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女童的进步 = 目标的进展 

超过 11 亿未满 18 岁的女童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未来。在她们身上投资——包括她们

的健康，教育以及安全——可以为她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并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

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投资女童的健康、安全以及教育 — 在和平与危机并存的时代 — 帮助她们实现

梦想，塑造人生。 

女童的发展不仅仅有利于女童自己，同样造福于家庭，社会，国家及全世界。 

女童一直在改变世界。这一代的女童会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女童长期面临的诸多困难及需求都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例如： 

赋权：目标 5 阐述了性别平等及其他问题，包括童婚，女性生殖器割礼，以及

性暴力及亲密伴侣间暴力的风险。 

健康：目标 3 阐述了健康问题，包括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可及的生殖与性健

康服务，以及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流行病。 

教育：目标 4 呼吁努力提供包容、平等、免费的学前至中等教育，并致力于学

校及职业培训中的性别平等。 

水、环境及个人卫生：目标 6 呼吁普及安全，清洁饮用水；这是直接针对由于

无法获取安全饮用水及卫生设施而导致女性及女童脆弱性的的担忧；这一重要

性特别体现在女童经期卫生以及花费在取水所用的时间上。 

工作：目标 8 阐述了为了实现体面工作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所遇到的挑

战。如果女童因无偿做家务或从事其他劳动而不能上学，她们参与创造性就业

的机会以及对广泛性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保护：目标 16 阐述了威胁女童生命和未来的重要司法公正及安全问题，包括虐

待、剥削、拐卖及各种形式的针对儿童的暴力。 

 

解决女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是实现所有儿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起

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认识到女童每天都在与劣势抗争，尤其是那些因残疾，

地域或移民状况等遭受歧视的女童。 

SDGs 设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解决女童（尤其是那些最弱势的女童）在生活中

面临的困难。 



实现 SDGs 就是要实现女童应当享有的医疗保健、保护及教育，赋予其与所在家

庭，社会及世界同等的权利。 

随着世界领导人纷纷为创造更好的世界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制定发展规划及预算，

投资女童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战略之一。 

研究证明女童的发展与所有人的发展有最直接的联系。例如： 

 女童多上一年小学可使她们成年后的工资增长 10%-20%左右，多上一年中学，

工资可增长 15%-25%左右。 

 来自肯尼亚、巴西及印度的研究表明推迟少女早育可以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产

值分别增加 34 亿、35 亿和 77 亿美元。 

 假使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国家中的所有女童都能完成中学教育，五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可以实现减半。 

 

关键词：女童数据 

投资女童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需要足够的信息和有针对性的行动。 

为了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愿景，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紧急状态，投资

女童都至关重要。 

种族、年龄、收入、残疾、地域及移民状态等数据也应当按性别划分，以识别

世界每个角落里最弱势的女童，并向她们提供支持。 

通过详细可靠的数据，政府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努力，赋予女童权利，使

她们能成长、学习、健康发展。 

投资于开发女童数据将有助于有效加强政府官员切实创造条件改善女童生活状

况的责任。 

能够反映女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诸多挑战、机会及成就的信息十分有限。i 

不足 50 个国家能提供按性别分类的人口统计和民政登记数据。只有不到 33%的

国家会定期公布非正规就业，创业和时间利用的分性别数据。iiiii 

在亲密伴侣间暴力、贫困、创业及由怀孕及分娩并发症导致的少女死亡等主题

上，数据存在巨大的缺口。iv 

需要更稳定持续的收集有关女童生活中面临困难的数据——包括贫困、性暴力

及无偿劳动——这可以进一步揭示新的以及长期存在的基于性别的挑战。v 



坚持收集体现女童进步的数据，可以突显新的可能性，并带来新的机遇。 

有了数据，就会有依托于数据的解决办法。vi 

关于女童生活中的困难和成就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能采取更多措施排除障碍，

帮助她们获得成功。 

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可以提供改善女童生活的必要信息——例如大数据分析以

及改善人口统计和民政登记系统的新方法。 

收集实时数据可以用于保护女童免受包括性别暴力在内的伤害；也可以用于改

善女童在突发事件中（例如冲突或自然灾害）获得应有的服务。 

最新的女童数据收集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并促成了女童发展的相应成

果。例如： 

 按性别分类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艾滋病患者数据突显出青春期少女异

常高的风险，从而推动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根据这一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

服务和项目。 

 在至少四个国家中，高性别暴力的数据带动出台了新的有关家庭暴力的

立法。 

 校园性别平等的数据刺激了对女童教育的投资。vii 

女童自身是最好的信息来源；我们需要倾听她们的声音。 

创新的实时信息平台可以为女童提供一个渠道，将她们的诉求告诉全世界，引

导她们督促政府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通过倾听女童的经历，决策者能洞察女童的生活并找到同女童一起努力帮助她

们实现自身目标的方法。 

投资于女童数据收集可以帮助政府及其合作伙伴： 

提升国力，改进系统，使他们能收集、分析并发布有关各年龄层女童的数据。 

完善有关性别暴力、青春期少女早孕及生殖健康、非正规就业、创业、无偿劳

动以及其他女童和年轻女性问题数据统计。 

完善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收集工作，包括 10-14 岁少女的性暴力数据。 

利用大数据及其他技术收集敏感问题的数据以及女童在社交媒体对于发展问题

的观点。 

消除现有测量工具中的性别偏见，尤其是将最弱势群体排除在外的偏见。 



改进数据收集工具，以便阻止针对女童的暴力的漏报，和对女童出生和死亡的

漏记。 

试行并推广创新的实时数据平台，使女童能积极参与到与之相关项目的设计中，

并使项目达成最有影响力的成果。 

 
 
 
 
 

 

 

                                                      
ⅰ
联合国，农村妇女跨部门工作组 , 《情况报道：农村妇女与千年发展目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2011) 

http://www.unicef.org/media/media_58417.html 
ⅱ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UNFPA (2013) 世界人口状况：母亲和儿童：面临青春期少女早孕的问题

i
 

http://www.unfpa.org/webdav/site/global/shared/swp2013/EN-SWOP2013-final.pdf 

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2013/14：教与学:实现全民素质-性别总结》, UNESCO, Paris, 2014, p. 

20.   
ⅳ

 Vaitla, Bapu and Cheney Wells and Carolina Van Horn, 《分解数据：人口统计及卫生调查的影响》,数据影响案例研

究 , http://dataimpacts.org/project/health-surveys/, 2016 年 8 月 22 日刊登. 
ⅴ

 Buvinic, Mayra and Ruth Levine, 《妇女及女童的数据存在什么问题》, Data2X, p. 3; accessed 22 August 2016;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What-Is-Wrong-with-Data-on-Women-and-Girls_November-

2015_WEB_1.pdf 以及联合国统计统计署,《国际妇女 2015：趋势及统计》,章节：性别统计的发展， UNSD，纽约,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ataWW2015.html, 8 月 23 日刊登 and Buvinic, Mayra, Rebecca Furst-Nichols and 

Gayatri Koolwal, 《映射性别数据差异》, Data2X/UN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pp. 2-3. http://data2x.org/wp-
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ⅵ

Buvinic, Mayra, Rebecca Furst-Nichols and Gayatri Koolwal, 《映射性别数据差异》, Data2X/UN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p. 13. http://data2x.org/wp-
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ⅶ
联合国统计统计署,《国际妇女 2015：趋势及统计》,章节：性别统计的发展， UNSD，纽约,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ataWW2015.html, 8 月 23 日刊登. 
ⅷ

Buvinic, Mayra, Rebecca Furst-Nichols and Gayatri Koolwal, 《映射性别数据差异》, Data2X/UN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p. 13. http://data2x.org/wp-
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ⅸ
联合国统计统计署,《国际妇女 2015：趋势及统计》,章节：性别统计的发展， UNSD，纽约, ,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ataWW2015.html, 8 月 23 日刊登. 
ⅹ

Vaitla, Bapu and Cheney Wells and Carolina Van Horn, 《分解数据：人口统计及卫生调查的影响》, 数据影响案例研

究 , http://dataimpacts.org/project/health-surveys/, 2016 年 8 月 22 日刊登. 
Ⅺ

Buvinic, Mayra and Ruth Levine, 《妇女及女童的数据存在什么问题》, Data2X, p. 3; 2016 年 8 月 22 日刊登;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What-Is-Wrong-with-Data-on-Women-and-Girls_November-
2015_WEB_1.pdf 
 
 

 

 

 

 

 

 

http://dataimpacts.org/project/health-surveys/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What-Is-Wrong-with-Data-on-Women-and-Girls_November-2015_WEB_1.pdf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What-Is-Wrong-with-Data-on-Women-and-Girls_November-2015_WEB_1.pdf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ataWW2015.html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Data2X_MappingGenderDataGaps_FullReport.pdf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ataWW2015.html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ataWW2015.html
http://dataimpacts.org/project/health-surveys/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What-Is-Wrong-with-Data-on-Women-and-Girls_November-2015_WEB_1.pdf
http://data2x.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What-Is-Wrong-with-Data-on-Women-and-Girls_November-2015_WEB_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