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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国家统计局局长致力提高英国统计系统的数据全纳性，透过
采取全系统方法来辨识措施及在措施上通力合作，令所有人
都参与和让所有人的数据被计算在英国数据及证据内。做法
包括透过活动与参与提供数据之人士建立信任、进行有章可
循的工作来提升共融及增加目前代表性不足的人口组别的
概念衡量、以及改善数据及分析的可访问度。
2021年9月底，	全纳性数据工作组刊登了报告及建议。报告中有四十六项建
议被归类到八大全纳性数据原则。与报告一同被刊登的还有国家统计局局长
的回应，包括英国政府及其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为回应国家统计局局长提出
的建议而已经着手执行属于高等工作方案的初步活动。

国家统计局统领了以下全纳性数据工作组执行计划，其中概述了针对遍布
全英国的统计系统而推行的各个已知、正在执行或将会执行的措施。此计划
是英国政府内部分析员首度携手合作的开端，同时包含政府以外的措施。此
计划是持续进行的工作方案，为英国数据基础建设进行必要的改善。值得注
意的是，各个组织也许在加强共融的道路上步伐不一。部分措施的出现代表
着已踏出关键的第一步，不过它们也许未能完全符合全纳性数据工作组的建
议；其他措施则可能被视为有前景的做法。

为了发展此执行计划，国家统计局多方面进行外展来整理其内容。其中包括
与英国政府及其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沟通，及扩大范围到载有英国数据编制
者和用户的系统，邀请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及研究资助者就它们将如何
回应全纳性数据工作组的建议而提供信息。为求精简，我们将一些措施分到
了我们认为与其最有关联的全纳性数据原则之下，不过这些措施可能同时和
多个不同原则有关联。

国家统计局、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及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政府授权的
各个行政部门将发挥协作及召集能力，将跨部门和跨学科的人召集在一起，
建立合作关系，联手制定计划，为提高英国数据及证据的全纳性带来系统性
变革。从今以后，我们将努力采取四个构成国的做法，视其为“预设”做法，来
应付我们所有有关全纳性的工作。

https://uksa.statisticsauthority.gov.uk/publication/inclusive-data-taskforce-recommendations-report-leaving-no-one-behind-how-can-we-be-more-inclusive-in-our-data/pages/7/
https://uksa.statisticsauthority.gov.uk/the-authority-board/committees/inclusive-data-taskforce/
https://uksa.statisticsauthority.gov.uk/publication/response-by-the-national-statistician-to-the-inclusive-data-taskforce-idtf-report-and-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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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划会随着我们共同取得进展而不断进化，而国家统计局将寻求更多信息
并于每年发布更新版本。除了为监测进展提供基础外，我们还希望透过公布
我们从政府、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众多行动者那里收集到的信息，使从事相
类活动的人更容易联合起来，为彼此的工作增添价值。

目前正在为全纳性数据建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就数据全纳性的持续改进、相
关质量和覆盖范围以及针对全纳性数据工作组建议的进展情况向国家统计
局局长提供意见。透过与英国统计系统的主要利益悠关者和数据编制者合
作，国家统计局将于	2022	年春季制定和建立一个管治机制来发表及公开“全
纳性数据工作组执行计划”报告。

如何留言:	请将对此计划的任何评论或反馈（包括对未来版本的意见）发送到
equalities@ons.gov.uk。

	

mailto:equalities%40ons.gov.uk?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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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创造一个信任及可信的环境，允许并鼓励每个人参与和被计
算在英国数据及证据内。

我们的方法
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改善与不同人口组别及目前代表性不足的人口组别的
互动。其中将包括以新的方式与相关人群接触，以便更好了解他们的观点。

英国统计局将发挥核心作用，确定和推广有助于与调查及研究参与者互动和
建立信任的措施，促使在英国统计系统内彼此共享指引和良好做法。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为了在提供和使用数据方面增强信任及可信度： 

	• 	国家统计局正与研究参与者就他们选择分享的信息制定“社会契约”。此契
约就为何收集数据、保密性、保安安排、及信息会如何被使用和共享的详
情提供明确信息。我们将与利益悠关者合作，共同开发此产品，并预计于	
2022	年夏季的推介会之前先与相关组别和人群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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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这些建议推出以来，英国统计局的应用数据道德中心已经为确保研究及
统计中的数据全纳性而发布指引，说明分析师应有的道德考虑。其中将会
重点使用自我报告得出个人特征，并且就收集儿童及青少年数据的相关问
题发出具体指引。	

	• 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策略概述了调查的未来愿景，在总体意图上最大限度
地提高数据用户为公共利益而提供统计数据的能力，而数据用户须遵守统
计局的行为守则。该策略和配套路线图将确保全纳性数据工作组的建议会
包含在所有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中。

为了扩大参与性并与潜在的受访者群体建立信任：

	• 作为为统计所用的用户参与策略的一环，国家统计局将建立参与中心，以
确保我们尽可能接触到广泛的用户群，从而令数据反映整个人口。中心会
就我们如何收集、分析和呈现分析和统计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内部提
出建议。该中心将于	2022	年建成。

	• 以2021	年英格兰及威尔士人口普查小区外展为基础，国家统计局将于	
2022	年及	2023	年继续与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接触，以确保他们的需求会反
映在人口普查的分析、产出、以及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
的未来发表建议所进行的研究和计划中，以及更广泛的统计和分析的研究
和计划中。

	• 根据	2021	年人口普查小区参与模式，国家统计局将于2022	年评估于参与
代表性不足的小区群体当中推行自愿性住户调查的可行性。

	• 教育局将继续透过学校及学院专家小组与学校、学院的教师和领袖建立信
任，包括与他们分享成果，使双方能就关键专题进行对话，同时让实地工作
人员以绝对匿名的方式发表意见。

	• 伦敦国王学院将继续使用公众科学在社群中收集数据，与他们共同合作，
建立关系，并让参与者参与收集数据的工作，建立一种不同、更具包容性和
参与性的数据收集形式。

为了增加员工之间的多样性，促进潜在参与者之间的信任：  

	• 政府分析职能部将与政府内部的分析专业人士合作，实施其多元及全纳性
策略，旨在创建一个真正多元化和全纳性的分析社群，以反映我们所服务的
英国社会。	2022	年的优先事项包括启动相互指导计划、进一步传播我们职
能部的第一个全纳性工具包以及继续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落实发展活动。

https://uksa.statisticsauthority.gov.uk/what-we-do/data-ethics/centre-for-applied-data-ethics/guidance-and-support/ethics-guidance-documents/
https://gss.civilservice.gov.uk/policy-store/user-engagement-strategy-for-statistics-ensuring-official-statistics-meet-societys-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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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国家统计局的人民策略及新的调查策略一致，国家统计局将以确保其劳
动力可以充分代表我们所服务的人群为目标。国家统计局调查局致力于	
2022	年探究其劳动人口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包括在招募社会调查采访员方
面，务求解决任何潜在困难，从而创建一个更多样化的劳动人口来维持向公
众收集数据的工作。

	• 当续签合约时，国家统计局将尽力增加参与收集有合约效力的调查数据的
工作人员的全纳性和多样性。

	• 作为疾风经验教训审查所提供的建议的一部分，内政部已承诺更新其多元
化和全纳性策略，并将从	2022	年	3	月下旬起每年发布劳动人口多元化统
计报告。

	• 学生部已落实平等、多元化和全纳性的目标，让劳动人口更多元化及令组织
的工作方式逐渐产生变化，从而为组织及代其监管的其他组织带来更好的
结果。每季度会监测一次学生部工作人员的特质，并且每年会就目标的进展
情况发表报告。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参与上的实际困难，包括与可访问性有关的困难：

	• 	国家统计局正在检讨我们目前社会调查组合中收集数据所涉及的操作流
程，来判断参与上存在的困难，包括那些在统计数据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所面对的困难。此举有助于设计出一套防止困难发生、消除或减轻困难的
操作流程。当局将于	2022	年完成判断困难并提出解决方法的工作，随后进
行研究来分辨出最佳解决方案。

	• 国家统计局正为其家庭调查组合转型，改为以线上为先的收集模式，而其
他模式（电话和面对面）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支援数据收集。这项工作将建立
在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旨在改造我们的社会问卷方式，使问卷以数位化为
预设模式。这种多模式方法将确保那些不能或不愿在线上完成问卷的受访
者也有机会透过另一方式填写问卷，并解决非英语人士、没有电子设备的
人及其他人士因遇上潜在困难而不能完成问卷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于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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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一步测试及评估我们这个混合模式方法，以便我们为未来调查工作进
行数据收集设计时做出决策。具体工作包括：

	• 国家统计局将研究推出多模式、以数位化为先的方式进行冠状病毒感染
研究的可行性，通过电话采访支援非线上参与者，和通过给在家检测工
具包来支援行动不便的参与者。这项目将于	2022	年夏季推行。

	• 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调查部将提供多模式调查，务求尽量减少大众参与
调查的困难，但需要获得拨款。当这种替代设计的开发工作进行期间，国
家统计局继续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于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酌情进
行），以便获得惟独在这种模式下才收集到的个人经验分享。这使	2023	
年便能按性别认同划分来分析犯罪统计数据，并于2025	年就三年来所
汇集的总数据分析仇恨犯罪。转型后的多模式调查预计于	2024	年面世。

	• 国家统计局将根据	2022	年时间使用调查的不同特质进行反应评估，以
了解参与调查的实际困难以及是否需要做出调整以解决这些问题。在此
基础上，当局于2023	年将进行进一步用户研究，包括检视为不同人口组
别及更年轻人口进行调查而使用的工具，以研究直接向儿童收集信息的
可行性。

	• 2022	年期间，苏格兰政府的平等数据改进计划将考虑委托具有不同和交
叉受保护特征的生活经验的人士进行独立研究，以探究这个人口组别的回
应问题和参与调查的困难。这项研究的结果将用于制定最佳实践指引，以
协助公共部门的数据收集者提高回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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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到2022	年期间，数位、文化、媒体及体育部就了解奖励措施对参与调
查的影响展开工作，以确定如何能最有效地提高调查的全纳性。该部门将
继续向那些无法参与线上调查的人发放纸张问卷，并监察参与者提出使用
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进行调查的请求，以提高调查工具的易取性。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多样性数据的正式报告，并将会每
年发布数据以了解其系统中面临的障碍以及其过程中造成一些社群——尤
其是一些族裔组别和残疾人士——在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偏见。	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将引入改造计划，例如作为其奖学金和研究教授计划的一部
分，与相关社群一起测试计划，确保他们将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区域。

	•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与非牟利组织在防止侵害妇女和女童暴力行为的领域
上合作，改进数据收集工具。一些为非牟利组织供货商所用的新数据收集
系统将于	2022	年推行。

为了解决存取和使用数据的实际困难：

	• 国家统计局正在研究方法将调查设计的可变因素纳入供公众使用的财富
和资产调查数据集内，将信息披露问题纳入考虑范围，以允许用户从公共
数据中计算出可以被理解的质量指标。2022	年将进行范围界定，具体实施
计划要视乎结果而定。

	•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防止暴力与社会中心将根据学术贡献者和数据提供
者之间的讨论，从认识论角度对存取和使用数据的困难以及潜在的解决方
案进行解读，结果将于	2023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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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采取全系统方法，与他人展开伙伴协作，以提高英国数据及
证据的全纳性。

我们的方法
我们将联同英国政府、其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富有经验
的人士，制定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采用全纳性的指引和良好做法，促进一致性
以提高数据可比性和数据质量。

国家统计局平等及包纳中心考虑到有必要为引入全纳性于整个研究过程而发
展相关指引及有前景的做法，将跟上及参与和整个英国统计系统的相关活动。

新管治方式正在规划中，并将于	2022	年春季实施，务求督导、监察和推出全纳
性数据工作组执行计划。其中包括为全纳性数据而成立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效
劳的全新独立咨询委员会，由来自不同范畴的组织的独立主席及成员组成，并
以透明的方式报告委员会的活动。作为管治的一部分，我们将考虑如何广泛接
触英国社会以征求其意见及从中取得反馈，并制定评估计划来衡量影响。



9	|	全纳性数据工作组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检视工作组的建议并监测和报告实施进展情况：

	• 	一个为全纳性数据而成立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效劳的全新独立咨询委员会
将于	2022	年初成立，随着英国社会进化，就优先事项、持续改进和评估进
展给予建议。

	• 国家统计局将与整个统计系统的主要利益悠关者和数据编制者合作，于
2022年春季建立一个管治机制，以提供及公开“全纳性数据工作组执行计
划”报告。其中包括如何广泛接触公众及不同人口组别。

	• 国家统计局将于2022	年夏季前制定一项评估计划，以衡量全纳性数据工
作组执行计划活动的影响。

	• 国家统计局将进行全纳性数据工作组执行计划的年度审查及为计划公布
最新消息。

将工作组的工作纳入常规工作流程：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数据质量小组已经成立。此小组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就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残疾、种族和各个社会经济人口组别的数据质量提供
具影响力的建议，例如在促进一致性方面。小组将统领本计划中列出的内
阁办公室行动，并为其他部门提供采用行动的相关指引。小组另外与其他
相类网络紧密合作，例如政府统计服务统一精英小组及政府统计服务数据
质量精英小组。

	• 教育局将于	2022	年制定新的统计用户参与策略，并于	2023	年实施及于	
2024	年进行评估。这将反映由国家统计局发展的政府统计服务统计用户
参与策略中最近制定的最佳做法，加强整个用户边界的协作，将用户参与
文化纳入组织内部，并在统计用户和编制者之间建立有意义和持续的对
话，以便更深入理解用户需求。

	• 内政部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主要联系人及团队组成的内部网络，以回应工作
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此网络的成员负责报告这些建议的进展情况。

	• 国家统计局犯罪及司法中心将更新其参与策略和建立犯罪及司法统计论
坛。第一届年度论坛将于	2022	年	2	月举行，更新后的策略将于	2022	年	3	
月底发布。

https://gss.civilservice.gov.uk/policy-store/user-engagement-strategy-for-statistics-ensuring-official-statistics-meet-societys-need/
https://gss.civilservice.gov.uk/policy-store/user-engagement-strategy-for-statistics-ensuring-official-statistics-meet-societys-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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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统计局的冠状病毒感染调查分析将会有助于现有用户群组创建有持
续性、专为鼓励用户参与而设的用户论坛，并确保其能一直维持全纳性和
参与度。

通过与学者、用户团体和政府以外的其他人接触来共享知识： 

	• 	作为政府统计服务统计用户参与策略的一部分和国家统计局参与中心制
作的成果，国家统计局将鼓励整个英国统计系统的数据编制者巩固与用户
和利益悠关者的交流。

	• 国家统计局将继续与学者、用户团体和政府以外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其他
人接触，并发展出新的利益悠关者参与团体，彼此互相分享知识和衡量方
法，并接受对研究和计划的建议。其中包括与国家统计局犯罪及司法中心、
时间使用调查和家庭财务调查的工作有关，制定和提供2021	年英格兰和
威尔士人口普查分析，以及作为发展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
计的未来所提出的建议的一部分。

	• 建基于过去和内政部及维护难民权益的团体共同合作之上，国家统计局将
展开进一步的工作确保将其他面临被排斥或无视的群体纳入我们转型后
的人口及社会统计系统，包括让研究委员会参与设计和实施新系统。	2022	
年期间将展开与政府以外的人员合作规划出新方法的工作，并于2023	年
对方法进行原型设计，然后于	2024	年对人口组别进行系统性检讨以优化
方法。

	• 学生部将积极与学者及从业人员合作，为正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兼有护
理经验的学生开发强化数据收集提供支援。2022-23	学年将开始落实强化
收集，并于	2024	年对经验和成果进行统计报告。

	• 伦敦国王学院制作了一个用于公众科学项目的工具包，使数据编制者能促
进更具参与性和全纳性的数据收集活动。

	• 作为由纳菲尔德基金会拨款资助的英国当代父亲项目的一部分，父亲研究
所将与全国研究组织及统计组织合作，以提高父亲们在全国大规模统计数
据集中的可见度和差异。项目将于2023年年中完成。

作为联合资助数据收集以开发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 	数据编制者将研究发展新的联合资助伙伴关系的机会，并维系现有的联合
资助伙伴关系。

https://actionproject.eu/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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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统计局平等及包纳中心将发挥召集作用，找出会因共同合作而提高效
率的措施。

积极参与提高统计全纳性的国际措施：

	• 国家统计局将会：

 •  研究于2022 年就全纳性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城市小组的可能性。

	• 继续参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中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人口普查工作
组，为国际工作作出贡献而探究和提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问题，为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未来人口普查的建议之用。

	• 更新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全纳性数据宪章行动计划，并继续在
国际层面参与工作，共享相关组织在处理全纳性数据方面的国际最佳做
法。2022 年将启动被更新的行动计划，再于 2023 年与全纳性数据宪章
网络合作，分享学习成果和专业知识。

	• 继续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儿童及青年统计工作组中积极发挥作用，
特别关注于家庭环境以外接受照顾的儿童、残疾儿童和打击侵害儿童的
暴力行为。工作组将于2022 年制定建议，并向国家统计局提供指引，以
便更有效地在数据及证据中反映这些群体的需要。

	• 继续以联合国秘书处家庭调查工作组的成员身份作出贡献。该工作组正
在编写一份定位文件，旨在分辨须优先得到住户问卷调查的区域，以便
在未来数年更有效发挥其基本作用。 

	• 继续在由世界卫生组织统领的残疾问题会议中积极发挥作用，并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同事紧密联络，以提供重要的国际健康比较信息。

	• 继续在国际层面上参与和人力资本及自愿性工作有关的统计数据的发
展工作，包括在自愿性家庭服务工作分组、隶属秘书处间国民账户工作
组的劳工、人力资本和教育分组、及隶属联合国专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
有效收集时间使用统计数据的时间使用现代化统计工作分组上担任主
席。

	• 继续领导联合国城市老龄化小组及年龄分类统计小组，与国家统计研究
所、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统计司和其他组织携手合作，为向老年人口提
供信息方面达到一致性和给出最佳的做法。

	• 	教育局将与英国政府部门、政府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英国王室属地及海
外领土合作，以回应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就联合国拣选其在儿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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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感兴趣的范畴向联合国提供相关的证据，包括儿童因长久积压下来而
引发的情绪崩溃，及如果可行的话按特征划分儿童经历。下一份报告将于	
2022	年提交给联合国，并于每四到五年提交进一步报告。

透过分享、评估和发布有效的创新实践方法来达到更广泛的学习：

	• 	国家统计局正制定一项研究策略，以增加我们研究和创新的影响力，并加
强我们与学术界和更广泛研究组织的合作。

	• 国家统计局将透过出版《国家统计局方法研究文章》及其他相关方法学和
研究出版刊物，分享透过发展方法来提高社会包容性的所学所得。研究成
果将尽可能通过例如搜索引擎直接建立索引和使用数码对象标识符，令其
可查找、可访问、可互动及可重复使用（简称为“FAIR”原则）。

	• 国家统计局将开始正式评估其创新成果，查验具参考性（即使是不完善）的
指标，例如引文及期刊出版物。

	• 国家统计局致力于制定一个侧重于方法开发和创新的研究计划，此计划将
会由更广泛的研究和学术界委托进行，以提高调查数据的质量。

	• 在持续的基础上，内阁办公室种族差异专责部门将发布一系列方法、质量
报告，及博客的文章，以帮助用户更有效了解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不同方面
和与种族数据收集和报告相关的数据质量问题。

	• 从与健康数据相关的种族数据质量中汲取经验教训，内阁办公室种族差异
专责部门将会就提高不同数据收集的数据质量提出建议。2022	年期间会
开发特定数据领域的原型报告，并于	2023	年扩展到其他主题领域，视乎外
界对原型的反应而定。

	• 2022	年期间，苏格兰政府将举办研讨会，让公共部门分析师讨论受保护特
征的最佳分析方法，展示良好做法，并分享学习成果。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ethnicity-data-methods-and-quality-repor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ethnicity-data-methods-and-quality-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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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确保英国数据健全及撷取所有组别的各个主要生活领域，并
定期检视实践方法。

我们的方法
我们会在现有工作之上制定新的合作措施和行动计划，与政府和其他更广泛
的机构合作，提高代表性不足的人口组别在英国数据中的比例。

国家统计局平等及包纳中心将与跨行政部门委员会和政府统计服务分析与
评估委员会在已计划的措施上合作，以确保有力地采集群体数据，尤其是目
前在英国数据及证据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为全纳性数据而成立、并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效劳的全新独立咨询委员会将就
纳入更多代表性不足的人口组别成员而向国家统计局局长提出建议及方法。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识别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并制定解决代表性不足的策略：

	• 国家统计局平等及包纳中心从今以后将在识别和参与措施上担任召集角
色。目前的措施包括：

	• 国家统计局于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与相关行政数据进行
比较，以评估不同数据来源的代表性，以及如何最能确保让更多被边缘
化的群体纳入从今以后的统计。这项工作将有助于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
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未来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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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将使用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中无响
应链接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来了解不同群体的无响应和无响应偏差的
各个水平。此分析可以用来发展减少不同群体的无响应数目的建议。分
析的各个选项（无论是在内部进行还是受委托进行）将于2023 年年初被
考虑，并于2023 年底发布分析报告。

	• 由国家统计局统领的蒂奇菲尔德市老龄化相关统计及年龄分类数据小
组将展开工作，评估与年龄分类数据有关之目前的证据和数据之差距，
为改进数据收集提供建议。2022 年到2024 年期间将进行工作计划、界
定范围及评估证据，并于 2025 年发布建议。

	• 国家统计局将与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合作，调查英格兰主要卫生行政数
据来源中有关种族记录的质量，并提出解决基础数据来源中存在偏差的
方法。国家统计局将与威尔士政府探讨将此工程扩大到威尔士的可能。
初步研究结果将于 2022 年公布，未来将利用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
人口普查数据展开进一步工作。

	• 由 2022 年 10 月起，国家统计局将代表性列作劳动力市场调查的一项
关键绩效衡量标准，持续检视代表性，并采取措施解决代表性不足的问
题。

	• 国家统计局将透过	2022	年新建立的犯罪及司法统计论坛，将英格兰和威
尔士的犯罪调查与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进行对比，以评估前
者的代表性，并在发现任何问题后探讨解决问题所需的行动。

	• 2022	年期间，国家统计局正研究将具响应性的数据收集引入其操作设计
的可行性。这种方法包括以收集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数据为目标，以增加
这些群体在数据中的数量。

	• 国家统计局将与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合作，研究开发有关英国企业全纳性
数据的可行性。其中包括与数据持有人合作，鼓励收集和编制有关企业家
的种族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管理层预期调查将于2023年开始收集这些信
息。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将检视不同人口组别在数据及证据方面的差距，并与
各部门共同填补这些差距，向种族差异专责部门的质量改进计划及残疾数
据改进计划汲取经验教训。2022	年夏天将完成检视不同主题领域的数据
差距及制定计划，并于2022	年	8	月前与相关部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未来
三年将继续努力解决数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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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威尔士政府将在《封锁在内：在	2019冠状病毒之外解放威尔士残疾人士的
生命和权利报告》中的研究和数据相关行动中取得进展，已确定各个需要
新的研究和数据收集（包括行政数据）的领域，并且正与政策制定者一起考
虑适当的进展措施。

	• 由英国研究与创新预防研究伙伴关系拨款资助的反暴力、健康及社会联盟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正与	Imkaan	组织及华威大学的学者合作，探究在
边缘化群体方面的偏见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法。他们会在与政策制定者接触
的同时发布同行评审出版刊物及制定政策建议。

	• 继《英国更公平吗？》于2023	年出版后，平等及人权委员会将修订其数据差
距策略，以识别关键数据集和衡量框架所用的主体在哪些方面没有充分包
含受保护的特征，或者质素欠差和不一致的样本数目。2022	年及	2023	年
将会检讨数据集，并于	2024	年发布策略及提供有关衡量框架的任何修订或
《英国更公平吗？》的未来版本的信息。

	• 部门将继续对调查的回应率进行监察，确保调查的代表性，并于发现任何
问题时采取行动，例如交通部的全国旅行问卷调查。

为了提高行政数据收集的全纳性：

	• 2022	年，内阁办公室残疾专责部门将启动残疾数据改进计划，汇报政府部
门关于残疾及能力受损人士的数据和相关出版物的质量，评估它们与残疾
人生活经历的相关性，确立残疾数据改进的所有权，及辨识在残疾数据方
面的跨政府沟通途径。

	• 学生局将与高等教育统计局合作，加强对高校学生个人特征信息的收
集。2022-23	学年开始加强数据收集，并于2024	年对经验和结果进行统计
报告。

	• 苏格兰政府进行了一项平等数据审计，以评估整个组织就《2010	年平等法
案》中九个受保护特征的数据收集和发布，将重点放在一系列数据集，包括
用来编制官方和国家统计的数据集、行政数据集及给部长级官员做决策时
参考之用的特定研究数据集。改进计划将于	2022	年实施。

	• 内政部将探究其所有数据收集中改进个人特征数据收集的方法，提高大众
对收集这些数据重要性的认知，并且在系统或流程的起点付出更大努力收
集个人特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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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统计局正展开研究以更好地了解数据提供者如何收集个人特征数据，
以便突显需要改进的地方。研究将于	2022	年完成，而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国
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未来提出建议。

	• 税务海关总署正研究于新数据收集阶段收集按常规不能收集到关于种族
和残疾的信息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有多大。其可行性工作及建议将于	2022	
年完成。

	• 由英国研究与创新预防研究伙伴关系拨款资助的反暴力、健康与社会联盟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将探究性别、年龄及种族特征在不同数据源及设置
之间的差别。同时将研究使用旨在纠正潜在偏见的多重归因的可能。2022	
年将与数据用户和提供者进行初步接触，该项目将于未来三年继续进行。

解决现有调查无法提供的数据基础设施问题及对行政数据作出改进：

	• 国家统计局调查策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协力采集数据，这能确保我们透过
包括行政和调查数据在内的集体数据来源的互补性来有效满足用户数据
需求。在适用的情况下，全纳性数据工作组的建议将指导我们如何在不受
数据来源影响下将代表性不足的人口组别更好地纳入英国数据，这是我们
工作方法的核心。

	• 作为人口和社会统计转型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在有需要及业务上可行
的情况下，在住户调查来源中增加额外问题，以收集行政数据中毫无潜力
或潜力有限的受保护特征数据。

	• 2022年期间，税务海关总署将展开概括研究，评估通过为特定客户群组而
进行大规模调查来收集受保护特征数据的做法是否可行及可负担得来，以
深入了解这些客户的组成和体验。

	• 2022/23年，内阁办公室残疾专责部门将对英国各地的残疾人进行一项调
查，将重点放在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所面临的困难上，以便加深了解残疾人在
社会的经历，并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及评估国家残疾策略方面提供信息。

	共同努力确保英国行政数据反映相关特征，包括通过连接相关数据集：

	• 作为人口及社会统计转型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正与其他部门合作，包括
政府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共同开发可以综合行政来源、人口普查及调查
数据的统计系统。这将让我们可以作出更及时的人口估计，并以采集相关
特征作分析之用为目标。转型后的系统将充分利用现有及正在开发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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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以满足用户对包容性统计系统的需求。2022	年将规划和建造此系
统，其进展及未来发展将反映在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
未来发表的建议中。

	• 内政部将继续与国家统计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加强用安全及适当的方
法存取行政数据来了解移民人口的需要，包括展开相关和必要的联系工作。

	• 国家统计局正进行可行性研究，透过利用一系列数据来源，包括使用行政
数据将受保护特征使用多变量分析方法处理，制造出更及时、以行政数据
为基础、可以按种族划分的人口估计方法。

评估及解决非私人家庭人口覆盖率的问题：

	• 	2022年，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联同国家统计局正扩大非私人家庭
人口估算工作及了解他们与一般人口的关系。其中工作包括正视露宿者、
在旅馆及庇护所留宿的人等等面临的问题。预计工作将持续到2022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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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年期间，国家统计局将对英国国家公共场所的现有数据来源进行审
查，特别关注如何将具有受保护特征的人纳入这些数据来源中。审查将有
助辨识相关数据差距及需要优先改进的领域。

	• 国家统计局正从行政数据中调查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共设施的人口覆
盖率，以评估未来以行政为基础的人口估计中纳入这些人口的能力。	2022	
年将开展研究，理解非私人家庭及其居民如何被反映在行政数据中，及如
何将他们纳入以行政为基础的人口估计方法中。有关信息将反映在国家统
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未来发表的建议中。工作会在建议范围
外继续进行。

	• 国家统计局将研究非私人家庭人口（在有需要时将包括居住在公共设施
的人口）调查数据的价值以及最有效收集调查数据的方法。这项工作将于	
2022	年上半年进行，其中包括整合从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中
汲取的经验教训。

	• 威尔士政府正研究推行从个人层面收集无家者数据，以便加深了解那些可
能承受着无家可归风险的人士所面对的情况，令无家可归预防措施的评估
得已改善。2022	年期间将利用从试点地方当局收集得来的数据评估其可行
性和有多成功，来决定随后数年将此推广到其他地方当局的可行性有多大。

	为确保在数据收集和汇报活动上考虑到一系列用户的不同需求：

	• 	国家统计局将于	2022/23年财政年度初公布其最新调查策略的路线图。在
规划上实现全纳性是我们对调查的愿景的核心所在。我们将会参与就任何
会套用于现有社会调查组合的策略改变提议及为此进行咨询。为旅行及旅
游统计落实改变措施而设的咨询刚刚结束，国家统计局将于2022年3月底
前回应所有反馈。

	• 作为开拓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未来而发表建议的工
作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于2022	年和	2023	年广泛邀请用户参与，确保
达到不同用户的多样化数据需求，从而在收集和获取数据方面取得进展和
使未来转型后的系统制造出新的统计成果。

	• 目前冠状病毒感染调查分析用户组为英国政府及其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
的主要利益悠关者而设。以此为基础，国家统计局将为学术界人士建立类
似的用户组，确保他们参与度及他们的反馈会被纳入未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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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将制定用户参与策略，增加对用户参与统计的关
注。2022	年将落实此策略。

	• 小区部正为北爱尔兰行政院制定新的社会包容性策略，包括残疾策略、性
别平等策略及性取向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LGBTQ+）策略。虽然
策略由小区部统领发展，但这是北爱尔兰统计及研究机构有份献计的跨行
政部门策略。任何数据开发项目都将成为与这些策略相关的行动计划的一
部分。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会在他们支持的研究上令研究参与者及制定研究
议程的人的声音更多样化，将他们的接触范围扩大到包括受研究影响而产
生最大变化的社群。研究院亦会在每一步都让广泛病患、公众人士及护理
人员参与其中。

	• 苏格兰政府将与平等利益悠关组织合作，制定2023-25年新的平等证据策
略。工作将于	2022年期间展开，并于2023年发布策略。

	• 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已按用户需求更新了燃料扶贫策略，并将继续使
用能更公平反映燃料贫困状态的更新指标来发布燃料贫困统计数据。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已经从法定无家者数据集制造出一系列新的
结果、透过数据流到特定次群系统来满足用户需求，包括露宿者及十八到二
十岁已脱离监护人或保护人照顾的人士。2022	年秋季将发布下一轮结果，
在此之前会先检视用户需求，以确保报告能反映排在最优先位置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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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改善英国的数据基础设施，在所有相关群体及人口、以及不
同地理级别方面实现稳健可靠的分列和交叉分析。	

我们的方法
我们正就改善英国的数据基础设施制定一系列策略，及填补数据中的差距，
透过新的或被强化的调查及数据链接提供更精细的数据，从而实现更好的交
叉分析。

由国家统计局开发的综合数据服务作为改善政府及更广泛组织之间的数据
链接和交叉分析的工具，将在改善英国数据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
家统计局正在开发综合数据服务，以求大大改善及增加英国政府、政府授权
的各个行政部门、国民保健署及地方当局的分析师所访问及使用数据的范
围。此服务的设计旨在让研究人员能快速又方便地访问数据，同时透过使用
广泛的技术和操作控制及稳健和透明的管治，于任何时候都能保障数据当事
人的保密性。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为了提高数据精细度、确保分列数据可以被理解：

	• 	2022	年春季，国家统计局将根据政府统计服务地方数据策略完成制定工
作计划，以便在不同地理层面进行稳健可靠的分列和交叉分析。

	• 2022年10月起，国家统计局将加大劳动人口市场调查的样本数目，加上进
行监察调查的代表性的工作会同步进行，因此会提高调查精细度。

	• 内阁办公室种族差异专责部门将与其他政府部门及组织携手合作，提高种
族数据的精细度，包括减少（只）发布白人和非白人数据的数量。作为种族
差异专责部门于质量改进计划中承诺的一部分，内阁办公室种族差异专责
部门还会鼓励其他公营机构避免使用“BAME”一词（即黑人、亚裔及其他少
数族裔的缩写）。2022	年	5	月将完成对现有数据集精细度的检视，此信息
有助于发展给部门在	2022	到2023	年期间提出增加精细度的建议。

	• 教育局于	2022	年	1	月开始就儿童层面的教育、健康及护理计划收集自愿
性数据，而不是采用地方当局层面的总数据。这将有助于进行更深入分析

https://gss.civilservice.gov.uk/policy-store/gss-subnational-data-strateg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quality-improvement-plan-government-ethnicity-data/quality-improvement-plan-government-ethnicity-dat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quality-improvement-plan-government-ethnicity-data/quality-improvement-plan-government-ethnicit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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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加数据与其他相关数据集进行匹配的可能性，从而加强理解和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儿童有关的政策问题。2023	年开始首次公布数据和强制收集
数据。

	• 威尔士政府平等数据部门将着手（在定性和定量方面）加强平等证据，以解
决威尔士的不平等问题。交叉性是威尔士政府平等数据部门证据的核心。
此部门有望能提供证据支持威尔士策略平等计划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
跨性别行动计划中所识别的区域，为威尔士各种小规模人口及弱势群体
呈现更具全貌的证据，包括具有例如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社会
性别及年龄等等特征、使其受《2010	年平等法案》保护的人士。该部门将于	
2022	年成立，着手发展计划及有系统地整理现有数据。	2023年将推出初
步高度优先分析，而重点研究项目将于同期开始。

	• 威尔士政府残疾差异专责部门将着手（在定性和定量方面）加强残疾人士
证据，以解决威尔士的不平等问题。	此部门将联同残疾工作组为支持残疾
行动计划而按要求提供特别证据和为威尔士各个残疾社群呈现出可以代
表其社群的一个更具全貌的证据。该部门将于	2022	年成立，着手发展计划
及有系统地整理现有数据。2023年将推出初步高度优先分析，而重点研究
项目将于同期开始。

	• 威尔士政府种族差异专责部门将着手（在定性和定量方面）加强种族证据，
以解决威尔士的不平等问题。	此部门将联同宗教豁免问责项目问责小组，
为支持种族平等行动计划而按要求提供特别证据和为威尔士各个种族社
群呈现出可以代表其社群的一个更具全貌的证据。该部门将于	2022	年成
立，着手发展计划及有系统地整理现有数据。2023年将推出初步高度优先
分析，而重点研究项目将于同期开始。

	• 威尔士政府将研究把威尔士全国调查多年数据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以便进
行更详细的次群分析。	2022年期间将确定2023年到2024年的调查内容。

	• 就业及退休金部将增加家庭资源调查的抽查样本，以便在地区层面进行更
有力的收入分析，并协助政策制定者就较小群体的利益——例如种族——
进行更详细的分析。2021	年	10	月到2022	年	3	月会局部增加抽样调查，其
后将于	2022	年	4	月全面落实加强抽样调查，并使用	2024	年及未来数年
持续进行的加强抽样调查的样本发布估计信息。

	• 为威尔士家庭资源调查加强样本后，威尔士政府将获得有关威尔士社会经
济地位及不同受保护特征更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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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位、文化、媒体及体育部将研究透过合并社群生活调查的多年数据制成
总数据集的可能性，以便对次群进行更深入分析。他们也会探究制造小区
域估计的可行性，以增加对较小的地理区域进行分析的可能。这项工作将
于2022	年进行。另外，2021/22	将增加年参与调查的样本数目，以便能够
在较低的地理水平上进行估计。

推动以交叉方法来研究和呈现平等数据：

	• 	内阁办公室的政府平等办公室（隶属平等中心的部门）正与国家统计局联
手实施平等数据计划。在工作初始阶段，计划将使用现有数据来探究人们
的结果如何因不同层面（包括地理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平等问题而改变。这
项工作将在支配多个特征的情况下——包括（如果有的话）年龄、性别、性取
向、种族、社会经济背景和地理——提供对一系列结果的分析。初步分析结
果将于2022年发布。

	• 平等数据计划的第二阶段将透过综合数据服务开发一个链接数据集（又名
平等数据资产），将政府持有的一系列创纪录水平的纵向数据集汇集在一
起，实现更深入的交叉分析和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因不同层面的平等
问题而改变。2022年期间，获取初始数据集的流程将得到完善，并将制定一
项持续进行的工作计划，以开发平等数据资产及探究在随后几年提高平等
和结果的数据广度及丰富性的可能。

	• 国家统计局正使用链接数据集展开一系列工作，以进行更多精细和交叉分
析，包括探索社会流动性以及教育与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调查监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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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教育及关怀背景，以及透过使用“成长在英格兰”的数据集了解弱势儿
童的特征、社会关怀经历和教育成果。这项工作将于	2022	年到2023	年期
间进行。

	• 国家统计局将使用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交叉分析，
并将与苏格兰国家记录部门和北爱尔兰统计及研究部合作，研究为全英国
范围内的人口普查提供分析。

	• 作为	2023	年发布的人力资本指标框架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人一生中
促使其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获得不同群体在其一生中
如何以不同方式发展的证据。

	• 学生部将制定和发布一套交叉措施，以便加强理解不同群体在学生整个生
命周期中可能经历的结果，包括接触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2022	年将制定
这些措施，并从今以后持续发布措施。

	• 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将劳动力市场、贫困和健康进行一系列交叉分析，并于
2023	年出版的下一期《英国更公平吗？》刊登结果。

对现有在线的工具采取交叉方法来提高理解：

	• 国家统计局正开发一个灵活的表格创建工具，作为	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人口普查结果发布的一部分，在统计披露控制的规限下让用户能够选
择感兴趣的特征来创建自己的表格，从而探索交叉性。这些用户工具将于
2022	年到2023	年期间发布。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发布了由法定无家者数据集得出的支持需求
仪表板，让无家者中最普遍又同时出现的支持需求得以辨识。此结果内容
将被检视，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改善内容并于2022	年发布更新的仪表板。

在众多数据收集活动中计划进行针对性过度抽样，以解决知识上的特定差距：

	• 	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研究在某些领域进行过度抽样的可
行性，确立回应数据收集规划的可行性。此举将在抽样阶段（过度抽样以解
决特定数据差距）、收集阶段（集中向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收集）、或两者结合
进行。

	• 税务海关总署将研究透过使用个人、小型企业和代理商的年度调查来了解
具有不同个人特征的客户的可行性。最初可通过结合不同调查年份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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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目，但如果在采集足够样本数目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对某些组别进
行过过度抽样的各种选择及代价将会被考虑。2022	年将会透过结合个人、
小型企业和代理商的不同调查年份来分析具有受保护特征的客户，并于
2023	年考虑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进行过度抽样的必要性。

	• 教育局家长、学生及学习人士小组调查将对代表性不足的群体进行针对性
过度抽样，包括符合领取免费校餐资格的人士、状态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
残疾的人士，以及状态为“有需要的儿童”的人士，以填补现时对这些群体
理解不足的空白。研究已于2021-22学年及2022-23	学年推行，并且可能于
未来数年再次推行。

	• 教育局就	2020年代之儿童群组及	2020	年代学生群组进行研究，视为教
育及成果小组研究的一部分，其中将追踪年龄介乎九个月到五岁的儿童，
及初小教育（即一、二年级）的儿童，直到他们分别完成小学课程（即六年
级）为止。两项研究将包括对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过度抽样，以便更好地
了解成绩、不利条件及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两项研究将于
2021/22年设立及试行，并于2022/23	年第一波及随后三年的后续波中进
行实地考察及数据传输。

为确保 2023年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未来的建议——即社会统计系统——
能满足全方位的全纳性需求：

	• 	国家统计局正广泛参与及进行广泛研究活动，确保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未
来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发布的建议会考虑到全纳性数据工作组所提出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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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确保用于测量所有收集得来的数据的概念具合适度及明
确性。		

我们的方法
我们正制定计划解决现时用来测量与全纳性相关的概念的标准及指引，同时
规划跨政府协作工作以提高统计一致性（参看第七项全纳性数据原则）。国家
统计局会监督整个英国政府及其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的措施，以改善政府统
计服务对数据定义及标准的指引、促进彼此协作及共享最佳做法、推广政府
统计服务所发出的统一准则及指引。

国家统计局将于	2022	年初发布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为检视及更新现行
政府统计服务统一准则和平等特征数据收集指引而制定计划及时间表。其中
将涵盖不同数据收集方式，包括面对面采访、电话及线上收集数据。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为了确保针对不同人口而设的措施能准确反映现时准则及法规：

	• 	国家统计局将留意统计监管局发出与全纳性有关的指引的最新发展，并鼓
励政府内部及四个构成国更广泛采用此指引。

	• 威尔士政府将于2022	年起调查与残疾社会模式相符的正在发展中的证据。

	• 作为更好地了解公务员劳动人口的社会经济背景这项持续工作的一部分，
内阁办公室将与不同组织合作，以更好地了解现有回复率背后的促成因
素，目标是以年度公务员统计出版物的一部分公布公务员劳动人口的社会
经济背景信息。

	为确保在收集可访问及恰当的数据上对概念有明确认知：

	• 	国家统计局将于	2022	年初发布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为检视及更新现
行政府统计服务统一准则和平等特征数据收集指引而制定计划及时间表。

	• 国家统计局将采取以受访者为中心的方法，对所有调查实行端到端设计。
已经完成而又采用这种方法的工作将会被整合及拿来跟用户共享，并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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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规划、路线图和未来调查收集提供指引。这意味着调查体验对受访
者来说是和自身有关连、可以理解和恰当的。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数位团队将与从事政策及分析工作的同事携手合作，
确保可访问性、用户测试和内容设计的原则应用到撰写问卷调查和咨询问
题上。

	• 内阁办公室残疾专责部门将与国家统计局、其他利益悠关者、及专于残疾
人士生活经历的专家合作，展开对全英国残疾人士的调查，确保对所需信
息的概念有认知和进行广泛测试以确保合适数据得以收集和保障其可访
问性。

	• 苏格兰政府将更新有关收集数据及收集平等数据时所应用的措辞的指引。
新指引将于2022	年期间于苏格兰各公共部门推出，可能以2022	年人口普
查的问题或现时国家统计局的统一准则为基础。

	• 由教育局设计、每六周向学校、院校教师及领袖进行一次调查的“学校及院
校小组”，以小组跟各政策团队的讨论内容为基础，会继续委托将问题包含
于调查中。这些问题是基于部门需求背后有明确理由承托着，也都经过审
查。在情况许可下，调查将使用现有的标准化问题，加上根据规划最佳做法
和认知测试而编写的新问题，以确保最终产品易于理解及与行业有关连。
此调查目前于2021-22	学年及2022-23	学年推行，并且可能于未来数年再
次推行。

	• 运输署全国旅行调查的设计将继续由专业统计员监察，由代表运输署的经
验丰富的承包商展开工作，并且继续确保新问题在被加到问卷调查之前会
先接受测试。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将继续与地方当局的中央及地方信息伙伴关
系小组紧密合作，审查任何新的数据要求，并在启动前进行适用性测试。

为确保在收集和报告数据时使用清晰的语言：

	• 在咨询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及政府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后，国家统计局将
于	2022	年初发布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为检视及更新现行政府统计服
务统一准则和平等特征数据收集指引而制定计划及时间表。	

	• 政府分析职能多样性及全纳性创建工作组将为分析团队扩大全纳性工具
包的范围，使其有一部分专门介绍全纳性分析的最佳做法，并提供资源使

https://www.local.gov.uk/our-support/research/partner-organisations/central-local-information-partnership-clip#:~:text=The%20Central%20Local%20Information%20Partnership,service%20delivery%2C%20monitoring%20and%20reporting
https://www.local.gov.uk/our-support/research/partner-organisations/central-local-information-partnership-clip#:~:text=The%20Central%20Local%20Information%20Partnership,service%20delivery%2C%20monitoring%20and%20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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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性报告明确清晰。该工具包将于2022年更新，然后持续每六个月更新
一次。

	• 国家统计局将通过国际行政委员会及其他相关论坛为英国政府及其授权
的行政部门识别措施，促进各部门的语言清晰度、彼此分享最佳做法及在
情况许可下采用统一准则的措施。措施包括：

	• 北爱尔兰行政院将制定有关监察少数族裔人口的指引，以提供标准化框架
来协助公营机构以一致却又灵活的方式收集信息，使生活在北爱尔兰的不
同族裔及移民人口在服务提供和平等方面有更好的待遇。2022年期间将审
议此指引，并于2022	年底前达成协议。

	• 数位、文化、媒体及体育部将继续检视调查问卷，并在有需要时加以说明，
继续使用统一措施并确保报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 国家统计局将与小区、其他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合作，确保在发布	2021	年英
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结果和分析时使用清晰恰当的语言。			

	• 2022年期间，苏格兰政府将支持苏格兰机构于2021年9月指引发布后改变
用于收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及跨性别身份数据的指引。这将被视为政府
统计服务统一审查的一部分。

	• 内政部将审查警员强化计划中的数据准则，确保在数据收集时使用清晰语
言，尤其是在生理性别及社会性别方面，令报告内容更加清晰。下次审查将
于	2022	年初进行。

	• 威尔士政府将会审查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中对生理性别及社会性别术语的
使用，确保威尔士政府在使用时的一致性、清晰性及包容性。

	• 学生部将确保出版物会更清楚说明数据的收集方式以及生理性别及社会
性别术语的使用，以确保用户理解在报告内容出现的特征。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最近审查并修改了法定无家者数据集中的生
理性别及社会性别的定义，以便更好地代表非二元群体。2022	年	4	月将使
用新定义收集数据，于2023	年起发布的内容将使用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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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共享和报告过程中就如何收集数据方面确保透明度：

	• 2022	年，税务海关总署将委托对官方统计元数据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改
善已发布的有关官方统计出版物中如何收集数据方面的信息。

	• 2022	年，数位、文化、媒体及体育部将会审查调查出版物随附的文件，确保
为用户提供元数据，使他们可以评估数据的质素和合适性。

	• 国家统计局将确保202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普查的所有结果附有适当的
元数据，包括与性取向、性别认同、种族、民族认同、语言和宗教有关的元数
据，让用户清楚了解数据是如何收集和汇集的。出版物将于2022	年到2023
年期间面世，并按用户需求可于2023	年到2024	年期间发布更多出版物。

	• 国家统计局将确保所有由劳动力市场调查研究所得的出版物都附带相关
的关键调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使用、回应的模式及回应率。	

	• 国家统计局正为用来改造国家统计局人口及社会统计数据的行政来源的
质量进行持续评估。其中会制造元数据，帮助编制者及用户了解行政来源
的优势和局限性。	2022	年到2023	年期间，将持续发布及更新元数据及质
量报告。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将继续发布一系列元数据以支持已发布的结
果，包括能突显所使用的方法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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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增加例行使用的一系列方法，并建立新方法来加强了解英国
人口的经验。

我们的方法
我们将使用最适用于研究问题及潜在参与者的创新方法进行研究，以求了解
更多在英国数据及证据中代表性不足的几个群体的生活经历。

国家统计局平等及包纳中心在已计划的措施方面促进合作，以求了解更多在
英国数据及证据中代表性不足的几个群体的生活经历，识别及分享良好做法。

由国家统计局开发的综合数据服务作为改善政府及更广泛组织之间的数据
链接和交叉分析的工具，将在改善英国数据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
家统计局正在开发综合数据服务，以求大大改善及增加英国政府、政府授权
的各个行政部门、国民保健署及地方当局的分析师所存取及使用数据的范
围。此服务的设计旨在让研究人员能快速又方便地存取数据，同时透过使用
广泛的技术和操作控制，及稳健和透明的管治，于任何时候都能保障数据当
事人的保密性。

为全纳性数据而成立、并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效劳的全新独立咨询委员会将就
展开定性研究的方法向国家统计学家提供建议，以便更好地了解英国这些人
群的生活经历。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增加用于收集更具全纳性数据的一系列方法：

	• 	由国家统计局数据科学园统领，并与联合国大数据及数据科学专家委员会
的国际成员携手合作，就如何使用新的大数据来源填补数据空白展开研
究。我们跟联合国大数据及数据科学专家委员会及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同事
通力合作，回顾其他国家使用大数据来填补包容性数据空白的经验。

	• 国家统计局正制定非官方来源规程来促进对非官方来源的质量保证，并以
最大限度利用非官方来源，同时将风险减到最低。2022	年将实施定量来源
规程，并于	2023	年制定定性来源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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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统计局正研究特定行政数据集的覆盖范围，以便更好地了解人口中某
些群体如何被反映。正在开发中的定性研究方法将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此
类数据来源的任何全纳性问题。

	• 2022	年期间，国家统计局正展开定性研究来调查目前英国代表性不足的
群体的生活经历，包括：	残疾成人在英国接触及参与活动的经历、购买和
使用商品及服务的经历；英格兰有特殊教育需要和残疾的儿童在学校的经
历；以及吉普赛人及流动社群的生活经历、优先关注的事项及需求。

	• 内阁办公室残疾专责部门将会就与英国残疾人士的生活经历相关的证据
进行有系统性的审查，盘点相关定性研究，找出令残疾人士无法被理解的
主要分歧，并于2022	年	3	月底前确定未来应优先处理的事项。

	• 国家统计局正继续研究用于数据链接的改进方法，作为政府审查中所提到
的结合数据工作的一部分。现正研究新工具和技术，以提高链接质量和确
立更好的措施解决链接不确定性及偏差问题。这些工作将会对任何使用链
接数据的数据分析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分析人口次群方面。

	• 作为继续探索数据科学方法的工作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探讨机器学习
算法中潜在的偏差，以及在甚么情况下会产生可能不完全兼容的结果。这
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数据的代表性，令任何偏差长存于模型
中。探索去偏方法的工作已展开，同时探讨如何保持用于生产的机器学习
算法。其中包括管理模型偏差的风险，及因而导致缺乏包容性的问题，此问
题随着时间增长因模型偏移而逐渐加剧。

	• 数据甚少是完整的，尤其是将来源彼此链接的情况下，而且用来处理缺失
数据的方法可能会影响包容性。国家统计局将研究策略在链接行政数据的
情况下进行归因，及评估因多个链接错误或缺乏覆盖而累积起一堆缺失问
题的影响。这将进一步拓展本来已经完成有关探讨与人口普查数据相关的
行政收入的归因工作，其中发现在反映低收入分布方面存在着重大挑战。

已计划使用数据链接来强化分析：

	• 	国家统计局将探讨使用数据链接作为研究特定群体和人群经验的机制，作
为发展综合数据服务的一部分，以便为了解不同人口组别提供新看法。其
中包括：将福利数据与	2021	年英格兰及威尔士人口普查及其他来源链接
起来、支持对2021	年有关领取残疾相关福利的人士的结果及其他事件（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joined-up-data-in-government-the-future-of-data-linking-methods/joined-up-data-in-government-the-future-of-data-linkage-method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joined-up-data-in-government-the-future-of-data-linking-methods/joined-up-data-in-government-the-future-of-data-linkage-methods
https://www.ons.gov.uk/methodology/methodologicalpublications/generalmethodology/onsworkingpaperseries/onsworkingpaperseriesno21imputinganadminbasedincomevariablelinkedto2011englandandwalescensusdata
https://www.ons.gov.uk/methodology/methodologicalpublications/generalmethodology/onsworkingpaperseries/onsworkingpaperseriesno21imputinganadminbasedincomevariablelinkedto2011englandandwalescensu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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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死亡率）的分析、及将过去的针对性调查链接起来以便为个人及家庭的
长期结果进行分析。2022年将完成设计及建成此综合统计系统。

	• 作为人口及社会统计体系转型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使用相关的调查、
行政数据及人种志研究，展开具充分代表性和包容性的人口前瞻性关联
研究。

	• 内阁办公室种族差异专责部门正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发展链接数据集，用来
提供按母亲种族划分及将人口普查中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并排而得出的出
生及婴儿死亡率数据，为理解孕产妇健康差异提供看法，从而让更有针对
性的干预措施得以发展。该数据集将于	2022	年由安全研究服务部提供。

	• 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正与国家统计局及英国行政数据研究中心合作，
将英国家庭纵向研究的数据与能源消耗数据链接起来，以便探索不同家庭
类型的消费模式。研究人员将于	2022	年取得数据集，令此范围以外的持续
分析得以进行。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正展开将法定无家者数据集与一系列其他数
据来源链接起来的工作，以便提供有关无家可归及露宿情况的更详细信
息。另外，该部门正与司法部合作展开跨部门项目，可能将犯罪信息及毒品
和酒精治疗数据与从无家者收集得来的数据链接起来。2022年将推出试点
项目，在随后几年将进行跨部门链接项目。

为了获得及使用更多纵向数据，包括收集临时经验：

	• 	作为人口社会统计体制转型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发展纵向资产。纵向
资产能让弱势群体及利益的暂时性阶段得以被标记，为后续分析提供数
据。	此综合统计系统将于2022年设计及建成。

	• 教育局将继续为英格兰青少年进行纵向研究，追踪在2013	年年龄介乎十
三到十四岁的青少年群组，通过在最后几年向他们提供强制教育，及其他
形式的教育、培训、就业及其他活动，收集有关职业路向、影响它们的各个
因素及一系列特征的信息。	2021/22	学年将制定调查问卷及进行实地考
察，并于2022/23	学年预备好数据。

	• 教育局教育及成果小组研究计划将推出两个学生群组研究，追踪年龄介乎
九个月到五岁的儿童（2020年代出生的儿童）及初小教育（即一、二年级）
的儿童，直到他们完成小学课程（即六年级）为止。2020	年代的学生将于	
2022	年被拣选及安排好，并于	2022/23	学年进行实地考察及传输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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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其中将使用全国学生数据库中的合乎领取免费校餐资格的准则对弱
势学生进行过度抽样，以便更好地了解成绩、不利条件及一系列个人及家
庭特征之间的关系。

为确保创新和灵活的方法在许可、信任及可信的问题上获充分考虑：

	• 	数据编制者将确保数据链接项目通过适当的管治及批准机制，例如：

 •  内政部将确保与国家统计局在数据链接方面的所有工作都通过适当的
有内政部及国家统计局高级职员在内的项目管治管道而获批。

	• 国家统计局将确保所有被改造过的统计生产将通过正式管道（人口普查
研究保证小组、方法论保证审查小组及纵向科学咨询小组）接受审查和
被保证，并确保所有链接研究都得到国家统计局局长数据道德咨询委员
会的批准。我们在调查问卷上作的转变也将通过适当的管道进行审查和
保证。

	• 国家统计局将确保所有用来分析 2021 年英格兰及威尔士人口普查的
数据集在分析工作开始前已获得有关道德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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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至少五年一次审查相关群体及人口的统一准则，并根据不断
改变的社会规范及受访者和用户需求在必要时更新和扩大
各个标准。	

我们的方法
国家统计局将咨询利益悠关者、数据专家、用户及有生活经验的人，对各个标
准进行初步和持续性审查，以确保我们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

国家统计局将于	2022	年初发布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其中就现行统一准
则及为收集平等特征数据而设的指引（参看第五项全纳性数据）的审查和更
新工作制定计划和时间表。

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将为审查统一准则和指引工作规定频繁性，使数据收
集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新的管治安排将会被确立，以便监督政府统计服务
在推行一致性的工作情况。国家统计局将发挥召集作用，确定英国统计系统
内的相关措施，并促进彼此共享知识和最佳做法。

国家统计局将继续与英国政府及其授权行政部门之间携手合作，透过国际政
府统计委员会和政府统计服务分析及评估委员会促进整个英国统计系统的
编制工作。最近更新的统计条约规定了英国政府与北爱尔兰、苏格兰及威尔
士政府之间共同协议的统计合作框架。是次合作将有助于为整个英国的全纳
性统计系统奠定基础。

https://uksa.statisticsauthority.gov.uk/publication/concordat-on-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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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向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学习，保持统一准则的合适和相关性：

	• 	作为用户参与活动的一部分，以示支持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
统计的未来发表建议，国家统计局将就制定国际统一准则的事情上积极发
挥作用，包括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或欧盟统计局在确定2030	年人口
普查中的人口概念及相关定义方面携手合作。	此举将确保新准则和定义继
续透过国际合作和使用最佳做法发展下去。2022	年到2023	年将推行用户
参与及评估用户需求，并于2023	年发表建议。

	• 由国家统计局统领的蒂奇菲尔德市老龄化相关统计及年龄分类数据小组
成员包括来自国家统计局、联合国机构、多边和双边机构、学术界及民间
社会组织。小组将会继续努力制定参考指引。该小组的工作计划将于2022
年、2023年及	2024年期间落实，并于2025	年公布建议。

	为了提高英国各国、地区及长远的数据一致性及可比性：

	• 	国家统计局将于2022年初发布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参看第五项全纳性
数据原则）。此举将为审查和更新与平等特征相关的概念措施所使用的统
一准则和指引制定计划和时间表，这些统一准则和指引将涵盖不同的数据
收集模式，包括面对面访谈、电话及线上收集模式。

	• 国家统计局将为定期审查及更新统一准则和指引的工作制定计划，作为政
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的一部分。

	• 在咨询利益悠关者及数据编制者——包括政府授权的各个行政部门——过
后，国家统计局将于2022年春季制定并实施新的管治安排，以监察及实现
政府统计服务统一计划。

	• 国家统计局将与英国四个构成国携手合作，审查于2021	年6月发布的政府
统计服务一致性工作计划，以确保其高度重视全纳性。一致性工作计划的
更新版本将于	2022	年发布。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将与国家统计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合作，促进和
改善不同特征的统一类别的使用，从而反映来自种族差异专责部门质量改
进计划及残疾数据改进计划的承诺，令公共部门组织的数据收集、分析及
报告更具连贯性。这项工作将于未来三年内持续进行。

https://gss.civilservice.gov.uk/user-facing-pages/coherence-of-statistics/
https://gss.civilservice.gov.uk/user-facing-pages/coherence-of-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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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将与地方当局合作，了解不同群体的数据可用性，找
出可以改善一致性及其他数据质量问题的地方并提出建议，从而反映来自
种族差异专责部门质量改进计划的承诺。这项工作的范围将扩大到包括其
他受保护特征。工作将于2022	年展开，并于	2023	年继续。

	为确保在收集和报告数据时更广泛地使用统一准则：

	• 	为了反映主题为解决2019冠状病毒健康差异的第三季进展报告中的建议，
内阁办公室种族差异专责部门将联同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了解何时套用
种族方面的新的统一准则于数据收集上。有关时间表将取决于政府统计服
务统一计划的进展。

	• 税务海关总署将采用政府统计服务的统一准则，引入新的数据收集准则于
税务海关总署调查上。2022	年期间将寻求达成在税务海关总署内引入和
宣传新数据准则的协议。

	• 英国创新部将与国家统计局政府统计服务统一小组合作，作为他们审查数
据收集方法的一部分。

	• 由英国研究及创新预防研究伙伴关系拨款资助的反暴力、健康与社会联盟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将在健康、民事司法及刑事司法领域集合数据编制
者及数据用户，联同向受害者或幸存者提供专业服务的非牟利组织，发展
论坛促进交流，以实现数据一致性。	2022	年将与多个数据用户及编制者
进行初步接触，并于2023年从理论及交流获取信息，从而提出统一数据的
建议。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ird-quarterly-report-on-progress-to-address-covid-19-health-inequalities/third-quarterly-report-on-progress-to-address-covid-19-health-ine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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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项全纳性数据原则	
确保所有人能平等存取英国数据及证据，同时保护数据被共
享的当事人之身份和确保数据保密。		

我们的方法
我们将招揽更广泛的人，以便了解如何令数据和证据更易被访问，同时确保
数据安全，并采取行动改善可存取性。

政府数据编制者正审查他们的成果来评估可存取性和确保有采用可存取性
的标准。国家统计局开发的综合数据服务将于未来获取数据及推行改进交叉
分析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由国家统计局开发的综合数据服务作为改善政府及更广泛组织之间的数据
链接和交叉分析的工具，将在改善英国数据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
家统计局正在开发综合数据服务，以求大大改善及增加英国政府、政府授权
的各个行政部门、国民保健署及地方当局的分析师所存取及使用数据的范
围。此服务的设计旨在让研究人员能快速又方便地存取数据，同时透过使用
广泛的技术和操作控制，及稳健和透明的管治，于任何时候都能保障数据当
事人的保密性。

正在执行和将会执行的工作
为了增加让广泛用户获得行政数据的途径：

	• 	国家统计局平等和包纳中心在发展综合数据服务的情况下，将考虑开发集
中化、可探索和可存取的全英国平等数据及分析资源。

	• 内政部将继续发展其统计版本，确保它们适合专家及非专家用户。其中包
括增加支援开放数据格式的数据集数量，让用户可自行做分析。此外，继续
改善所有内政部统计发布的可存取性的工作计划正在进行中，包括减少使
用PDF	文檔及让更多以HTML	格式发布的统计数据能被存取。

	• 资格及考试条例局一直联同大专院校招生服务中心及国家统计局（英格兰
的评分及录取数据，简称“GRADE”的数据共享项目）领导数据开放措施，共
享中等教育普通证书（GCSE）和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A	Level）学生的数
据，透过国家统计局安全研究服务部向经认可的研究人员提供行政微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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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令使用化名数据的独立研究得以进行，包括允许仔细审查2020	年的
成绩颁布和尤其是在受保护的群体方面。2017	年到2020	年期间的数据已
经可用，2021	年的数据将于	2022	年春末预备好。未来会按需求共享更多
数据。

已制定改善现有工具及开发最新公民驱动工具的计划，从而提高数据的可存
取性：

	• 国家统计局正开发数据景观工具，以帮助用户浏览已发布的犯罪和司法统
计数据。该工具会将已发布有关罪行造成伤害的预防措施的数据整合，并
于2022	年面世。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将研究用户对探索性数据仪表板的需求，而这些仪表
板是由它们的平等数据存放驱动。2022	年将进行建造、测试及发布仪表板
的工作，并于2023	年根据用户反馈而进一步反复修改。

	• 苏格兰政府将继续更新及改进平等证据搜寻器，与用户联系从而确保满足
用户需求。

	• 威尔士政府正研究将他们可互动的全国调查结果浏览器由	Excel	格式转
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格式。这将提高可存取性，同时保持对用户来说很
重要的简单性。

	• 教育局正继续开发给官方统计（即探索教育统计数据）所用的数据传播平
台，确保所有出版物的开放数据准则一致，并透过容易可达的网络服务令
用户能轻松存取所有已发布的数据。用户能够创建汇总表及透过自助服务
表创建工具进行二手分析。服务功能将透过公众beta阶段收集得来的用
户反馈重复改进。同时，教育局兼且在考虑使用配套仪表板（通过名为“R	
Shiny”的开放源R套装，或名为“PowerBI”的数据可视化软件）与他们公布
的官方统计数据并排，以便进一步提高数据和分析的可存取性。

	• 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将进一步开发其二十五年环境计划仪表板、载于
线上的成果指针框架，使用户能探索一系列环境主题的情节。仪表板将于	
2022	年年中更新。

	• 学生部将审查用于制造数据仪表板的技术，使用户能更好地存取数据并减
少可存取性的问题。视乎审查结果，任何改进工作应该于2023	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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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在提供分析和证据时将语言、读写能力、格式和理解力列入考虑：

	• 	国家统计局正投放资源为无障碍沟通进行审查，并为国家统计局提出有效
及可持续的方法。

	• 作为开拓国家统计局局长就人口普查及人口统计的未来而发表建议的工
作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将持续寻求对其出版物和网站的反馈，以寻找崭
新和创新的方式来吸引不同受众。这项工作将一直持续到2023	年提交建
议为止。

	• 国家统计局将继续推广在整个英国统计系统的出品中采用政府可存取性
的准则。目前的活动包括：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数位小组会先后于 2022 年及2025 年对种族事实
及数据网站启用可存取性审计，同时对任何新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的可
存取性测试。这是为了确保分析及数据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其中包
括所使用的语言的清晰度。

	• 内阁办公室平等中心收集或报告数据时，将根据政府服务标准制造产
物，其中包括以下原则：(1) 了解用户及其需求，以及 (2) 如何令服务可
供所有人使用及访问。数据发布过程将包括了解数据用户和任何特定需
求。随着新产物被开发，这项工作将持续进行。

	• 在属于教育局的教育统计平台的持续开发过程中，教育局已经和将会继
续定期测试服务的可存取性，以确保符合法规。

	• 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将检视国家生物多样性指标统计汇编的可存取
性，并提出进一步改进建议。报告和建议将于 2022 年年中发布。另外，
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正进行将其他现有出版物迁移到 HTML 格式的
工作，并扩大数据集和其他强化内容的生产，从而充分满足用户需求。

	• 学生部成立了内部分析工作组，以审查及更新给其分析师所用有关可存
取性问题的指引，使将来的数据版本可被访问。在持续进行的基础下，无
障碍胜利者将继续促进及支持无障碍数据产品的生产。

	• 房屋、小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将继续检视可存取性的必要条件，并在产
物之间实施改进，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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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伦敦国王学院制定了有关提升数据可存取性的指引，以便让公民接触数
据及增加他们对数据的理解。

	• 国家统计局可持续发展目标团队将于2022 年夏季透过重新评核及
认证，确保英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网站符合[网页内容无障碍指引
(WCAG 2.1)内的]可存取性标准的AA程度。

发布现有行政数据以增强对包容性的理解：

	• 教育部将公开更多与免费校餐相关的来自英语学校人口普查的数据，包括
过去六年在主要国家统计数据中合乎资格领取免费校餐的学生特征；这是
为了公众利益而做出的回应。

	• 学生部将发布未被其他部门报导过的更多学生特征，作为其现有年度出版
物的一部分。该出版物将发布高等教育学生之间的平等性和多样性及他们
的教育成果，以及数据质量信息。这些将于2022年夏季首次出版，然后每年
再持续出版。

	• 苏格兰政府将分析个人或家庭为基础的国家绩效框架指标，以识别可获得
多大程度的平等分项，并为每个指标制定计划，以便让现有指标得以按受
保护特征划分来进行分析，或找出另一种替代方案来提供证据。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778-019-0056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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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如果您想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qualities@ons.gov.uk	
或者写信到以下地址：
Government	Buildings	
Cardiff	Road	
Newport	
South	Wales	
NP10	8XG

mailto:equalities%40ons.gov.uk%20?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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