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统计法》第三章第十四条，本资料“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非

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 

行政区编码 □□□□□□ 
问卷编码 □□□□□□□□ 

【说明】：□□□□□□县区行政区；□□调查批次；□□村居；□□家庭；□□个人 
 

中国家庭动态调查 

村/居问卷 
 

被访村/居:   ___________________ 被访人姓名： _____________ 

被访人工作地址： ___________省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_县（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街/居（村/组），门牌号码________ 

邮政编码：□□□□□□电话：□□□□-□□□□□□□□ 
手机号码：□□□□□□□□□□□ 

访员访问记录： 

第 1 次访问时间 是否完成 第 2 次访问时间 是否完成 第 3 次访问时间 是否完成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第 1 次访问没有完成的原因： 

 

第 2 次访问没有完成的原因： 

 

第 3 次访问没有完成的原因： 

 

访问员姓名  访问完成时间     月    日 访问员签字  

督导员姓名  核查完成时间     月    日 督导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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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动态调查说明 
 

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旨在通过对全国样本家庭及其成员的调查，搜集个体、家庭和村/居

层次的多时点信息，获得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资料，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信息来源，为学术

研究提供系统科学的数据源，为政府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获得准确的数据，请您依据实际情况，回答访问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因此而对您的生

活和工作而造成不便，我们非常抱歉，请您理解和帮助我们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章第十四条，您所提供的任何信息，在未获得您许可

的前提下，我们绝对保密。科学研究、政策分析、以及观点评论所发布的信息，是大量问卷

的汇总信息，而非您个人、家庭、村/居的案例信息，不涉及您个人、家庭、村/居信息的泄

漏。 

本轮调查为探索性调查，由北京大学执行，所有调查人员和督导人员都已经接受过严格

的职业培训，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内容，并刻意遵守相关法律。 

本轮调查的所有访问员和督导员都佩戴有调查机构统一核发的证件，如果您对调查员的

身份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010-62767908）进行核查。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北京大学 
2008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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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居基本情况 

1.1.1 您村/居做饭用水的主要水源：【只选一项】 

1. 江河湖水  2. 井水  3. 自来水  4. 矿泉水、纯净水 

5. 雨水   6. 窖水  7. 池塘水  8. 其它【请注明】_________ 

1.1.2 您村/居内，家庭做饭用的主要燃料是：【只选一项】 

1. 柴草   2. 煤炭  3. 煤气（液化气）   4. 太阳能 

5. 沼气   6. 电  7. 其它【请注明】_________ 

1.1.3 您村/居地界内有以下设施吗？ 

有   没有 

1.1.3.1 便利店       1   2 

1.1.3.2 百货店       1   2 

1.1.3.3 农贸市场       1   2 

1.1.3.4 银行（柜员机）     1   2 

1.1.4 您村/居是否有以下公益性休闲/锻炼设施？ 

有   没有 

1.1.4.1 老年活动室     1   2 

1.1.4.2 体育锻炼场所     1   2 

1.1.4.3 儿童游乐场所     1   2 

 

1.2 您村/居的行政区划面积是多大？    __________平方公里 

 

1.3.1 您村/居去年年末总共有多少户？    __________户 

1.3.2 您村/居去年年末总共有多少总人口？   __________人 

其中： 1.3.2.1 户籍人口：     __________人 

1.3.2.2 常住人口：     __________人 

1.3.2.3 外来流动人口：    __________人 

1.3.3 去年年末，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 

1.3.3.1  0－15 岁人口数为：     __________人 

1.3.3.2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__________人 

1.3.4 您所在的村/居是否是少数民族聚集区： 

1. 是  请写出民族名称：   ___________ 

2. 否 

 

1.4.1 您村/居有多少低保家庭户？    __________户 

1.4.2 去年实际救济了多少低保家庭户？   __________户 

1.4.3 去年低保户每户实际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 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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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去年猪里脊肉的价格范围：    _______元/斤 — _______元/斤 

1.5.2 去年鸡蛋的价格范围：     _______元/斤 — _______元/斤 

1.5.3 现在里脊肉的价格范围：     _______元/斤 — _______元/斤 

1.5.4 现在鸡蛋的价格范围：     _______元/斤 — _______元/斤 

 

1.6.1 您知道您所在的村/居委会有多少成员？  1. 知道 _____个； 2. 不知道 

1.6.2 您知道您所在的村/居委会有多少聘用人员？ 1. 知道 _____个； 2. 不知道 

1.6.3 您知道您所在的村/居委会有多少专职社工？ 1. 知道 _____个； 2. 不知道 

1.6.4 这一届的村/居委会是否设有： 
  是 否 
1.6.4.1 宣传栏 1 2 
1.6.4.2 财务公告栏 1 2 
1.6.4.3 举报箱 1 2 
1.6.4.4 居/村民接待室 1 2 
1.6.4.5 广播室 1 2 

1.6.5 您认为现在村/居委会的办公条件： 

1. 很优越  2. 较优越  3. 很一般  4. 较简陋  5. 很简陋 

1.6.6 您村/居委会是否有独立的办公地点？ 

1. 是  面积__________平方米  2. 否 

 

1.7 您村/居委会到户的交通道路中，有多大比例是土路：________% 
 
1.8 【访员通过文献或访问】了解村/居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请记录“0”】： 

  哪年 1978 年以前 说明 
1.8.1 通电  1  
1.8.2 通有线广播  1  
1.8.3 通有线/卫星电视  1  
1.8.4 通邮  1  
1.8.5 通电话  1  
1.8.6 通公路  1  
1.8.7 通铁路  1  
1.8.10 通自来水  1  
1.8.11 建第一所学校  1  
1.8.12 第一个自办的企业  1  
1.8.13 建第一个外资企业  1  
1.8.14 建第一所医院/卫生所  1  
1.8.15 实施村/居直接选举  1  
1.8.16 实施村改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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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访问员观察并记录被访村/居的类型： 
 
 
 
 
 
 
 
 
 
 
 
 
 
 

 

 

1.10.1 请问您村/居是否属于（接待游人的）风景旅游区？  1. 是   2. 否 

1.10.2 您村/居方圆 5 公里内是否有化工厂、冶炼厂、造纸厂等高污染企业？ 

1 有   2. 没有 

 

1.11 请问您村/居现在叫居委会还是村委会？ 

1. 居委会  2. 村委会 

 

1.12.1 最近的一次村居委员会选举是哪一年？ ________年 

1.12.2 参加投票公民的比例是多少    ________％。 

1.12.3 第一轮中主任候选人的人数是   ________个。 

 

1.13 村居辖区范围内是否有教堂？    1. 是， 有______个  2. 否 

1.13.1 村居辖区范围内是否有庙宇/道观？  1. 是， 有______个  2. 否 

【如果是居委会，请继续回答；如果是村委会请跳答村委会部分】 

 

二、居委会 

2.1 居委会辖区内商品房现时的最高价格： _________元/平方米； 

2.2 居委会辖区内商品房现时的一般价格： _________元/平方米； 

2.3 您居委会辖区内有几所医疗机构？ _________所 

2.3 您居委会是最近三年内村改居的吗？ 

1. 是 【请继续回答村委会的问题】   2. 否 【请跳至 4.1】 

请选择一项： 
1. 镇中心商业区 
2. 住宅小区 
3. 老工业区 
4. 镇周边的开发新区 
5. 镇周边的农业区 

请选择一项： 
1. 丘陵山区 
2. 高山 
3. 高原 
4. 平原 
5. 草原 
6. 渔村 
7. 其他【请注明】______ 

1. 城市 2. 城镇 3. 农村 4. 郊区 

请选择一项： 
1. 棚户区 
2. 未改造的老城区（街坊） 
3. 工矿企业单位住宅区 
4. 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区 
5. 经济适用房小区 
6. 普通商品房小区 
7. 高档商品房/住宅/别墅区 
8. 村改居住宅区 
9. 移民社区 
10.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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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委会 

3.1.1 村委会所在地距最近的集镇的距离：   _________公里 

3.1.2 村委会所在地距县城（市区）的距离：   _________公里 

3.1.3 村委会所在地距省城的距离：     _________公里 

 

3.2.1 您村是否属于矿产资源区？    1. 是   2. 否 

3.2.2 您村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   1. 是   2. 否 

3.2.3 您村人均耕地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亩/人 

3.2.4 您村人均山地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亩/人 

3.2.5 您村人均林业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亩/人 

3.2.6 您村人均水面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亩/人 

3.2.7 您村人均牧场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亩/人 

 

3.3.1 您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______% 

3.3.1.1 其中女性的比重为：      ______% 

3.3.1.2 外出打工占劳动力的比例：     ______% 

 

3.3.2 您村去年的农业总产值是：    _________万元 

3.3.2.1 您村去年的非农业总产值是：   _________万元 

3.3.3 您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是：    _________元 

 

3.4 您村去年帮工（建房之类）的价格是：  _______元/天 

3.4.1 您村目前帮工（建房之类）的价格是：  _______元/天 

 

3.5 您村有几个大姓？       _______个 

3.5.1 其中，最大的姓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 _______％ 

3.5.2 您村是否有家族祠堂？  1.有   有______个    2. 没有 

 

3.5.3 村里有几个卫生室？__________个 

1. 有   2. 没有【跳至第 3.5.5 题】 

3.5.4 最大的村卫生室的面积有多大？ __________平方米。 

3.5.5 这些医疗人员中有______（百分比）的人接受过专门教育（受过中专或以上的正规教

育）？ 

3.5.6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多少？   ________人 

 

3.6.1 您村今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     ________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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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您村今年计划生育超生的处罚金额最低为：  ________元 

 

3.7 您村去年是否有集体企业： 

1. 有  去年的产值：_______万元   2. 没有 

3.8 您村去年村财政的总收入为：    ________万元 

其中： 

来自村民缴纳的    _________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    _________万元 

上级政府补贴或财政返还  _________万元 

其他      _________万元 

3.9 您村去年村财政的总支出为：    ________万元 

其中： 

村行政支出     _________万元 

发放给村民     _________万元 

公共投资（学校、道路、水、电、煤气、 

上下水、农业水利等） _________万元 

投资集体经济    _________万元 

其他      _________万元 

 

四、被访对象信息 

4.1 您的职务是： 

1. 主任   2. 会计   3. 书记   4. 支部委员/社区干部 

5. 其它【请注明】_______ 

4.2 您的政治面貌是： 

1. 中共党员  2. 民主党派  3. 无党派人士  4. 团员  5. 群众  

4.3 您的受教育水平： 

1. 未上过学/扫盲班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职业高中/中专/技校  6. 大专/高职  7. 大学本科  8.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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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员观察被访村/居如下情况】 

5.1 村/居经济状况：    很穷--1--2--3--4--5--6--7--〉很富   □ 

5.2 村/居马路的整洁程度：  很乱--1--2--3--4--5--6--7--〉很整洁  □ 

5.3 村/居成员的精神面貌：  萎靡--1--2--3--4--5--6--7--〉很精神  □ 

5.4 村/居成员的类型：   混杂--1--2--3--4--5--6--7--〉很相似  □ 

5.5 村/居的建筑格局：   很乱--1--2--3--4--5--6--7--〉很整洁  □ 

5.6 村/居的拥挤程度：   拥挤--1--2--3--4--5--6--7--〉宽松   □ 

5.7 被访的普通话程度：   不会--1--2--3--4--5--6--7--〉流利   □ 

 

 

开始访问时间（24 小时制）：______点_______分 

结束访问时间（24 小时制）：______点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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