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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非正规部门和隐形经济的统计 

(临时议程项目 7(a)) 

隐形经济的衡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全面估计数的产生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为筹备由经合发组织和亚太经社会共同主办的讲习班，本文件简单介绍隐形经济中

所包含的各类活动，并概述衡量这些活动的战略，以便改善国内生产总值所覆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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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

合发组织)正计划于 2004 年 5 月 11-14 日在曼谷举行有关隐形经济的衡量和国内生产总

值全面估计数问题讲习班。本说明旨在就该课目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并为讲习班作筹备工

作。 

2. 近年来，衡量隐形经济产出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亚太经社

会区域的大多数国家并不熟悉这些得到改善的方法；因此，迫切需要举办有关该课目的

讲习班。统计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以及 2002 年 10 月在安卡拉举行的 1993 年版国民核

算体系执行情况次区域讲习班都指出有必要举行本讲习班。 

3. 2002 年经合发组织发表了《衡量隐形经济：手册》。该手册很快成为有关这一

课目的主要参考文件。澳大利亚统计局友善地为 2004 年 5 月讲习班提供了一名顾问，

他被借调到经合发组织编辑该手册。经合发组织、欧洲共同体统计局和亚太经社会将提

供其它顾问。 

一、隐形经济活动的类型 

4. 经济政策的制订需要有高质量的国民帐户。高质量的国民帐户必须涵盖各种

经济活动，但是要达到全面的涵盖范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些经济活动或有意隐藏，

或在标准的数据统计系统中逃避了衡量。这些难以衡量的经济活动构成了隐形经济。隐

形经济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五类，即：(a) 地下生产(经济地下)；(b) 非法生产；(c) 非正

规生产；(d) 最终自用的家庭生产；(e) 由于数据收集系统的缺陷而被忽略(统计地下)。

这些分类或问题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因国而异。例如，非正规部门在发达国家中通常很小，

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却相当大。 

5. 根据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地下活动指的是不按照行政规定进行的活动，

而非法活动是法律所禁止的活动。从事地下生产的人为了向雇员支付低于最低工资的报

酬、避免支付增值税及其它的税或社会保障交款或回避某些行政程序而向政府隐瞒。 

6. 非法生产包括：(a) 法律禁止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如非法药物的生产和分销；

(b) 没有得到授权的生产者进行的生产。 

7. 第十五届国际劳工统计师大会将非正式部门笼统地归纳出以下特点，即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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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各种货物或服务生产的各单位组成，其主要目的是为有关人员提供就业和收入。劳

动力和资本之间区分甚小，因为生产的要素和各单位是在小规模进行的。通常这些单位

雇用临时工或家庭成员或朋友，几乎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安排或正式的保证。就 1993 年

版国民核算体系而言，非正式部门是指家庭非公司化企业的一部分；单位低于一定的规

模，而且通常没有注册。 

8. 最终自用的家庭生产包括庄稼、家畜的生产、建房、最终自用的其它货物的

生产、自有住房者的估算租金以及有薪家庭用人提供的服务。 

9. 一些生产由于数据收集方案中存在的缺陷被忽略。一些活动可能由于以下原

因而逃避直接的衡量：(a) 企业暗中进行；(b) 企业不作答复；(c) 企业低报。 

10. 经济活动的不完全覆盖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低估及其增长率的片面估计

数。人们经常看到，当官方经济收缩，很多人会到隐形经济中另谋职业。因此，当正规

经济收缩时，隐形经济则不断扩大。 

二、隐形经济衡量的战略 

11. 可以通过以下办法将各项经济活动更好的包括进来：(a) 改善的数据收集方案

的直接衡量，使所有的隐形活动得到衡量；(b) 在汇编国民帐户期间改善隐形活动的间

接衡量，以便将所有的活动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中。 

12. 衡量隐形经济的战略中有五条行动路线：(a) 建立适当的概念框架；(b) 从隐

形经济角度估算国民帐户；(c) 查明国民帐户编篡程序的改善之处，以确保全面覆盖各

项经济活动；(d) 改善基本数据收集方案以便减少隐形生产；(e) 执行一项全面的隐形经

济衡量战略。 

13. 为确保全面的覆盖，第一步要了解生产的界线，即国内生产总值估算中将生

产活动纳入或排除的一套规则。在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中，国内生产总值中所计算

的生产活动包括供销售和自用的货物的生产、供销售的服务生产、自有住房者自己的生

产的住房服务以及通过雇用有薪家政人员生产的家务和个人的服务。其中也包括农产品

的储存和水的供应(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第 527 页)。许多分析家指出，1993 年版国

民核算体系的其中一些修改并没有纳入各种调查中，因此，这些活动在国民帐户中被漏

掉。其中有许多活动是由妇女进行的，如打水、砍柴和为家庭雇佣的从事供销售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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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做饭等。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的生产界线 

 

国民核算体系生产界限

图1. 常规国内生产总值和无酬家务

常规国民帐户

其它机构部门
家庭部门

家庭非公司化企业 一般作为消费者的家庭
市场产出

非市场产出

1. 一般政府
2. NPISH

市场产出

供销售的货物
和服务

非市场产出

货物 服务

1. 非金融公司
2.金融公司
3.一般政府

1. 自述自产自用的所
有货物
2. 自述总资本构成

1. 自述业主用户
自己提供的家政
服务
2. 受雇有薪佣人
提供的家务服务

国民核算体系
以外的生产界限

家庭部门

非市场产出

服务

家庭内自用的服务

 

14. 国内生产总值中未计算的一些服务包括家庭内消费的服务生产： 

 住处的打扫、装饰和维护； 

 家庭耐用品的清洁、保养和维修，其中包括家用车辆； 

 小孩的照料、培训和教育； 

 病弱者或老年人的护理； 

 家庭成员的交通。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生产界线并没有将家庭内消费的这些服务生产包括进去，

原因有多种： 

 对经济的其它方面的影响有限； 

 缺乏市场价格来衡量这些服务的价值； 

 包括这类大量的非货币流动以及加上货币流动会模糊市场发生的一切，并减

少国民核算体系分析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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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最终自我消费的由家庭成员生产的个人和家庭服务包括在内将意味着这

些人是自我就业，因此使失业无法用定义界定。 

鉴于这些考虑因素，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建议将家庭内消费的这些服务的生

产纳入家庭卫星帐户。 

15. 在商品流动办法或供应和使用框架中共同应用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做法

(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这是对遗漏项目进行数据检查和作出估计数的实用办法。

如果隐形经济的价格的表现与经济的其它方面不同，那么在衡量隐形经济中要有不同的

紧缩指数也是非常重要的。 

16. 第二条行动路线就是国民帐户的估算。这要通过数据的比较对照和差异分析

来进行，例如，将家庭支出与现有的收入进行比较。家庭对隐形经济所生产的货物和服

务的支出可能通过家庭调查来衡量，而生产者可能瞒住不报隐形经济的相应生产情况。

国民帐户的包括范围不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供应和使用表出现不平衡。这也牵涉到上限

估算，或称为敏感性分析，旨在了解隐形经济活动程度的上限。更一般地说，可以从货

币基金数据质量评估框架看到国内生产总值估计数的全面程度，因为该框架是对特别数

据传播标准和一般数据传播系统的补充。 

17. 第三条行动路线是查明国民帐户的改善之处，以确保国内生产总值估计数是

全面的。只有通过利用已收集的数据中所提供的指标来实现。 

18. 第四条行动路线是查明用户的数据要求。这牵涉到要了解用户需要多少有关

隐形经济的信息，并检查机构框架是否能够支持改善隐形经济衡量的工作。采用适当的

概念框架以及对行政和调查数据来源的选择是重要的步骤。通常这需要在企业注册和家

庭面积框架的质量方面要有改善。 

19.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全面估计数的第五条行动路线就是确定轻重缓急并制订行

动计划以便处理隐形经济的问题领域。由于隐形经济衡量的首要目标是要提高国内生产

总值估计数的全面性，各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应了解隐形经济衡量是任何全面质量管

理战略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隐形经济衡量执行战略的首要一部就是要咨询

内部和外部数据用户，以确定他们的需要和优先事项。然后才能够选定分析框架和估算

国民帐户，并落实基本数据收集方案。最后，隐形经济的改善举措已查明并确定了轻重

缓急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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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4 年 5 月讲习班的筹备工作 

20. 隐形经济衡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全面估计数产生问题讲习班的主要目的是向与

会者介绍该重要领域的最佳做法。预计该讲习班的主要成果为：(a) 与会国提供更全面

和精确的国民核算；(b) 就隐形经济的规模特点及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以及从事隐

形活动的劳动力的比例提供更好的数据；(c) 对自用家庭生产作出更好的估算。 

21. 为深刻了解隐形经济，将向讲习班的与会者介绍意大利统计局和欧共体统计

局的分析框架。这些框架对隐形活动进行分类，以便利于查明和衡量。讲习班将涉及如

何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对照，并查明这些数据中以及之间所存在的误差和差距。

重点将放在国民帐户的方法上，这些方法可以用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全面估计数。有

些课程还将专门讨论如何从行政数据来源并通过更好的调查设计来改善数据收集系统。

与会者将交流制作国内生产总值全面估计数的国家经验。 

22. 邀请的国家和地区暂定如下：阿富汗；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

中国；格鲁吉亚；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澳门；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

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

泰国；东帝汶；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以及本区域之处的三个

国家，即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与会者应是负责从事企业/机构调查或编篡国民帐户工

作的高级统计师。亚太经社会和经合发组织将资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并一如既

往地欢迎发达国家的与会者由其政府支付费用出席。 

23. 小组委员会不妨就讲习班的总的议题以及本说明所附的临时日程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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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暂定时间表 

5 月 11 日 

0800 – 0855   登记 

0900    开幕 

0930 – 1015 概念框架：隐形经济问题领域(有关非法生产的一些提示) 

1015 – 1030   喝咖啡休息 

1030 – 1130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全面估计数的五条行动路线  

 

1130 – 1300   午餐 

 

1300－1400        非正规部门生产 

1400 – 1445        地下生产 

1445 – 1500        喝咖啡休息 

1500 – 1600        最终自用的家庭生产 

 

5 月 12 日 
 

0830 – 1000  实现全面性的国民帐户方法；生产法—一般性方法  

1000 – 1015   喝咖啡休息 

1015 – 1130 实现全面性的国民帐户方法：生产法：工业特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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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 1300   午餐 

 

1300 – 1500        讨论国家经验 

1500 – 1515        喝咖啡休息 

1515 – 1600        讨论国家经验 

5 月 13 日 

0830 – 1000  实现全面性的国民帐户方法：支出法  

1000 – 1015   喝咖啡休息 

1015 – 1130 实现全面性的国民帐户方法：供应和使用框架  

 
1130 – 1300        午餐 

 

1300 – 1500        讨论国家经验 

1500 – 1515        喝咖啡休息 

1515 – 1600        讨论国家经验 

 
5 月 14 日 

0830 – 1000        改善数据收集方案：行政来源 

1000 – 1015        喝咖啡休息 

1015 – 1130 改善数据收集方案：调查设计原则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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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 1300        午餐 

 

1300 – 1600        今后工作计划 

                  建议和会议闭幕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