个方程中* "是变量* #是时间* $ i02"

&

和
%i02 &$ j!(均为待估参数! 如果%

$是%的最小二乘估
计值* 则年均增长率!等于-Bf( &%

$

( P$ .* 再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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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2 &(

)

*(

#

( *)

其中*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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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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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 P$

(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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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f( -02 &(

)

*(

#

( *). P$

世界银行图表集法
在出于某些操作和分析目的计算用美元计价的

!#'



!!!

统计方法
GAK和人均GAK时* 世界银行使用图表集转换
系数代替简单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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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按照该国与国及通货膨胀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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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在#年和#P) 年间的通胀率
&!

#P)

( 用GF>平减指数&(

#

( 来衡量'

!

#P)

i

(

#

(

#P)

在#年和#P)年间的国际通胀率&!

+,-!

#P)

(

用GF>平减指数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账单
位特别提款权& LF\6( 的变形来衡量* 即
"LF\平减指数#! LF\平减指数是日本+ 英
国+ 美国和欧元区的GF>平减指数&用LF\

表示( 的加权平均数* 转换为美元价格! 权数
由一个LF\单位中所含的各国货币量来决定!

!i

+,-!

#P)

i

(

+,-!

#

(

+,-!

#P)

!!#年的图表集转换系数&本国货币对美元(

&.

$#/$0

#

( 为'

.

$#/$0

#

i

$

7

.

#

j.

#P$

!

#P$

!

+,-!

#

( )
P$

j.

#P"

!

#P"

!

+,-!

#

(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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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K&图表集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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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K&1

#

( 中* 如下'

1

$#/$0!

#

i1

#

*.

$#/$0

#

得出的图表集法按美元计价的GAK可以用
一个国家的年中人口去除* 得到人均GAK&图
表集法(!

替代转换系数
世界银行会对官方汇率是否适宜用做转换

系数进行系统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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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单一年份转
换系数!

!#(



做出贡献的其他人员
!9世界概览

第一章由ABC0W+2'.5领导的团队负责编
写! 导言部分由dV+2 WB24和I5+/LB/+XV**C2

撰写* 千年发展目标表格由E+&a+/Q6&/+4& P

Z+1+/a+ dV+2 WB24+ E+6+3. NC/+4++ MB2*a

NV+24+ N+/V2+ ]+6&C-+6B* TVa+2' Q/*B2B

]&+0'+/3&VV+ Z+/CY ]&.3&+/* NC/.3. E+B*++

E+0?C2+>.00.@3+ I5+/LB/+XV**C2+ Q5CLVgV3C

和FB/BXBM.0*B制作! 参与表格制作的有
E+&a+/Q6&/+4& PZ+1+/a+ dV+2 WB24+ E+6+3.

NC/+4++ MB2*a NV+24+ T+0+ T&+63+/ A+C*V

]+0C5C0+ N+/V2+ ]+6&C-+6B+ TVa+2' Q/*B2B

]&+0'+/3&VV+ NC/.3.E+B*++ I5+/LB/+XV**C2+

Q5CLVgV3和FB/BXBM.0*B! 世界银行经济政策
与债务处的LC42B_BC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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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由[CV RVC+ dV+2 WB24+ MC00C+5

>/C2@B和I5+/LB/+XV**C2绘制!

"9人口
第二章由dV+2 WB24+ E+6+3. NC/+4++

N+/V2+ ]+6&C-+6B+ NC/.3. E+B*++ I5+/

LB/+XV**C2+ Q5CLVgV3C和FB/BXBM.0*B与世界
银行全球实践和跨部门解决方案领域)))教
育+ 性别+ 健康+ 工作+ 贫困及社会保障和劳
动部门合作起草! Q5CLVgV3C编写了人口估计
值和预测值! 有关共同富裕的新指标由来自全
球贫困实践部+ 发展研究部和发展数据部的贫
困专家组成的全球贫困工作组编写! J2*/B-

F+1+0B2+ I5+/LB/+XV**C2 和A.1V. .̂6&C*+负
责协调! 根据各国贫困线确定的贫困估算值由
全球贫困工作组负责! 根据国际贫困线确定的
贫困估算值由来自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的
L&+.&V+R&B2和>/B5L+24/+V0+与全球贫困工作
组负责! 来自理解儿童工作情况项目的[./B2g.

GV+/@B00.和WV/C.\.6+'C编写了有关童工的数
据! 其他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K6C6G+**C6&性
别(, L+5VB0EC006&健康(,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
的L+0-+N+C*+/+ E+**+0B2+N.2./+'C+ Z&B.*../

L(+//B1..5和J0+2 MC''/V( &劳动力(, R.00BB2

EV//+a&健康(, dV0C+]/+6B?B@&营养不良和超
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0H[VaB2*CXC和
J2*/B-Z/B?B''&水和卫生设施(,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J5B0CBG+42.2+ W/CB*/C@&

NVB10B/和MBCfC2 [V &教育和识字率(, 联合国
人口司的>+'/C@3 GB/0+2* 和W/+2@.C6>B00B'CB/,

R+00V5T/C2*0Ba和R&+2*C3+K2*C3+*+&B2+&医疗
卫生支出(+ E.2C3+T0.B662B/+ Q0+C2BT./4&C+

EB/@B*B6*BO2C6和[B+22B\C0Ba&营养不良和
超重(, dB66C@+N.&医院病床(, \CH+'N.66+C2

&水和卫生设施(, [VgE+/C+*B\B4C0和
G/B'@&B2 L'B?B26&贫血(+ N+gC5ZC5C5C&肺结
核(+ R.0C2 E+'&B/6和M+&aV E+&+2+2C&死亡
原因( 和[./CE+/CBAB-5+2 &梅毒(, 世界卫
生组织全体人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E+/a

E+&a&艾滋病( 和国际糖尿病联盟的[B.2./

GV+/C4V+'+&糖尿病(! 地图由[CV RVC+ MC00C+2

>/C2@B和Q5CLVgV3C绘制!

#9环境
第三章由E+&a+/Q6&/+4& PZ+1+/a与世界

银行环境与自然资源全球实践部及能源和提取
全球实践部合作编写! E+&a+/Q6&/+4& PZ+1+/a

撰写了引言和重点关注! ABC0W+2'.5和Z+/CY

]&.3&+/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排版上的帮助!

R&/C6'.(&B/L+00帮助编写了引言+ 重点关注以
及有关空气污染的数据! Q6'&B/G,A+C3+0和
I/?+6&CA+/+C2 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Q6'&B/G,

A+C3+0+ I/?+6&CA+/+C2 和R&/C6'.(&B/L+00准备
了有关>E",%污染人口加权暴露和自然资源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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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方面的数据及元数据! LV*B6&2+G&.6&

T+2B/CXBB和Q0C6+>./'+0CB准备了电力使用的数
据和元数据ABC0W+2'.5+ E+6+3.NC/+4+和
MC00C+5>/C2@B为本书所有阶段的工作提供了建
设性意见+ 建议和支持! 世界银行其他作出宝
贵贡献的人员包括' G+1/B0+Q0Cg.2*.JgVB0++

E+/C+22BW+a+ UC?CB2 W.6'B/+ G0B22 PE+/CB

[+24B和I0HGB//C'A+/0.@&! 来自其他机构的人
员包括' 来自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EC@&+B0

T/+VB/+ J+/.2 G.&B2+ E.&+55+* N.,W./.Vg+2H+/

和>B'B/L(BaB/, 来自马里兰大学的>CB//B

T.C0B+V 和E+V/BB2 R/.((B/, 国际能源署的
L&+/.2 TV/4&4/+B?B和dB+2 î ?B6G+/2CB/, 德国
国际合作公司的J/5C2 M+42B/, 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的R/+C4NC0'.2 PZ+a0./和R+/.0C2B>.00.@3,

以及国际道路联合会的R/C6'C+2 G.2g+0Bg! 本编
写组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健康指标和评
估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国际能源机构+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
保护监测中心+ 美国对外灾难援助机构国际开
发办公室和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提供它们的在线数据库表示感谢* 世界银行环
境与自然资源全球实践部也为本章的撰写提供
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9经济
在世界银行环境与自然资源全球实践部及

发展数据经济数据小组的密切配合下* 第四章
由T+0+T&+63+/A+C*V ]+0C5C0C负责编写! 引言
由T+0+T&+63+/A+C*V ]+0C5C0C撰写! R&/C6'.(&B/

L+00和Z+5C/+'̂ +@.1 提出了宝贵意见! T+0+

T&+63+/A+C*V ]+0C5C0C+ E+/3.O0+?C\C66+2B2+

R&/C6'.(&B/ L+00+ L+V0. ZB.*./. WB//BC/+和
Z+5C/+'̂ +@.1 撰写了重点关注部分! ABC0

W+2'.5和Z+/CY ]&.3&+/提供了宝贵意见和排版

方面的帮助! 中+ 低收入经济体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由世界银行各地区工作人员通过年度统一
调查收集! E+X+T/B660+VB/* [CV RVC* WB*B/C@.

Q6@+0B/* E+&a+/Q6&/+4& PZ+1+/a* T+0+T&+63+/

A+C*V ]+0C5C0C* TVa+2'Q/*B2B]&+0'+/3&VV* L+V0.

ZB.*./.WB//BC/+和Z+5C/+'̂ +@.1 对国民经济核
算数据库进行了更新+ 估算和确认! Q6'&B/G,

A+C3+0和R&/C6'.(&B/L+00准备了调整后的储蓄
和调整后的收入数据! JgC'+J5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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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
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库资源!

%9政府与市场
在世界银行金融与市场部+ 宏观经济与财

政管理部+ 交通与信息部+ 通讯技术全球实践
部和公共)私人合作与脆弱+ 冲突和暴力跨部
门解决领域部+ 国际金融合作组织以及外部合
作伙伴的协助下* 第五章由WB*B/C@.Q6@+0B/和
TVa+2'Q/*B2B]&+0'+/3&VV起草! TVa+2'Q/*B2B

]&+0'+/3&VV 在W/B*B/V@ABa1VB/&营商环境(

和J22B''B]C2C'g&统计能力( 的协助下共同撰
写了引言和重点关注部分! ABC0W+2'.5+ Z+/CY

]&.3&+/和MC00C+5>/C2@B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其他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J0Bf+2*B/AC@&.0+6

dB''&私有化和基础设施项目(, [B./+]0+((B/

和W/B*B/C@EBV2CB/&营业登记(, d./4B[VC6

\.*/C4VBgEBg+* U+0B/C+>B/.''C和d.6&V+MC5(Ba

&企业调查(, W/B*B/C@EBV2CB/和\C'+\+5+0&.

&营商环境(, EC@&+B0O/g+2.&标准普尔全球股
票市场指数(,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d+5B6

N+@3B''&军事人员(,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的L+5>B/0.PW/BB5+2 &军费开支和武器
交易(, Z&B/B6B>B''B/6.2 &战争相关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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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BL(V//B00&国内安置人员(, 国际道路联合
会的R&/C6'C+2 G.2g+0Bg+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
Ra/C00BE+/'C2和J2*/B+6FCB'/C@& ].(( &交通(,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UC2@B2'U+0B2'C2B

&港口(, JgC'+J5X+*C&高科技出口(,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A+5+2 ]&+2*B0-+0和\B2+'.>B/Bg

&金融稳定指标(, 国际电信联盟的U+2B66+

G/Ba+ Q6(B/+2g+E+4(+2'+a+ LV6+2 ZB0'6@&B/和
K?+2 U+00BX.U+00,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
Z./1Xk/2 W/B*/C366.2+ L@+/0B''W.2*BV/GC0和
FC+2+]./3+&信息通讯技术商品贸易(,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E+/'C2 L@&++(B/和
\.&+2 >+'&C/+4B&研究与发展+ 研究人员和技
术人员(, 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a+2 [+51

&专利和商标(!

&9全球联系
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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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合作伙伴的协作下* MB2*aNV+24与Q?C6

\V@+X和\V1B2+LV3+X共同编写了第六章! Q?C6

\V@+X撰写了引言! JgC'+J5X+*C和E.00aW+@&Ba

M+''6&贸易和关税( 及\V1B2+LV3+X&外债和
金融数据( 在数据和表格方面提供了大量帮
助! 其他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W/l*l/C@F.@YVCB/

&移民率(,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W0+?C2B

R/B((a和̂V5C3.E.@&CgV3C以及国际贸易中心
的E.2*&B/EC5.V2C&贸易(, R/C6'C2+L+?B6@V

&商品价格(, FN[的dBHH\Ba2.0*6和d.6B(&

LCB4B0&运输成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65C2 J&5+*和Q0B2+TB/2+0*.&援助(, 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Z+/B3 J1.V

R&+1+3B&难民(, 世界旅游组织的ZB/B6+RC00B/

&旅游(! \+54.(+0Q/+1B00a+ L&B00BaWV 和

MC00C+5>/C2@B提供了技术支持!

其他部分
内封以及书中各章中的地图由世界银行地

图设计部的dBHH[B@36B00和T/V2.T.2+26B+协调
完成! MC00C+5>/C2@B撰写了使用指南和每章在
线图表和数据的目录* 并在ABC0W+2'.5的协助
下撰写了统计方法! WB*B/C@.Q6@+0B/撰写了原
始数据文档! [BC0+\+HBC起草了合作伙伴!

数据库管理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由MC00C+5>/C2@B在

数据管理和质量小组的[CV RVC+ L&B00BaWV的
帮助下协调管理! \+54.(+0Q/+1B00a与L..24

LV( [BB领导的数据和信息系统小组负责数据
库管理系统的运作!

设计" 制作与编辑
JgC'+J5X+*C和[BC0+\+HBC与通信发展公司

协调了制作的各个方面! 在T/V@B\.66P[+/6.2

和R&/C6'.(&B/Z/.''的领导下* 通信发展公司提
供了全面的设计指导+ 编辑和排版服务!

Q0+C2BMC06.2制作了封面和地图* 并对本书进
行了排版! >B'B/G/V2*aJ/'mFB6C42 公司的
>B'B/G/V2*a+ T/.+*0BaFB6C42 公司的FC+2B

T/.+*0Ba对本报告进行了设计!

行政助理" 办公技术和系统支持
Q0a6BB]C'C提供了行政方面的支持! dB+2 P

>CB//B FX.5+0CBV+ Ga'C6 ]+2@&+6 和A+@B/

EB4&B/1C提供了信息技术支持! I4B2*/+2

E+3&+@&3+0++ J'6V6&C L&C5. 和E+0+/?Cg&C

UBB/+((+2为$世界发展指标% 的数据平台的
应用提供了软件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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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发行
由R+/0.6\.66B0领导的世界银行出版和知

识部门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FB2C6B

TB/4B/.2+ L'B(&B2 E@G/.+/'a+ A./+ \C*.0HC+

>+.0+L@+0+1/C2 和d+2C@BZV'B2 负责协调印刷+

营销和发行工作!

世界发展指标的移动移用
软件的制作和测试由L&B00BaWV管理* 提

供帮助的人员还有>/+6&+2'R&+V*&+/C* ABC0

W+2'.5* E.&+55B* O5+/N+*C* L..24LV( [BB*

>+/+6'..O0.V5C* MC00C+5 >/C2@B* d.5.Z+/C3V*

+2* E+0+/?Cg&CUBB/+((+2! L..24LV( [BB领导的
数据和信息系统小组承担了系统创建工作!

[CV RVC和MC00C+5>/C2@B提供数据质量保证!

在线获取
通过开放数据网站+ 世界银行数据软件+

表浏览器软件和应用程序接口提供$世界发展
指标% 在线数据的协调工作由ABC0W+2'.5和

L..24LV( [BB负责! JgC'+J5X+*C领导的小组
负责网站的创建和维护工作! 小组成员包括
GB./4B G.24+*gB* ZC5.'&a NB/g.4* dBHH/Ba

E@R.a* >+C4BE./B2@aPA.'+/C.* [BC0+\+HBC和
d.5.Z+/C3V! L..24LV( [BB领导的小组负责系
统开发* 项目管理由E+0+/?Cg&CUBB/+((+2 负
责! 设计+ 编程和测试工作由̂C24R&C+

\+XB6& F+2*++ L&B00BaWV+ LC**&B6& ]+V6&C3+

LC**&B6& ]+V6&C3+ I4B2*/+2 E+@&+33+0+C+ A+@B/

EB4&B/1C+ >+/+6'..O0.V5C+ J'6V6&CL&C5.和
d.5.Z+/C3V完成! [CV RVC和MC00C+5>/C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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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许多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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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0*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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