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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过滤问卷 

设置过滤问卷的目的有四：一、确定备选户是否符合访问条件；二、记录房屋居住情况，用

于调整抽样权重；三、在有适龄受访者的家庭内确定每个模块的负责人，即主要受访者

（MR）、家庭模块受访者（FR）和财务模块受访者（ FIR ）；四、确定每个家庭访问的时

间，合理安排调查的进程。只有完成过滤问卷，才能开展主体调查。 

 

完成过滤问卷的大略流程如下。到达每个社区、村的第一个半天，访问员需要根据先遣队员

制作的地图，走访一遍自己所分配到的备调查住宅，并用样本管理系统（SMS）记录当次及

以后每次访问的情况。如果成功接触到住户，则完成过滤问卷，并约定主体问卷调查的时间。 

 

过滤问卷的主要调查内容如下： 

1、明确住宅内的住户数，以及每个住户拥有住宅的数量； 

2、收集每个住户的基本信息，并记录每个住户是否有适龄受访者； 

3、系统随机抽出有适龄受访者的家庭作为调查样本户； 

4、收集样本户家庭人口的基本信息，确认是否有适龄受访者； 

5、系统随机选取一名适龄受访者作为主要受访人； 

6、确定家庭模块受访者； 

7、确定财务模块受访者。 

 

 备访住宅如何确定 

作为补充说明，下面介绍备访住宅是如何被确定的。 

 

下面介绍完成过滤问卷的详细流程，包括两部分内容：一、调查员如何与备访住户取得联系；

二、过滤问卷的具体内容。 

 

 调查员如何与备访住户取得联系 

 

不管调查员是否能与备访住户取得联系，他们都需要用电脑中的样本管理系统记录每一次到

达住宅点与住户接触的情形，用来分析调查项目实地执行的拒访率。 

 

调查员实地联系备访住户时，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无法接触到住宅内的住户；二、联系到

住宅内的住户。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又分为两种情况：一、遇到空户；二、住宅内无人应答。 

 

如果三次敲门后无人应答，则定义为“住宅内无人应答”。针对这种情况，处理的办法有三。

第一种办法是留言，即访问员需要在受访者的门上留下我们的留言条。留言条的范例如下。 

 

您好!我是北京大学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的入户访问员__________。我已于

_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______时，到过您家，但没有人在家。请您方便时和我

联系，约定再来登门拜访。我的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非常感谢您对我们项目的理解和

支持，真心期待您的参与，谢谢！ 

                                                       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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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办法是寻求邻居或居委会的帮助。具体地来说，可以询问邻居该户什么时间可能在家，

请求邻居帮忙给备选住宅内的住户转告调查的事情；同时留一份“留言条”给邻居，请他/

她代为转交。此外，还可以从邻居或居委会那里获得住宅内住户的联系方式，打电话预约调

查的时间。 

 

第三种办法是尽可能多次回访（回访总数不低于三次，每天不低于一次）。具体来说，可在

邻居提供的住户可能在家的时间访问；可在当天的不同时段访问；可在离开社区前再次访问；

可根据队长的安排在离开该县、社区再次前访问。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次回访中，至少有一

次需要队长陪同。 

 

如果无法接触到住宅内的用户，调查员需要在 CAPI 系统中做相应的记录，如图 1-1 到 1-3

所示。 

 

图 1-1 

 

 

图 1-2 

 
 

 

 

 

  



图 1-3 

 

 

如果联系到备访住户，调查队进村/社区的带路人需要先做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的范例如下： 

 

您好，我叫***，是**大学的大学生。我现在参与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健

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这个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我国 45 岁以上人群的健康和养老的基

本情况，为政府政策改革提供依据。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您这是否有我们需要访问的对象。

下面我先占用您几分钟时间，问您一些简单的问题好吗？  

 

如果住户愿意回答，则确定一名回答者。我们对过滤问卷的回答者没有任何要求，任何一个

能把住宅内成员构成说清楚的人都可以回答过滤问题。确定好回答者之后，就可提问过滤问

卷中的问题。 

 

但不是所有的住户当时都能回答。有两种情况：一、应答者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无法（不

愿）回答过滤问卷的问题；二、应答者明确表示拒绝参加项目。 

 

针对第一种情况，可以尽力说服受访者完成过滤问卷。下面是两个说服的例子。 

 

范例 1：我们这部分的问题很少，而且就是关于您家庭结构的简单问题。您用三、五分钟就

能完成，作完这部分问卷后我们可以另外约时间完成正式的调查。这部分的调查不会耽误您

很长时间的，您放心！您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吗？ 

 

范例 2：您如果现在不方便，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您家的其他人聊聊。因为要回答的都是一些

特别简单的问题，所以，您家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请问您家现在还有别人在吗？能帮我叫

一下吗？ 

 

如果受访者家里有客人不便于接受访问或者正要出门，可以再约时间。下面是相应的范例。 

 

您如果现在不方便，我们可以另外约一个时间了解您家的情况。因为，我们在你们社区、村

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非常希望在这段时间内能有机会能了解一下您家的情况，您看您什么

时间方便？ 

 

如果需要再约时间，调查员需在 CAPI 系统中做相应记录，如图 2-1 到 2-9 所示。图 2-1 为

  



登记联系的基本信息。图 2-2 为添加具体的预约时间。图 2-3 显示预约时间已添加。图 2-4

和 2-5 分别为保存预约和查看预约。图 2-6 到图 2-8 则显示如果预约时间不确定应怎样记录、

保存和查看。图 2-9 是查看最后一次预约的信息。 

 

图 2-1 

 

图 2-2 

 

图 2-3 

 

 

图 2-4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8 

 
图 2-9 

 

 

如果应答者明确表示拒绝参加项目，调查员可以进一步表明来意。下面是两个范例。 

范例 1：我们这个调查主要是要收集我国中老年人的健康和养老情况的真实数据。为政府改

善我国医疗保障政策、养老政策提供一手数据。比如说，通过调查我们就能够为政府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提供来自老百姓的建议。我们是采用科学抽样的方法抽到您家的，

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接受访问，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

要。 

 

  



范例 2：你们社区的其他家庭也参加了这项调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们也希

望能了解一下您家的情况。 

 

调查员还可以寻求社区/村领路人的帮助，请他们尽力说服回答人，或联系该住宅内的其他

人完成过滤问卷。此外，调查队要尝试多次沟通；其中，队长完成第二次沟通。如果第二次

沟通失败，则需给住户留下一封“拒访说明信”，然后第二天尝试第三次沟通。最后，由队

长判断是否放弃，或者继续努力沟通。 

 

针对拒访的情况，调查员需要在 CAPI 系统中做相应的记录，如图 3-1 到 3-6 所示。 

 

图 3-1 

 
图 3-2 

 

 

 

 

 

图 3-3 

  



 
图 3-4 

 
图 3-5 

 

 

 

 

 

 

  



图 3-6 

 
 

 过滤问卷的具体内容 

滤问卷的结构图如下。 

 

 
 

我们的备访住宅。 

1 （2）否 

CV001 （2）否 

            （1）是 >> 跳至 CV001 （2）否>>结束 

宅内的住户数。 

经济独立；（4）住宅内老人和儿子住在一起，儿子每月的工资自己管理，但上交

食费。 



 

过

下面是过滤问卷的具体问题及填写说明。 

当访问员到达住宅后，要首先确认此住宅是否是

CV00a：该户是否收到 “给居民的一封信” ？ 

             （1）是 >> 跳至 CV00

CV00b：该户户主是否与名单一致？ 

             （1）是 >> 跳至

CV00c：该户地址是否正确？ 

 

 

当访问员确认备访住宅后，需要确认该住

CV001. 你们这住了几户人？_______户 

其中，住户是指在一起共同进行生活安排，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单身个人和两人以

上的人群。通常一户中的所有人结合了共同住房和共同饮食。比如，有下列几种可能：（1）

住宅内有多户住户，各自经济独立；（2）住宅中有房主和承租户；（3）住宅内老人和孩子住

在一起，但

伙

 

 

  



对住宅内每个住户，都提问以下三道问题： 

CV001_1. 你们家在这个小区内有几套这样的房子__________套 

V003. 有几个 45 岁以上的人？ _____人 

题的答案，并提示系统随机所选中的调

样本家庭（必须包含一个以上 45 岁以上的人）。 

4-1 到 4-9 显示以上问题在 CAPI 系统上如何记录。 

 

 

 

图 4-3 

CV002. 你们家有几口人？_______人  

C

 

以上问题的调查对象可以是住宅内任意一个人，最好他/她熟悉该住宅内所有成员情况的人。

提问结束之后，系统会列出住宅内所有家庭对以上问

查

 

图

图 4-1 

图 4-2 

  



 

图 4-4 

 

 

图 4-6 

图 4-5 

  



 

图 4-7 

 
图 4-8 

 
图 4-9 

  



 

 

下面的 CV010-1 至 CV019-2 问题收集现在住在家庭内所有人的基本信息。这些问题的调查

对象是该家庭内的任意成员；调查内容包括他/她们的姓名、性别、居住情况、出生年月和

婚姻状况；调查的顺序是从当前回答人到他/她的配偶（如果有的话），然后按照年龄从大到

小依次询问家庭内其他人的基本信息 

 

当前回答人需回答的问题如下。 

CV010_1.您叫什么？______ 

CV004. 访问员：记录此人的性别。 

             （1）男  （2）女 

CV005. 您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常住（常住包括因出差、探亲、休假或住院暂时性（少于一个

月）离开的情况，但不包括因平时因为上学/上班等原因住在这里，而通常每周回家的情况）？ 

              (1) 是     →跳至 CV008         (2) 否 

CV006. 您是不是平时上学/工作但通常每周回家？ 

              (1) 是     →跳至 CV008         (2) 否  

CV007. 您打算未来一年回这个家里常住吗（包括平时上学/工作但通常每周回家的情况）？ 

              (1) 是   (2) 否  

CV008. 你过去一年在这个家里居住的时间是否超过 6 个月（如果平时上学/工作但通常每周

回家，算这一周都在家住）？ 

              (1) 是   (2) 否  

CV009. 您的出生年月是？____ 年 ___月 

[如果没有回答 CV009 或回答“不知道” ，提问 CV010；否则跳至 CV010_2。] 

CV010. 请问您是在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还是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后出生的？ 

   （1）在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 

   （2）在 1963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 

CV010_2. 您目前的婚姻状态？[即使没有领结婚证但自称结婚者也可视为已婚] 

     （1）已婚并与配偶一同居住或者未婚同居 

     （2）已婚，但配偶因为工作等原因暂时没有在一起生活 

     （3）分居 （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 

     （4）离异   

     （5）丧偶  

     （6）未婚  

婚姻状态选项说明 

  



（1）已婚：有一个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配偶，不管是否领取结婚证 

（2）离婚：与之前的配偶办理了离婚手续，目前处在单身状态。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人以

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 

（3）分居：已婚但因感情破裂等原因，与配偶不再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目前仍然处在

单身状态。 

（4）丧偶：曾结婚了，但配偶去世了；目前仍然单身。 

（5）未婚：单身，从没结过婚。 

例：某人离婚了，现在与另一人同居，但没有领取结婚证，这人目前的婚姻状态应为选择“（1）

已婚并与配偶一同居住或者未婚同居”。 

 

针对当前回答人的配偶，需收集下列基本信息。CV010-3 至 CV010-5 如果受访者已婚，不

管是否与配偶共同居住，即当前回答人婚姻状况为（1）或者（2）都询问其配偶的基本情况： 

 

CV010_3. 您配偶的名字叫什么？ 

CV010_6.  [您配偶的名字] 在这个家里常住吗（常住包括因出差、探亲、休假或住院暂时性

（少于一个月）离开的情况，但不包括因平时因为上学/上班等原因住在这里，而通常每周

回家的情况）？ 

     (1) 是    请跳至 CV010-9   (2) 否 

CV010_7.  [您配偶的名字]是不是平时上班/上学但通常每周回家？      

     (1) 是    请跳至 CV010_9    (2) 否 

CV010_8.  [您配偶的名字] 打算未来一年回这个家里常住吗（包括平时上学/工作但通常每

周回家的情况）？ 

     (1) 是          (2) 否 

CV010_9. [您配偶的名字] 过去一年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是否超过 6 个月（如果平时上学/工作

但通常每周回家，算这一周都在家住）？  

     (1) 是          (2) 否 

CV010_4. [您配偶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出生的？_______  年 ______ 月 

  如果受访者拒绝回答 CV010_4，或者回答“不知道”，问 CV010_5 

CV010_5.  请问您配偶是在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还是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后出生的？ 

 （1）在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 

 （2）在 1963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  

 

下面收集家庭内其他人基本信息。家庭其他人基本信息收集提问的顺序：首先，确定家庭内

的人数。其次，按照年龄的顺序，由长到幼提问。再者，确认是否所有家庭成员都包含在列

表中。 

 

确定家庭内的人数： 

CV011. 除了您（和您的配偶），你们家还有多少人？（不包括您本人和您配偶，但包括所

有和您住在一起的人，保姆也包括在内。）______人 

注意： 

 根据受访者的主观理解回答人数，需要强调以下非家庭成员： 

（1）需要包含调查当时所有住在一起的人。 

（2）不管家庭内现在住着的人是短期居住还是长期居住都需要包括计算进来。 

（3）家庭成员数应该除去当前回答人及其配偶（如果有）。 

  



询问家中除了受访者及其配偶年纪最大人的基本信息： 

CV019_1.家中[最年长/年纪第二大/年纪第三大…]叫什么？___________ 

CV012. 他们和您是什么关系？ 

(1) 配偶(2) 女儿(3) 儿子(4) 儿媳(5) 女婿(6) 母亲(7) 父亲(8) 岳母/婆婆(9) 岳父/公公 

(10) 姐妹 (11) 姐妹的配偶 (12) 兄弟(13) 兄弟的配偶(14) 外甥/外甥女(15) 孙子(16) 孙女 

(17) 爷爷/外公 (18)奶奶/外婆 (19)曾孙/曾孙女 (20)曾(外)祖父/曾(外)祖母 (21)保姆

(22)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CV013. [CV019_1] 的性别？[通过与当前回答人的关系判断性别] 

  (1) 男       (2) 女 

CV014. [CV019_1]他/她在这个家里常住吗（常住包括因出差、探亲、休假或住院暂时性（少

于一个月）离开的情况，但不包括因平时因为上学/上班等原因住在这里，而通常每周回家

的情况）？ 

  (1) 是         →跳至 CV017   (2) 否 

CV015. [CV019_1] 是不是平时上学/上班，但通常每周回家？ 

  (1) 是        →跳至 CV017   (2) 否 

CV016. [CV019_1]他/她打算未来一年回这个家里常住吗（包括平时上学/工作但通常每周回

家的情况）？ 

(1)  是      (2)  否 

CV017. [CV019_1] 过去一年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是否超过 6 个月（如果平时上学/工作但通常

每周回家，算这一周都在家住）？ 

  (1) 是        (2) 否 

CV018. 该家庭成员的出生日期是？_______ 年 ______月 

[如果对方拒绝回答或不清楚该家庭成员的出生年月，请跳至 CV019；否则，请跳至 CV020] 

CV019.请问该家庭成员是在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还是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后出生的？ 

   （1）在 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 

   （2）在 1963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 

CV019_2. [CV019_1] 目前的婚姻状态？[即使没有领结婚证但自称结婚者也可视为已婚] 

  （1）已婚并与配偶一同居住或者未婚同居 

  （2）已婚，但配偶因为工作等原因暂时没有在一起生活 

  （3）分居 （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 

  （4）离异   

  （5）丧偶  

  （6）未婚  

跳转：如果 CV019_2=1，2 跳至 CV019_1, 并询问他/她配偶的信息 ( CV019_1 - CV019 )；

否则，跳至 CV019_1，询问下一个人的信息( CV019_1 - CV019_2 ) 

 

下面确认家庭成员名单是否完整 

CV020. 您家现在有[^HHSize=CV 011+1/2]个人，他们是[列出所有的人的名单] 请问还有其

他人和你住在一起吗？[确定已经列出了所有人]  

(1) 有      返回 CV011         (2) 没有 

 

注意： 

1、如果受访者回答还有其他人住一块，系统会自动回到 CV011 要求访问员修改人数。受访

  



者首先需要询问还有几个住在一起的人之前没有提到，在原有人数的基础上加上回答人提供

的人数，计算出最终人数填入界面。（如图 5 所示） 

2、系统会根据增加的人数依次出现需要收集个人信息的次数 

 

图 5 

 

 

根据以上问题的答案，可以首先判断某人是否是家庭成员。符合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即可视

为家庭成员：（1） 现在没在家住，但过去一年在家住了 6 个月以上，并且未来一年会回来

住的；（2）现在在家里住，并且过去一年在家住了 6 个月以上的;（3） 平时上学/工作但周

末回家，并且过去一年在家住了 6 个月以上的。注意：保姆不算家庭成员。 

 

接着，可以判断某家庭是否为符合条件的受访家庭。如果该家庭中没有适龄的家庭成员，则

该家庭不符合受访条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单户住宅，应向受访者道谢，然后离开该住宅。 

 

例：谢谢您的配合，但您家中没有我们需要采访的对象。我们这个项目需要访问 45 岁以上

的人，非常感谢您的合作，再见！ 

 

CAPI 中做相应记录，请参见图 6-1 和 6-2。 

 

图 6-1 

 
 

 

  



图 6-2 

 

 

如果不符合条件的家庭位于一个多住户的住宅中时，应由系统重新在住宅内抽取另一户有适

龄成员的家庭，重复以上过程。 

 

 抽取各模块受访者 

 

抽出符合条件的被调查家庭之后，需要在家庭成员中抽取各模块的受访者。需要抽取的受访

者有主要受访者（MR）、家庭模块受访者（FR）和财务模块受访者（FIR）。 

 

主要受访者是计算机从家庭成员中随机抽取的一名 45 岁以上的人。如图 7 所示。 

 

图 7 

 

 

之所以选取财务模块受访者，是因为问卷中有一部分需要对整个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开支、

家庭财产情况进行提问。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能够高效、准确地完成这部分内容。选取财务

模块受访者的标准有：（1）最了解家庭收入、支出、财产情况（2）年纪在 16 岁以上（3）

调查当时居住在该家庭内。财务模块受访者选择的范围是所有成年的家庭成员（由 CAPI 自

动筛选）。相应的问题如下： 

CV022. 过一会儿，我将会问一些有关家庭收入、支出、财产等情况的问题，请问在你们家

中谁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所有家庭成员列表 （CAPI） 

 

之所以选取家庭模块受访者，是因为问卷中有一部分需要对夫妻双方的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的情况进行访问，从而需要找一个对这部分熟悉的人高效、准确地回答这部分的内容。选

取家庭模块受访者的标准是：（1）最了解子女、双方父母、双方兄弟姐妹情况（2）调查当

时居住在该家庭内。家庭模块受访者从主要受访者及其住在一起的配偶之间选择。需注意的

是，家庭模块受访者只能是主要受访者及其居住在一起的配偶，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办理结婚

手续。相应问题如下： 

CV021.过一会儿，我将会问一些家庭情况的问题。例如，孩子、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的情

况。请问在您和您爱人谁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1) 我本人     (2) 我爱人 

 

因此，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除了回答各自模块需要回答的问题外，还有可能作为家庭受访者

或财务受访者回答对应的问题。各类受访者所需回答的内容如表 1 所示。各类受访者的选择

范围如图 8 所示。 

 

表 1 

问卷内容 
主要受访者

（MR） 

主要受访者的配

偶 

家庭模块受访

者（FR） 

财务模块受访者

（FIR） 

人口学背景 √ √   

家庭模块   √  

健康状况 √ √   

医疗保险 √ √   

工作 √ √   

家庭财务情况    √ 

个人财务情况 √ √   

 

图 8 

 

HH FIRFRMR 

  



第二部分 个人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模块包括出生日期与出生地、户口情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与外出、婚姻

及配偶等人口学基本情况。 

    填写对象：1963 年 7 月 1 日之前出生的人及其配偶都需要做这部分问卷。 

 

出生日期与出生地 

户口情况 

受教育程度 

居住地与外出 

婚姻及配偶 

户口类型、户口所在地、户口变迁情况  

最高学历、受教育年限、入学年龄、成人教育  

在本县/市居住和外出的情况  

婚姻次数、配偶出生日期及受教育程度、离异、丧偶情况  

出生日期、出生地及搬入本地时间、成长地类型 

    A000. 访员记录正在访问的这个社区的类型：（农村）村或（城镇）社区。 

 

    一、出生日期与出生地     

    本组问题用于了解受访者的出生日期、出生地及搬入本地时间、成长地类型等情况。  

A001. 从下拉框中选择属相。属相，又称生肖，或十二生肖。分别为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对应农历出生年份，每十二年为一个轮回。比如，在农历 1936，

1948，1960，1972，1984，1996 出生的人属相为鼠，或称属“鼠”。其他以此类推。 属相年

份对应表见附录一。 

A002. 出生日期：（1）年份填写范围[1900－2008]；（2）用 4 位数表示年；用实际数字

表示月或日，例如：1 月记为“1”，而不是“01”，12 月记为“12”；6 号记为“6”，而不是“06”。

(3) 如果不记得出生的月或日，请填入“0”。 

A003. 针对 A002 的答案提问。公历：又称作阳历。农历：又称作夏历或阴历。受访者

在回答 A002 时有可能会提前问需要公历还是农历。知道公历的填公历，否则填农历，并直

接填写本问。 

A005. 出生地： (1) 如果出生地在外省，请从下拉框中选择省份名称，并填写县/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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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如果出生地在本省其他县/市，请填写县/市名称。(2)“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直

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少数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以及特

别行政区（包括香港和澳门）。(3)“县/市”则为下一级单位，分为三种情况：1）农村或小城

市，一般应填县或县级市，不填所属的地级市。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应填：甘肃 省 秦

安 县；2）省会或其他大中城市，填城市名。如：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应填：浙江 省 杭

州 市；3）直辖市，填直辖市下所辖区，如：上海市杨浦区，应填：上海市 杨浦区。 

A005_1. 对出生地在外县/市的受访者提问，询问他们第一次搬到本县/市的年份。用 4

位数表示年。 

    A005_1a. 询问受访者第一次搬到本县/市时，是否住在本村/社区。 

A005_2. 询问受访者第一次搬入本村/社区的年份。用 4 位数表示年。回答此题的受访

者或者是出生地在本县/市其他村/社区，或者是第一次搬到本县/市时不住在本村/社区， 

A006. 成长地（指 16 岁以前常住地）类型。城镇：指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即县政府

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区域，包括直辖市、省会或其他大中城市、县/县级市；农村：

指乡镇（包括乡镇）以下级别的行政区域。 

 

二、 户口情况 

    本组问题用于了解受访者的户口类型、户口所在地及户口变迁情况。我们会问到目前户

口的类型和所在地，第一个户口的类型和所在地以及最近一次户口变化之前的户口类型和所

在地。请注意问题间的跳转和各问题的提问对象。  

A008. 目前户口类型：（1）根据本人目前户口簿上所注户口类型填写。（2）因各种原因

（例如出国学习工作）而暂无户口者记录为“没有户口”。 

A009. 目前户口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请从下拉框中选择省份名称。县/市分为

三种情况，1）农村或小城市，一般应填县或县级市，不填所属的地级市。如：甘肃省天水

市秦安县，应填：甘肃 省 秦安 县；2）省会或其他大中城市，填城市名。如：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应填：浙江 省 杭州 市；3）直辖市，填直辖市下所辖区，如：上海市杨浦区，

应填：上海市 杨浦区。如果目前户口既在本村/社区，又与出生地一样，选择（1）。 

A010. 对户口不在本县/市的受访者，询问离开户口所在县/市的时间。请访员协助受访

者进行计算。从受访者离开户口所在县/市算起，截止到调查当月。离开之后若中途返回户

口所在县/市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请扣除这段时间。 

A015. 从第一个户口算起，只要户口类型在农业与非农之间发生过变化，或者户口所在

地在不同县/市之前进行过迁移，都应该选（1），无论目前的户口类型或户口所在县/市与第

一个户口是否一致。  

A007. 第一个户口的类型：根据本人第一次拿到的户口簿上所注户口类型填写。 

A007_1. 第一个户口的所在地：根据本人第一次拿到的户口的所在地填写。“县/市“填

写规则参见 A009。如果出生地、目前户口所在地、本村/社区有重复，请选择靠前的选项。 

A016. 拿到目前户口的时间，或者说，最近一次户口类型或户口所在县/市发生变化的

时间。（1）年份填写范围[1900 - 2008]；如果不记得月份请填“0”；（2）用 4 位数表示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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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字表示月，例如， 1 月记为“1”。 

A016_1. 在第一个户口与目前户口之间，受访者的户口类型或户口所在县/市是否发生

过变化。只要户口类型和户口所在县/市有一项有变化，就选择（1）。  

A016_2. 询问最近一次户口变化之前（即目前户口之前）的户口类型。 

A016_3. 询问最近一次户口变化之前（即目前户口之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出生地、

目前户口所在地、第一个户口所在地、本村/社区有重复，请选择靠前的选项。目前户口所

在地、本村/社区有重复，请选择靠前的选项。 

 

三、 受教育程度 

    本组问题询问受访者的最高学历、受教育年限、入学年龄、参加成人教育等情况。  

    A022. 最高学历指截止到调查时间本人接受国内外教育所取得的最高学历或现有文化

水平所相当的学历。（1）未受过教育（文盲）：指不识字或识字不足一千五百个，不能阅

读通俗书报，不能写便条的人。（2）未受过正规教育，但能够读、写：指没上过学，但识

字超过一千五百个，能阅读通俗书报，会写便条的人。（3）私塾：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

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授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

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

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4）小学：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小学程度的

毕业、肄业生。（5）初中：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初中程度的毕业、肄业生。职业技术学

校，相当于初中的，填写“初中”。（6）高中：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普通高中的毕业、肄

业生。（7）中专（包括中等师范、职高）：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肄

业生。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中专的，填写“中专”。（8）大专：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

专科或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即高职）的毕业、肄业生。（9）本科：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

大学本科的毕业、肄业生。（10）硕士：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硕士的毕业、肄业生。（11）

博士：指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博士的毕业、肄业生。（12）其他：指以上 11 项以外的学历。

若目前仍在读，记入最高学历。 

A023. 询问受访者总共读完的年级，不包括成人教育。休学、留级或跳级的，按实际读

完的年级算。 

A024. 指开始上学的年龄。以周岁为准。 

A025. 是否参加过成人教育，有的话，参加过哪些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包括：电大、夜

校、自考、函授、扫盲班、速成班等。请选择受访者所有参加过的成人教育。 

A026. 所有类型的成人教育，一共读了多少年。如果少于一年，填一年。 

A027. 获得学位或文凭： 学位是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

的学术称号;文凭就是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 

A028. 最高的成人教育学位或文凭：截止到调查时间本人接受成人教育获得的最高一级

学位或文凭。 

 

四、 居住地与外出     

http://baike.baidu.com/view/748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8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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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问题询问受访者在本县/市居住和外出的情况。目的是了解受访者受居住地各种政

策的影响情况。注意问题间的跳转与各问题的提问对象。  

A032. 对出生地在外县/市的受访者，询问在第一次搬入本县/市之后，是否曾离开本县/

市连续住过六个月以上（包括六个月）。如果大部分时间住在外县/市，偶尔回来几天，仍然

算作在外县/市连续居住（以下同）。 

A032_1. 第一次搬入本县/市之后，不在本县/市居住的总时间。如果曾多次离开本县/

市，请将单次离开超过六个月的进行加总。 

A032_2. 对出生地在本县/市的受访者，询问是否曾离开本县/市连续住过六个月以上（包

括六个月）。 

A033. 不在本县/市居住的总时间。如果曾多次离开本县/市，请将单次离开超过六个月

的进行加总。 

A032_3. 对中间曾离开本县/市连续住过六个月以上的受访者（不论出生地在不在本县/

市），询问最近一次搬回本县/市的时间。用 4 位数表示年。 

A032_4. 对出生地不在本县/市，或者出生地在本县/市，但曾到其他县/市连续住过六

个月以上的受访者，询问搬到本县/市之前连续住过六个月（及以上）的地方。受访者回答

该问题时有三种情况： （1）受访者在本县/市出生，但曾到其他县/市连续住过六个月以上，

询问的是最近一次从何处搬回。（2）受访者不在本县/市出生，且搬入后一直住在本县/市，

询问的是从何处搬来。（3）受访者不在本县/市出生，搬入后又曾到其他县/市连续住过六个

月以上，询问的是最近一次从何处搬回。“省”、“县/市”填写参见 A009。如果选项之间有重

复，请选择靠前的选项。 

  

五、 婚姻及配偶 

 

    本组问题询问受访者的婚姻次数、（对于分居、离婚、丧偶者）配偶的出生日期与受教

育程度、（对于离婚者）离婚年月、（对于丧偶者）配偶死亡年月及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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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分居、

离异、丧偶 

婚姻次数

分居、离

异、丧偶 

配偶出生日期     

受教育程度 

 

    A034. 结婚次数：只有结过婚的人才需要回答这题，过滤问卷部分会筛选出需要回答这

道题的受访者。 

A035. 配偶指领取了结婚证的，也包括没领结婚证但未婚同居者。属相从下拉框中选择。 

A036. 配偶指领取了结婚证的，也包括没领结婚证但未婚同居者。配偶的出生日期：（1）

年份填写范围[1900－2008]。（2）用 4 位数表示年，用实际数字表示月。例如：1 月记为“1”，

而不是“01”，12 月记为“12“。（3）如果不记得出生的月份，请填入“0”。 

A037. 针对 A036 的答案回答。公历：又称作阳历。农历：又称作夏历或阴历。受访者

在回答 A036 时有可能会提前问需要公历还是农历。知道公历的请填公历，否则填农历，并

直接填写本问。 

A039. 配偶的最高学历。参见 A022 最高学历。 

进入下一部分

离异 丧偶 

否 

否 

否 否 

配偶死亡年月

及死亡原因 

离婚年月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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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A040. 离婚时间。如果受访者离异，计算机程序会自动筛选。用 4 位数表示年，用实

际数字表示月。例：1 月写作“1”，而不是“01”，12 月写作“12”。如果记不住月份，请填“0”。     

A041. 如果受访者丧偶，计算机程序会自动筛选。用 4 位数表示年用实际数字表示月。

例：1 月写作“1”，而不是“01”，12 月写作“12”。如果记不住月份，请填“0”。 

A042. 导致受访者配偶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果受访者丧偶，计算机程序会自动筛选。（1）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其中传染病分为伤寒和副伤寒、痢疾、肠道其他细菌性传染、呼吸道结

核（包括肺结核，但不包括先天性结核）、其他结核、钩端螺旋体病、破伤风（包括新生儿

破伤风，产科破伤风）、百日咳、脑膜炎球菌感染、败血症、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

热、麻疹、病毒性肝炎（如甲肝、乙肝）、艾滋病等。寄生虫病包括疟疾（不包括先天性疟

疾）、血吸虫病等。（2）肿瘤。分为恶性肿瘤、良性肿瘤和其他肿瘤。其中恶性肿瘤即一般

所说的癌症，其常见的种类有：鼻咽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直肠和肛门癌、肝癌、肺癌

、乳腺癌、宫颈癌，膀胱癌，恶性淋巴瘤，白血病等。（3）血液、造血器官及免疫疾病。包

括贫血。（4）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的其他疾病。

5）精神障碍。指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识、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

度障碍，分为各种类型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癔症、抑郁症等。（6）神经系统疾

病。包括脑膜炎以及神经系统的其他疾病。（7）循环系统疾病。分为急性风湿热、心脏病、

其他高血压病、脑血管病（包括脑血管病后遗症）以及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等。其中心脏病

包括：慢性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其他冠心病、肺原性心脏病、

其他心脏病（包括克山病）等。脑血管病是指脑血管破裂出血或血栓形成，引起的以脑部出

血性或缺血性损伤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又称脑血管意外或脑卒中，俗称为脑中

风。（8）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肺炎、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尘肺以及呼吸系统的其他疾病。

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肺部弥散性间质纤

维化以及肺部感染等。（9）消化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由食管、胃、肠、肝、胆囊和胰腺等

器官所组成，其主要功能是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消化系统疾病指消化器官的器质性和功

能性疾病，包括胃和十二指肠溃疡、阑尾炎、肠梗阻、肝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的其他疾病。（10）

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疾病。（11）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包括肾小球和肾小管间质疾病、前列

腺增生以及泌尿生殖系统的其他疾病。（12）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发症。分为直接产科原

因，间接产科原因以及妊娠、分娩和产褥期的其他情况。其中直接产科原因包括流产、妊娠

高血压综合征、梗阻性分娩、产后出血、母体产伤、产褥期感染等。（13）先天畸形、变形

和染色体异常。包括先天性心脏病以及其他先天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14）诊断不明

的疾病。（15）其他疾病。指上述 14 项之外的疾病。（16）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包括机动

车辆交通事故、机动车以外的运输事故、意外中毒、意外跌落、火灾、由自然环境因素所致

的意外事故、淹死、意外的机械性窒息、砸死、由机器切割和穿刺工具所致的意外事故、触

电、其他意外事故和有害效应、自杀、被杀等。（17）自然

 

六、 问卷填写记录 

http://baike.baidu.com/view/525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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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3. 访员根据访问情况，自行选择。（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大于 10 次，但不是每题都求助。（4）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 

A044. 访员如果知道代填问卷的人和受访者的关系，自行选择。如果不清楚，请问代填

者。（1）配偶：指受访者的妻子或丈夫。（2）母亲：指受访者的妈妈，可以是亲生母亲、

养母或继母。（3）父亲：指受访者的爸爸，可以是亲生父亲、养父或继父。（4）岳母/婆

婆：受访者配偶的母亲。（5）岳父/公公：受访者配偶的父亲。（6）兄弟姐妹：受访者生

于同一父母的亲兄弟姐妹。（7）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受访者的亲兄弟姐妹的配偶。（8）

孩子：受访者的孩子，包括领养的。（9）孩子的配偶：受访者的孩子的妻子或丈夫。（10）

孙子女：指受访者的孙子女，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媳婿和外孙媳婿。（11）其他亲戚：

包括姑、叔、表亲等其他亲属。（12）帮忙的人或者其他非亲属：除以上 11 项以外的人，

包括邻居、同事、同学、保姆等非亲属。 

    

    七、追踪调查     

    AIK1. 请一定要准确记录受访者的家庭电话和手机。如果对方没有手机或座机，请选择

“不知道”或“拒绝回答”，但在评论中记录“没有手机或座机”。 

AIK2. 请一定要准确记录受访者最常联系的一个亲戚或朋友的姓名、家庭电话和手机。

如果对方没有手机或座机，请选择“不知道”或“拒绝回答”，但在评论中记录“没有手机或座

机”。     

AIK4. 如果受访者可能会搬家并知道搬去哪儿，则准确记录他/她将搬去哪儿。如果不

会搬家、不知道会不会搬、或不知道搬去哪里，就跳过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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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属相年份对应表 

 

鼠 1900, 1912, 1924, 1936, 1948, 1960, 1972, 1984, 1996, 2008 

牛 1901, 1913, 1925, 1937, 1949, 1961, 1973, 1985, 1997 

虎 1902, 1914, 1926, 1938, 1950, 1962, 1974, 1986, 1998 

兔 1903, 1915, 1927, 1939, 1951, 1963, 1975, 1987, 1999 

龙 1904, 1916, 1928, 1940, 1952, 1964, 1976, 1988, 2000 

蛇 1905, 1917, 1929, 1941, 1953, 1965, 1977, 1989, 2001 

马 1906, 1918, 1930, 1942, 1954, 1966, 1978, 1990, 2002 

羊 1907, 1919, 1931, 1943, 1955, 1967, 1979, 1991, 2003 

猴 1908, 1920, 1932, 1944, 1956, 1968, 1980, 1992, 2004 

鸡 1909, 1921, 1933, 1945, 1957, 1969, 1981, 1993, 2005 

狗 1910, 1922, 1934, 1946, 1958, 1970, 1982, 1994, 2006 

猪 1911, 1923, 1935, 1947, 1959, 1971, 1983, 1995, 2007 



第三部分 家庭结构及转移支付 

一、问卷设计目的 

 

家庭模块是用来了解答卷人及其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信息，包括与答卷人的家庭关系、家庭

交往、经济往来和家庭照料等基本情况。 

 

家庭关系包括答卷人的父母基本情况、抚养子女情况、兄弟姐妹情况。 

 

家庭交往包括与父母的交往情况、与子女的交往情况。 

 

经济交往包括与父母、子女、孙儿（女）的经济往来。 

 

家庭照料包括为孙儿（女）、父母、、配偶的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和日常帮助等。 

 

二、答卷人与模块位置 

 

家庭模块的答卷人选择必须是该家的家庭成员，而且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信息都

非常了解。如可能最好选择户主或其配偶来答卷，因为他（她）对家庭的所有信息

都非常了解。该部分问卷不允许家庭模块答卷人不在场时，完全请人代答。家庭模

块包括的范围如下： 

 

 

 
父母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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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 答卷人 配偶 兄弟姐妹 

子女 

孙辈 



家庭模块主要用来收集除了答卷人及其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信息，调查员在执行

调查时需要对各项仔细调查，并按照下面的流程来完成本项调查： 

 

 
Ba－家庭登记表（父

母、子女、孙辈） 
 

 

 

 Bc－父母抚养史 
 

 

 
Bd－兄弟姐妹  

 

 

 Be－与父母、子女交往

 照顾父母 

 与子女的交往 

 

 

 

 
Bg－经济往来（家庭得

到或提供的经济帮助）

得到经济帮助 

提供经济帮助 

 

 

 

 

  

  

 
Bh－生活安排 

提供照料时间 

生活安排 

  

  

 

 

Ba－家庭登记表部分： 

 

子女（孙辈）部分：包括姓名、家庭关系、户口所在地、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

是否外出、外出地点、婚姻状况。 

 

父母部分：包括家庭关系、出生地点、成长环境、出生年月、属相、是否健在、去世年份、

去世原因、受教育状况、工作状况、职务职称、居住地远近、户口所在地、户口类型、是否

有房产等。 

 

Bc－父母抚养史部分： 

 

健在子女数量、与子女之间关系、性别、属相、出生年月、居住地、居住地类型、户口所在

地、户口类型、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的孩子数量、子女的成年孩子数量、

工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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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兄弟姐妹： 

 

包括兄弟姐妹数量、是否健在、去世年龄、性别、健在兄弟姐妹数量、婚姻状况。 

 

Be－日常交往（与父母、子女的交往） 

 

照顾父母：包括居家安排、日常看望频次。 

 

子女交往：包括居家安排、日常看望频次。 

 

Bg－经济交往： 

 

包括从所有人获得（给予所有人）定期或不定期的补贴、生活费用、实物、礼品等经济帮助，

形式可以是给钱、帮助付款、提供看病费用或保险费用、上学费用、帮助分期付款。但不包

括共同负担住房成本或食品支出等。 

 

Bh－生活安排： 

 

提供照料时间： 

 

包括给予孙子（女）、父母、配偶的父母的看护、生活照料、日常帮助等、照料时间长期、

照料的具体对象等。 

 

生活安排： 

 

包括对老年居住安排的主观评价和选择。 

 

三、问题解释 

 

调查员：整个家庭本部分是以家庭模块受访者及其配偶为支点，调查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关信

息，因为家庭模块受访者及其配偶信息已经在 A 部分（基本信息）加以询问，其他家庭成

员的名单要从过滤问卷获得。这里其它家庭成员既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也包括不生活

在一起的家庭成员。 

 

Ba－家庭登记表部分： 

 

BA001－BA012: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除主要受访者和其配偶外的所有家庭成员的一些信

息，系统能自动生成家庭成员的名单，循环提问。 

BA001. 询问其他家庭成员与主要受访者的关系。(包括孙子女的配偶) 

BA003. 询问户口所在地。根据户口本上内容填写。（1）在本省的其他县/市，要注明“其他

县/市”在哪里；（2）如果户口所在地在外省，请从下拉框中选择省份名称，并填写县/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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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3）县/市分为三种情况：1）农村或小城市，一般应填县或县级市，不填所属的地级

市。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应填：甘肃 省 秦安 县；2）省会或其他大中城市，填城市

名。如：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应填：浙江 省 杭州 市；3）直辖市，填直辖市下所辖区，

如：上海市杨浦区，应填：上海市 杨浦区。（4）村范围指农村的行政村，社区范围指城市

的社区。 

BA004：询问目前的户口状态。如果取消了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一律改为居民户口情况，

则询问改革前的户口情况。没有户口，如华侨、港澳台人员、外籍人员等。 

BA005：询问 6 岁（包括 6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目前是否在上学。如果处在幼儿园或准备上

学阶段，选择（2），不在上学。 

BA006：指当前上学所处的实际学习阶段。 

BA007: 询问 12 岁（包括 12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参见 A022。 

BA009: 询问 16 岁（包括 16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在从调查时间往前倒推的一年中是否离

家达到或超过 1 个月。平时因工作/学习不在家，但通常每周回家的，不算离开家。 

BA010: 询问 16 岁（包括 16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去年离家几个月。如果不是连续的时间，

可以把它们加起来，计算一共有几个月。 

BA011-BA012: 如果去年离家达到或者超过 1 个月的家庭成员是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孩

子或父母，则询问他/她离家后住在哪里。 

BA011. （1）在本省的其他县/市，要注明“其他县/市”在哪里；（2）请从下拉框

中选择外省省份名称。 

BA012. 离家后居住的地方的类型：（1）城市：直辖市、省会、地级市或其他大中

城市（2）县城：县或县级市（3）乡镇：县或区下一级的行政单位（4）农村：最小的行政

单位。 

 

BA013-BA015.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的婚姻情况。过滤问卷会筛选出需要回答这题的人，

从未结婚的人不需要回答这些题目。 

我们想问您几个关于您现在/最近一次的婚姻的问题：（若受访者属于结婚多次且目前

有配偶则问当前的配偶，若受访者结过婚但是目前单身则问最近一次婚姻的配偶情况） 

BA013. 询问最近一次婚姻发生在哪年。结婚的年份：用 4 位数表示年。 

 

BA016-BA036. 循环提问家庭模块受访者的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基本情况。 

BA022.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是否还健在。 

BA016. 如果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还健在，则询问他们的姓名：如果

受访者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可填写“父亲”或“母亲”或“岳父/公公”或“岳母/婆婆”。

如果受访者有多个父亲或母亲，问抚养受访者的那个父亲或母亲。如果受访者的配偶有多个

父亲或母亲，问抚养受访者配偶的那个父亲或母亲。如果他们已经是家庭成员，就直接询问

下一个问题。 

BA017.  询问其父亲、母亲与家庭模块受访者的血缘关系或者岳父/公公、岳母/婆婆与

家庭模块受访者的配偶的血缘关系。生父指父子之间有血缘关系，继父通过过继或母亲改嫁

后形成的父子关系，养父指排除了前两者后所形成的父子关系，这样划分主要是用来判定现

实中的抚养关系。 

 

如果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还健在或者是家庭成员，那么提问其出生地

和成长地类型。 

BA018.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出生地。填写规则参见 BA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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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019.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成长地类型。参见 A006. 

 

如果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是家庭成员跳至 BA027 

BA020. 如果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还健在，则询问他们的属相。参见

A001。 

BA021.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出生年份：年份填写范围[1900－

2008]，用 4 位数表示年。 

BA023. 如果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去世了，填写去世年份或去世年龄：

年份填写范围[1900－2008]，用 4 位数表示年。 

BA024. 去世的主要原因。参见 A042。 

BA025. 最高学历：参见 A022。 

 

如果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还健在，则询问其工作状况、最高职务和最

高专业技术职称。 

BA026.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现在是否工作。工作包括务农。 

BA026_2. 如果现在不工作了，询问是否有工作能力，也就是现在是否在劳动力市场上。 

BA026_1. 如果现在不工作了，询问以前是否工作过。 

BA027. 最高职务：指从工作以来到现在或者有生以来达到的最高职务。（1）农民：占

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靠从事农业劳动为生的人；（2）雇员(工人)：各类企业、农场、个

人私营企业的员工；（3）非农个体经营者（4）组长（股长）：如农村生产队队长、企业中车

间小组组长，县乡政府部门的股长、主任科员等等（5）科长：处以下的行政或技术管理单

位的领导，县级部门的局长（行政级别上相当于科长）；（6）处长：俗称县处级；（7）局长

及以上，地级市或省级市里高于处级的行政级别，如地级市中市长、省级市中厅长等；（8）

村干部：村一级的干部；（9）乡镇干部：乡镇一级的干部；（10）单位部门经理（11）单位

总经理（12）其他：以上选项均不是或者没有工作没有职务之分，如自谋职业者或家庭主妇

等。 

BA028. 最高的专业/技术职称: 指从工作以来到现在或者有生以来达到的最高的专业/

技术职称。职称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与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的等级称号。(1) 技术

员：技术人员的职称之一，指在工程师或上级的指导下，能够完成一项特定技术任务的人； 

(2) 初级职称一般包括下面五种情况：1）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2）

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二年以上；3）中专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三年以上；4）

高中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七年以上；5）初中以下学历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十年以

上，同时应具备员级职务； 

(3) 中级职称：1）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2）

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六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3）中专（高中）毕

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十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4）初中以下学历人员须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十五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四年以上； 

(4) 高级职称：1）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工作十年以上，担任中级职务五年以上；2）大

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十五年以上，并担任中级职务五年以上；3）中专、高中毕

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二十年以上，并担任中级职务五年以上； 

(5) 无职称：指没有职称或单位没有这些职称评比。 

 

BA030-BA036: 询问其非家庭成员的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现在的居住地、

户口、工作、房产等情况。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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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030.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现在住址：（1）在家里，指同吃

同住（2）如果在本县/市的其他村/社区、本省的其他县/市或者外省，还需要填写离受访者

家有多远。（3）如果在本省的其他县/市，要注明哪个县/市, 还需要填写离受访者家有多远。

（4）如果在外省，请从下拉框中选择省份名称。 

 

BA031.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现在居住地的类型：参见 BA012 

BA032－BA033.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户口所在地。户口所在

地指户口本上的记录。参见 BA003. 

BA034.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的户口状态。参见 BA004. 

BA036. 询问其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有无房产。（应强调房产属于父亲、

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等个人） 

 

BA015_1. 如果家庭模块受访者丧偶，询问是否还和之前配偶的父母保持联系。 

[注意: 只有当家庭模块受访者已婚，或者丧偶但是和岳父母保存联系时，才询问

他/她配偶父母的问题。] 

BA016_0. 确定家庭模块受访者的配偶的父母的问题由谁回答。如果其配偶在家，

请他/她回答其父母的问题。 

 

Bc－父母抚养史部分：包括受访人或其配偶的健在的子女。 

 

BC001.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的健在的子女数。如果没有子女请填写 0。如果没有，则

跳入兄弟姐妹部分，BD001. 

 

BC002-BC033: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每个孩子的情况，按孩子年龄从大到小回答。 

 

BC002：按照出生先后对所有健在的子女进行登记，然后逐个询问  

BC003. 询问孩子与家庭模块受访者的亲缘关系。 

BC004. 询问孩子的性别。如果受访者已告诉访问员这孩子是女儿或儿子，则无须再问。 

BC005. 孩子的属相：从下拉框中选择。 

BC006. 孩子的出生年月：（1）年份填写范围[1900 - 2008]；如果不记得月份请填 0；（2）

用 4 位数表示年，按照实际的月份填写月。例：1 月写作“1”，而不是“01”,12 月写作“12”。

如果记不住月份，请填入 0。  

BC007：询问孩子现在的住址。参见 BA030 

BC008. 询问孩子现在居住地的类型：参见 BA012 

BC009. 询问孩子的户口类型：参见 BA004 

BC010－BC011. 询问孩子的户口所在地。户口所在地指户口本上的记录。参见 BA003. 

BC012－BC013.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 6 岁（6 岁以上）孩子的上学情况。 

BC014.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 12 岁（12 岁以上）孩子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参见 A022. 

BC017.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 16 岁（16 岁以上）孩子的婚姻状况。参见 CV010_2。 

 

BC018-BC022.仅询问结过婚的孩子的居住和子女信息。 

 

BC019. 询问该名成年子女养育的男孩子数量，相当于家庭模块该受访者有多少个孙

子、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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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020. 询问该名成年子女养育的女孩子数量，相当于家庭模块该受访者有多少个孙

女、外孙女。 

BC021.BC022. 成年指年满 16 岁，包括 16 岁。 

BC024.询问该孩子现在是否在工作。 

BC023. 工作类型：从下拉框中选择行业编码。主要工作指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所处的

行业。 

BC025. 参见 BA027 

BC026. 参见 BA028. 

如果孩子现在没工作，则询问他/她过去是否工作过即 BC026_1 和 BC026_2 

BC026_1. 询问孩子过去是否工作过。 

BC026_2. 如果孩子过去工作过，则询问孩子过去主要做什么工作。 

BC027. 18 岁之前，不包括 18 岁。 

BC028. “其他”：例孤儿院、独自生活等 

BC029. 年份可以是小数。参见 BC018。 

 

 

Bd－兄弟姐妹： 

 

如果受访者婚姻状态为分居或者离异，不问他/她配偶兄弟姐妹的问题；如果受访者婚

姻状态为丧偶，提问 BD000_1 

BD000_1.询问受访者是否与前配偶的兄弟姐妹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则提问BD001-BD009；

如果没有联系，则跳过这些问题。 

BD001-BD008. 循环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BD001. 询问健在的兄弟姐妹的数量。兄弟姐妹：包括所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同母

异父，或不同父、不同母，但有过长期共同生活关系的兄弟姐妹. 

BD002. 询问在十岁以后去世的兄弟姐妹的数量。（1）十岁以后：包括十岁。（2）如果

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是独生子女填 0。 

 

BD003-BD005. 循环问每一个在十岁以后去世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BD003. 去世年龄：应大于等于 10 岁。 

 

BD005－BD000，按照年龄顺序排列对兄弟姐妹进行询问。 

BD005. 询问十岁以后去世的兄弟姐妹与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的大小关系，是哥哥

姐姐还是弟弟妹妹。 

BD006. 询问健在的兄弟姐妹与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的大小关系，几个哥哥、几个

姐姐、几个弟弟、几个妹妹。 

BD008. 询问健在的兄弟姐妹的婚姻情况。已婚：领取了结婚证或未婚同居。 

BD000. 确定家庭模块受访者的配偶的兄弟姐妹的问题由谁回答。如果其配偶在家，请

他/她回答其兄弟姐妹的问题。 

 

Be－日常交往（与父母、子女的交往） 

 

照顾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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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符合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不需要询问“照顾父母”部分.（1）父母双方都去世

（2）父母双方一方去世、另一方是家庭成员（3）父母双方都是家庭成员。 

 

BE001-BE005. 循环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及其配偶照顾各自父母的情况。 

BE001.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的父亲（如果健在）和谁一块住。 

BE002.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看望父亲的频次。 

BE003-BE004. 如果母亲健在或是非家庭成员，则询问母亲和谁一块住。 

BE005.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看望母亲的频次。 

 

[注意：如果受访者婚姻状态为分居或者离异，不问他/她配偶照顾父母的问题。] 

BE000. 确定庭模块受访者的配偶照顾父母的问题由谁回答。如果其配偶在家，请配偶

回答照顾他/她父母的问题。 

 

与子女的交往： 

 

BE006. 询问除了属于家庭成员的子女，哪个是最经常看望家庭模块受访者的子女，可

从下拉框中选择人名。 

BE007. 询问子女看望家庭模块受访者的频次是否差不多。注意：如果拒绝回答 BE006

或者 BE006 答为“不知道”，则提问该题。 

 

BE008-BE009. 从年龄最大的、不在一起生活的子女开始循环提问。 

BE008. 询问子女到家庭模块受访者家的时间。 

BE009. 询问子女看望家庭模块受访者的频次。 

BE010. 询问谁是与家庭模块受访者联系最多的子女。联系方式包括通电话、信件或电

子邮件，短信等。 

BE011. 如果拒绝回答 BE010 或者 BE010 答为“不知道”，则提问该题。 

 

Bg－经济交往： 

 

得到经济帮助包括现金和实物等： 

 

BG001-BG005: 询问去年从非家庭成员处得到超过 100 元的经济帮助情况 

 

BG001. （1）过去一年：指从调查当日起往前推一年。（2）只要您或您配偶中的一人接受

过超过 100 元的经济方面的帮助，都应该选择“是”。（3）经济帮助包括直接给钱，帮助付

款，帮助支付看病费用、保险费、上学费用，帮助承担分期付款，节假日礼金，生日礼金，

压岁钱等，但不包括非现金的实物帮助以及共同负担住房成本或食品支出等。 

BG002. 从下拉框中选择人名，可多选。 

BG003. 帮助的类型：（1）定期给钱：指时间上大致固定，可以月、季度、半年或年来划

分，提供现金帮助。（2）不定期给钱：指给予现金帮助，但时间不固定，也包括偶尔一次

给予了现金帮助。 

BG004. 过去一年收到的定期的现金帮助：（1）过去一年：指从调查当月起往前推数 12 个

月；（2）定期的现金帮助：指每隔一段时间给予补贴、帮助付款、提供看病费用或保险费



35 
 

用、上学费用、帮助分期付款等。 

BG004a~BG004e. 如果不能准确回答 BG004,请回答该组题，选择给予的定期现金帮助大

概在哪个档次？ 

BG005. 询问过去一年收到的各项不定期的现金帮助有多少。（1）合计的现金帮助的钱数必

须等于其中的各个分项之和。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调查和审核。

（2）过去一年：指从调查当月起往前推数 12 个月。（3）春节：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

“新年”；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生日：过生日时收到的礼金；其

他节日：除了春节、中秋、端午之外的节日；压岁钱，过年时长辈送的礼金，以求吉祥；生

活费：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费用；教育（考上大学、高中等）：因考上高中、大学提供的现

金帮助；医疗支出（住院、看病等）：因住院、看病等提供的现金帮助；办婚事：因结婚提

供的现金帮助；办丧事：因家中有人去世，别人提供的现金帮助。其他经济帮助：以上各项

中未提到的现金帮助。 

 

BG006-BG008: 询问去年从非家庭成员处得到非现金形式的礼物的情况。 

 

BG006.（1）只要您或您配偶中的一人从非家庭成员那儿接受过非现金形式的帮助，都应该

选择“是”。（2）非现金形式的帮助：除现金外的经济帮助，如礼品、物品等。 

BG007. 从下拉框中选择人名，可多选。 

BG008. 过去一年收到的非现金的经济帮助，包括物品和礼品。 

BG008a~BG008e. 如果没有准确回答 BG008,请回答该组题，过去一年收到的非现金的经济

帮助大概在哪个档次？ 

 

 

提供经济帮助包括现金和实物： 

 

BG015-BG019. 询问去年给非家庭成员提供的经济帮助。 

 

BG015：（1）过去一年：指从调查当日起往前推数一年。（2）只要您或您配偶中的

一人给过非家庭成员超过 100 元的经济方面的帮助，都应该选择“是”。（3）提供经济帮

助包括定期或不定期的直接给钱，帮助付款，帮助支付看病费用、保险费、上学费用，帮助

承担分期付款，节假日礼金，生日礼金，压岁钱等，但不包括非现金的实物帮助以及共同负

担住房成本或食品支出等。 

BG016. 从下拉框中选择人名，可多选。 

BG017. 参见 BG003. 

BG018. 参见 BG004. 

BG018a~BG018e. 如果没有准确回答 BG018,请回答该组题，选择提供的定期现金帮助

大概在哪个档次？ 

BG019：询问去年提供的各项不定期的现金帮助有多少。参见 BG005.  

BG019a~BG019e. 如果没有准确回答 BG019，请回答该组题，选择提供的不定期现金

帮助大概在哪个档次？ 

 

BG020-BG022. 询问去年给非家庭成员提供非现金形式的礼物的情况。 

 

BG020. （1）过去一年：指从调查当日起往前推数一年。（2）只要您或您配偶中的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771.htm


36 
 

人给非家庭成员提供过非现金形式的帮助，都应该选择“是”。（3）非货币形式的帮助：除现

金外的经济帮助，如礼品、物品等。 

BG021. 从下拉框中选择人名，可多选。 

BG022. 去年给某个非家庭成员送的礼物的总值。按照 BG021 提供的名单，循环提问

该题。 

BG022a-BG022e. 如果没有准确回答 BG022，请回答该组题，选择礼物总值大概在哪

个档次？ 

 

 

Bh－生活安排： 

 

提供照料时间： 

 

BH001.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是否有未成年的孙子女。未成年：指 16 岁（不

包括 16 岁）一下的。孙子女：包括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BH002.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去年有没照顾孙子女。过去一年：指从调查当日

开始往回推数一年。孙子女：包括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照顾指花时间的日常看护、

抚育和监护等。 

BH003.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去年照看了哪个子女的孩子。从下拉框中选择人

名，可多选。 

BH004.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和其配偶去年照看这孙子女所花的时间：(1)过去一年：指

从调查当日开始往回推数一年；（2）如果少于 7 天，填“1”。 

BH005. 询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上个月有没给其父母和配偶的父母（非家庭成

员）提供日常帮助。上个月：指从调查当日开始往前数一个月。日常活动或其他活动：例如

家务劳动，做饭，洗衣，外出，购物和财务管理。 

BH007. 询问帮助谁的时间最长。不包括家庭成员。 

BH008. 问家庭模块受访者或其配偶提供帮助的频次。过去一个月：指从调查当日起往

前推数一个月。如果少于 7 天，填“1”。 

 

生活安排： 

 

BH011-BH012. 关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情景选择。 

BH013.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该部分不允许完全请人代填。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大于 10 次，但没有

每题都求助。 

 

 



第四部分 健康状况和功能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基本条件，同时，健康状况又会受到

个人的家庭、经济、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了解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对深入分析其经济

行为至关重要。这部分问卷的目的，就是要详细了解受访者的健康状况、身体机能状况、与

健康有关的行为和因素，并通过为受访者作一次简单体检获取其客观健康指标。每个受访者

都需要回答该部分的问题。该部分问卷包括以下 4 个方面的内容：Ca.健康状况，包括一般

健康状况和疾病史、生活方式和健康相关行为；Cb.身体功能限制和辅助者；Cc. 认知能力，

包括一般认知能力和抑郁测量；Cd.情景题。 

一、Ca.健康状况 

第 I 部分：一般健康状况和疾病史 

CA001 健康状况：此题请受访者对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后给出最准确的回答，

切忌调查员根据自己对受访者的主观判断作答。调查员应把答案的各选项读完后再让受访者

回答。 

CA079a 健康状况：此题请受访者对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后给出最准确的回答，

切忌调查员根据自己对受访者的主观判断作答。调查员应把答案的各选项读完后再让受访者

回答。此题与 CA001 的区别是答案选项不同。 

CA001 与 CA079a 只回答一个，由 CAPI 自动随机选择。两题的区别是答案选项不同。 

CA003 本题晚上是指晚上进入睡眠状态以后。 

CA004 指伤口愈合时间比一般人长。 

CA005 询问受访者胸部的左侧是否感到疼痛。 

CA006 快速走：以比平时走路的速度更快的速度走。 

CA007 询问受访者是否有这些残疾。躯体残疾：如瘫痪，四肢缺损等，但因身体虚弱

长期卧床者不算。 

CA008 年份填满四位数。 

CA010 逐条读出疾病名称请受访者回答“是”或者“否”。这些疾病或症状，应由医务人员

（包括医生、护士、医务辅助人员和中医等）明确诊断或者告诉受访者，否则不能选择。如

果受访者不知道自己所患疾病的具体名称，则应让其出示以前的病历以明确。 

继发性疾病应归为相应疾病，同时，还应选择原发性疾病。如肾性贫血，归为“贫血”，

同时也要选择“肾脏疾病”；继发性高血压，归为高血压，同时也要将引起高血压的疾病归

类。 

相关疾病简介： 

高脂血症俗称高血脂，即胆固醇或甘油三酯超过正常水平，及高密度脂蛋白降低。 

糖尿病主要特点是血糖过高、糖尿、多尿、多饮、多食、消瘦、疲乏。 

恶性肿瘤分癌与肉瘤两大类。前者如胃癌、食管癌、肠癌等；后者多发生于肌肉细胞、

纤维细胞。白血病等也是肉瘤的一种。我国常见恶性肿瘤有：肺癌、胃癌、食管癌、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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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宫颈癌、乳腺癌、白血病、恶性淋巴瘤、鼻咽癌等。注意：该选项需排除轻度皮肤癌。 

中风（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又称脑中风、脑卒中、脑血管意外、脑血管病，以脑

梗塞最为常见，此外还有：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栓形成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

指症状和体征在 24 小时内消失的脑血液循环障碍，多与高血压动脉硬化有关。 

肾脏疾病（不包括肿瘤或癌）包括急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各类型的肾小球肾炎、肾血

管疾病、遗传性肾疾病、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等。 

消化系统疾病是发生在食管、胃、肠、肝、胆、胰腺、腹膜及网膜等脏器的疾病，如胃

炎、肠炎、肠息肉、阑尾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痢疾、腹泻、肝炎、胆囊炎等。 

情感、精神方面问题，常见的有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抑

郁、躁狂、强迫症等。 

与记忆相关疾病：指记忆障碍，以及导致记忆障碍的疾病。记忆障碍是由于人的正常老

化引起，也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病变引起，可导致记忆障碍的疾病有：老年痴呆症（阿

尔茨海默病）、痴呆、癫痫、帕金森综合症等。 

CA011 年份填满四位数。年龄：填写周岁。询问具体的患病时间，强调是第一次诊断

的时间，时间应推算成公历（阳历），并注意用 6 位数表示年月。 

CA012 询问受访者目前有没有正在吃药或以其他方式治疗CA010中提到的疾病及其并

发症。并发症是指一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引起另一种疾病或症状的发生，后者即为前者的并

发症，如消化性溃疡可能的并发症有胃穿孔或大出血；肝硬化常见的并发症有上消化道大出

血、并发感染（肺炎、胆道感染、腹膜炎等）等。 

CA013 询问受访者目前有没有服药或者注射胰岛素治疗控制糖尿病。 

CA014 询问受访者目前有没有服药来缓解肿瘤所引起的疼痛、恶心等症状，或者有

没有接受一些治疗，比如化学疗法，手术、放射疗法等，也包括有意识的饮食疗法、中

医推拿等。 

CA015 询问受访者目前有没有服药控制由于中风引起的痉挛或者其他并发症，或者

是否正在接受其他物理或专业的治疗。 

CA016 询问受访者目前有没有服用一些具有镇静、反抑郁或者是催眠作用的药物来

治疗情绪方面的疾病，或者是否正接受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治疗。 

CA018 若受访者 CA010 选择了 4 癌症或恶性肿瘤（不包括轻度皮肤癌），问此题。

依次读出所有选项，若受访者所患癌症已痊愈，仍需记录。 

CA019 注意此题的答案需要满足题干的两个条件，也就是，既经历过事故或伤害，

又接受了医学治疗。 

CA020 此题询问事故或伤害的严重程度，是否对现在的日常活动造成影响。 

CA021 询问受访者在这两年内有没有摔倒。 

CA022 请受访者给出最准确的估计。 

CA023 询问受访者最近一次摔倒，了解伤害的严重程度：“严重到需要接受医学治

疗”，但并非一定接受了治疗。 

CA025 髋骨：由髂骨、坐及耻骨联合三部分构成，其部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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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27 询问受访者是否有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疾病如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

生的主要症状有排尿困难，轻者夜里起床小便次数增多，有尿不净或尿完后还有少量排

出的现象；严重者出现尿流变细，甚或排不出的现象；同时常伴有腰酸腰痛、四肢无力、

遗精等症状。 

CA028 询问受访者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疾病是在什么时候。 

CA029 询问受访者现在有没有以吃药或者其他方式治疗前列腺疾病。 

CA030 询问受访者平时是否戴眼镜（包括矫正视力镜片）。 

CA031 询问受访者看远处的东西怎么样，比如能不能隔着马路认出朋友(包括戴着

眼镜)。 

CA032 询问受访者看远处的东西怎么样，比如戴着眼镜能不能看报纸。请受访者按

照他对自己的视力状况考虑给出最准确的估计。 

CA033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做过白内障手术。 

白内障：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晶状体混浊，主要症状是视物不清。 

CA034 询问受访者是一只还是两只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 

CA035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被医务人员诊断过患有青光眼。青光眼：眼压异常升高，

因而视功能障碍，并伴有视网膜形态学变化的疾病。因瞳孔多少带有青绿色，故有此名。 

CA036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戴过助听器。 

CA037 询问受访者听力状况怎么样，如果受访者经常带助听器，那么询问带助听器

时听力怎么样。 

CA038 询问受访者是否戴假牙（包括活动假牙与固定假牙） 

CA039 询问受访者戴的是哪种假牙。活动假牙：在医学上称可摘义齿，患者可自由摘

戴。固定假牙：就是固定义齿，镶牙后粘固在患者口腔中，不需摘戴。 

CA040 询问受访者不戴假牙时咀嚼稍硬的食物（如肉或苹果）的能力怎么样。 

CA041 询问受访者戴假牙时咀嚼稍硬的食物（如肉或苹果）的能力怎么样。 

CA046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还没有问到的其他严重疾病或者身体不适。 

CA047 询问受访者疾病的名称。CA046 和 CA047 指自己认识到的疾病或身体不适，而

不仅仅是医务人员诊断的疾病。填写疾病名称时，尝试用受访者的病历或诊断证明书证实该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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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48 询问受访者的体重是多少斤。 

CA049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有没有增重 10 斤以上，或减轻 10 斤以上。怀孕除外。 

CA050 询问受访者 15 岁之前（包括 15 岁）身体状况整体而言怎么样。 

第二部分: 生活方式和健康相关行为 

该部分了解受访者的睡眠、运动、参加各类活动、吸烟、饮酒等情况。 

CA051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中平均每天睡着的时间大概有几个小时，请受访者根据

自己的情况做最准确的估计。如果某人夜间工作，白天休夜班睡觉，也应问该题。午休和瞌

睡不算。 

以下题目询问运动情况，特别注意这里对时间的限定条件。 

CA052 针对每种身体活动询问受访者通常每周有没有至少持续做十分钟。如果只是偶

尔做运动，哪怕超过 10 分钟，也不应记录。 

CA053 针对每种至少持续做十分钟的身体活动询问受访者通常每周做几天。 

CA054  CA055 CA056 针对每种身体活动询问受访者，在做这种活动的那些天里，一

天会花多少时间做这种活动。 

相关定义： 

激烈的活动：令人呼吸急促，比如搬运重物、挖地、耕作、体操、快速骑车、骑车载货

等。 

中等体力的活动：令人呼吸比平时快一些，比如搬运轻便的东西、常规速度骑自行车、

拖地、打太极拳、疾走。只要回忆您每次持续了至少十分钟的活动。 

走路：包括工作或者在家的时候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以及其他您为了休闲、运

动、锻炼或娱乐而散步。 

如果有其他问卷中未列明的体力活动，请根据对三类活动的定义归类。 

CA057 针对每种活动询问受访者上个月有没有做这项活动。 

CA058 读出题中所有活动，逐个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每隔多长时间做一次。 

CA059 询问受访者一般每天吃几顿饭。 

CA060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抽过烟(包括香烟、旱烟、用烟管吸烟，自卷烟或雪茄)。 

CA061 询问受访者一般抽什么烟。 

CA062 询问受访者现在吸烟还是已经戒烟了。 

CA063 询问受访者从多少岁开始完全戒烟的。 

CA064 询问受访者现在或者戒烟之前平均一天抽多少支烟。 

CA065 询问受访者抽的香烟多少钱一包。一包以 20 支计，如不足 20 支，应换算一

下。 

CA066 询问受访者从多少岁开始经常抽烟的。注意“经常”二字，即“有规律”，而不

是问多少岁开始抽烟的。 

CA067 询问受访者现在或者戒烟前一般睡醒后多久就开始抽烟。此题用以判断受访

者对烟的依赖程度。 

CA068 询问受访者现在喝酒吗，包括啤酒、葡萄酒、黄酒、米酒和白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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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69 询问受访者以前是否喝酒。 

CA070 询问受访者什么时候戒的酒。 

CA071 询问受访者什么时候开始饮酒的。 

CA072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内平均多久喝一次烈性酒，包括白酒、威士忌和其他酒。

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CA073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最后一次喝烈性酒，喝了多少两。（1 两=50 毫升）过去

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CA074 询问受访者喝啤酒的频率。 

CA075 询问受访者最后一次喝啤酒，喝了多少瓶。（1 瓶=2.5 杯，1 杯=220 毫升） 

CA076 询问受访者喝葡萄酒、米酒或黄酒的频率。 

CA077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里，最后一次喝葡萄酒、米酒或黄酒，喝了多少两。（一

两=50 毫升）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CA078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里，是否曾经在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酒，以平缓紧

张情绪或为了摆脱宿醉的烦恼。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受访日这段

时间。 

CA079 询问受访者的健康状况。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考虑给出最准确的估

计。 

CA001_a 询问受访者他觉得自己的健康情况怎么样。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考

虑给出最准确的估计。 

CA080 确定受访者的年龄分组。 

CA081 根据受访者的年龄分组请受访者估计他（她）自己活到相应年龄的可能性。共

有五个级别，最低一级“1”代表几乎不可能），“2”代表不太可能；“3”代表有可能；“4”

代表很可能；“5”代表简直一定 CAPI 自动根据受访者年龄选择相应问题。调查员应充分解

释题目的意思，以确保受访者真正理解。 

 

Cb 身体功能障碍以及辅助者 

该部分通过一系列问题详细了解受访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在不能自理时谁会帮助他。 

CB001－CB021 询问生活自理能力情况。注意，我们仅关注由于健康问题而引起的身体

功能障碍，同时，本部分所指的“困难”不包括那些预计三个月内能够解决的。  

CB000 您现在跑或慢跑 1 公里，有困难吗？ 

CB001 询问受访者现在走 1 公里，有没有困难。 

CB002 询问受访者走 100 米，有没有困难。对 100 米概念不清楚者，举例为其说明，

比如：从这里到那个池塘的距离。 

CB003 询问受访者在椅子上坐时间久了再站起来，有没有困难。 

CB004 询问受访者连续不停地爬几层楼，有没有困难。 

CB005 询问受访者弯腰、屈膝或者下蹲，有没有困难。 

CB006 询问受访者把手臂沿着肩向上伸展，有没有困难（两个手都没困难才算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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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否则算有困难） 

CB007 询问受访者提 10 斤重的东西，有没有困难。  

CB008 询问受访者从桌上拿起一小枚硬币，有没有困难吗。 

CB009 询问受访者自己穿衣服有没有困难。穿衣服包括从衣橱中拿出衣服，穿上衣服，

扣上钮扣，系紧腰带。 

CB010 询问受访者洗澡有没有困难。 

CB011 询问受访者能不能自己吃饭，比如自己夹菜 

询问受访者起床、下床有没有困难。 

CB012 询问受访者在房间走动有没有困难。您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协助您走动。 

CB012_1 请问您在房间走动时，使用手杖、轮椅等工具吗？ 

CB013 询问受访者上厕所有没有困难。上厕所包括使用马桶、下蹲、起来等动作。 

CB014 询问受访者大小便能不能自理。自己能够使用导尿管或者尿袋算能够自理。 

CB015 询问受访者做家务活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做家务指房屋清洁，洗碗盘，整理

桌子和房间摆设。访员注意：如果受访者不能拖地，但是可以擦洗桌子，或者受访者不

能整理重的被褥，但是可以整理一些轻便的，请选择(2)。   

CB016 询问受访者做饭有没有困难。做饭指准备原材料，做饭菜，端上餐桌。访员

注意：如果由于健康原因，受访者需要别人帮忙洗菜切菜，或者受访者只能自己煮米饭

但不能做菜，也就是说，由于健康原因受访者只能完成做饭的一些简单的动作，那么选

择（2）。如果不是由于健康等原因导致的不能做饭，而是由于受访者没学过做饭而不能

做饭，则不应视为“有困难”，而应选择“没有困难”。 

CB018 询问受访者自己购物有没有困难。关于购物，我们指的是决定买什么和付钱。 

CB019 询问受访者管钱有没有困难，比如支付账单、记录支出项目、管理财物 

CB020 询问受访者拨打电话有没有困难。家里没有电话则选“不适用” 

CB021 询问受访者自己吃药有没有困难。吃药是指能记得什么时间吃和吃多少 

CB022 询问受访者在各种困难中，谁帮助受访者最多。（在穿衣，洗澡，吃饭，起床，

入厕，控制大小便，家务，做饭，洗衣物，购物，管理钱物，打电话，吃药等困难中） 

CB023 针对 CB022 中选择的帮助者，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内，这个人帮助了他

（她）多少天。 

CB024 询问受访者在 [CB022中选择的帮助者] 帮助他／她的那些天，他／她大概每天

花多少小时提供帮助［少于一个小时请记为1］ 

CB025 询问受访者[CB022 中选择的帮助者]是否住在受访者家里。 

CB026 询问受访者是否要为 [CB022 中选择的帮助者] 提供的帮助付钱。 

    CB037 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内给这些帮助受访者的人总共大约付了多少钱。过

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CB038 询问受访者 CB037 中提到的这些钱谁出的最多。 

CB039 询问受访者如果以后他/她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比如在吃饭、穿衣方面），

有亲人（除了配偶以外）或朋友能长期照顾受访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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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40 询问受访者 CB039 中提到的那个人与受访者的关系。 

CB041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介于“从未”和大多数之间。（3）大多数：并

不是每题都求助。（4）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全部由代理人回答 CA 和 CB 部分。 

CB042 调查员如果知道代填问卷的人和受访者的关系，自行选择。如果不清楚，请问

代填者。根据“一般培训”部分对于亲属的定义进行选择。 

 

Cc 认知 

 该部分对受访者的一般常识、计算、记忆能力和抑郁状况进行简单测试。注意，这些

题目不能由别人代答或提醒。同时，这些问题必须逐一提问，不能因为受访者神志非常

清醒等原因而省略某些题目。 

CC001 询问受访者受访当日的日期。如果受访者是老人，并按农历来回答，而且如

果日期对应的阳历是准确的，那么访问员可以按日历转换来检查其准确性。因此，访问

员首先要清楚当天的阳历和阴历日期。如果受访者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但知道今年是

什么生肖，也视作“年回答正确”。如果受访者用了很长时间也回答不出，则视为“不

知道”。同时，该题可以允许受访者翻看日历，但访问员不应提示其翻看日历。 

CC002 询问受访者受访当日是星期几。 

CC003 询问受访者受访当日处于什么季节。 

CC004 询问受访者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怎么样。 

CC005 询问受访者是否明白前面的解释，是否需要再进一步解释。 

CC006 慢慢读出所选择的那组的词汇，词与词之间间隔 2 秒。注意，如果受访者听不

懂普通话，则需要调查员用方言读。 

CC007 给受访者 2 分钟时间回忆，选出受访者回忆出来的选项中有的词汇 

CC008 /CC026 记录做到这道题时的时间。请告知受访者尽量记住刚才念给他/她听的

词，一会还将请受访者回忆它们，如果受访者没回忆出任何一个词汇，请再读一遍，直

到读第 3 遍。如果受访者回忆不出这些词汇，请告诉他们没关系，以便让他们放松。这

两个时间记录可以表明受访者两次回忆 10 个相同词汇的时间间隔。需注意的是，在回

答 CC005-CC026 题时，尽量避免中途停止访问（比如受访者中途用餐），以免使两次

回忆这些词汇的时间间隔过长。 

 

CC009-CC018 是一套用于测量抑郁的量表。询问这些问题时，需要访问员做好充分

解释，并保持足够的耐心。 

CC009 询问受访者是否有些事情通常不会让受访者烦，但上周让受访者很烦。 

CC010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觉得很难集中精力做事。 

CC011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感觉到抑郁。抑郁可解释为情绪低落，沮丧。 

CC012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觉得做什么都很费劲。 

CC013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觉得对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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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014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感觉到害怕。 

CC015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觉得睡得不安宁。 

CC016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感觉很愉快。 

CC017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感觉到孤独。 

CC018 询问受访者上周有没有觉得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 

CC019 － CC023 询问受访者 100 减去 7、再减去 7 等于多少。尽力说服受访者作答。

正确地记录受访者回答的数字。如果受访者答不出，则选“不知道”选项。此题应注意给予

受访者一定的计算时间，避免各问题之间间隔太短。 

CC024 记录受访者在回答这些算术题时，有没有使用纸、笔或其他辅助工具。 

CC025 请受访者在纸上把他/她看到的图片画出来。“画出了图片”指能够正确画出或

大致正确画出五角星，但并不要求与原图完全一样。“不能画出”指虽然画了但不是五角星

（如圆形或其它形状），或者根本画不出。 

CC026 记录做到这道题时的时间 

CC027 请受访者再次回忆 CC006 所读的词汇，选出受访者回忆出来的选项中有的词汇。 

 

Cd 情景题 

受访者对健康状况问题的回答主观性较强，不同性格的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价是不一

样的，如乐观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很健康，而悲观的人则相反。设置情景题的目的，就是为

了纠正这一现象，得到受访者比较客观的健康状况。其做法是，首先在问卷中假定几个人的

健康状况，并进行简单描述，然后请受访者对假定的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不同的受访

者其评价自然不同；以此差别为基础，可以对受访者的健康自评进行调整。在该部分，首先

受访者需要回答关于自己的疼痛、睡眠、行动、记忆、呼吸、情绪等 6 方面总体状况的问题，

让他先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概念，树立一个比照对象，然后回答关于假想他人的某 2 方面状况

的详细问题。该部分由 CAPI 自动选择在一半样本家庭中询问。 

 

CD001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身体有没有觉得疼痛。并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情

况尽量准确的估计疼痛的程度。 

CD002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睡眠有没有困难（比如夜里睡不着或过早地醒）。

并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准确的估计程度。 

CD003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不借助外界帮助，走路有没有困难。并请受访者

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准确的估计困难程度。 

CD004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集中注意力或记忆事物方面有没有困难。并请受

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准确的估计困难程度。 

CD005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有没有喘不过来气的问题。并请受访者根据自己

的情况尽量准确的估计程度。 

CD006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有没有感觉到悲伤、低沉或郁闷。并请受访者根

据自己的情况尽量准确的估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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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007－CD024 ：需要向受访者充分解释：首先，这只是一种假设情形；其次，这种

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又的确会存在。因此，回答该部分问题需要受访者真正进入假设情景。第

三，假设中的这个人的性别也是 CAPI 随机选定的，一旦选定，则在这一户里会用同样性别

的名字。 

CD007 假设张军／王红每月都有一次头痛，吃药之后会有所缓解。头痛时，他／她能

继续做日常工作。请受访者回答在过去一个月内，张军／王红身体有没有疼痛，程度如何。 

CD008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周伟／李丽白天在电脑前工作时，他／她右边的胳膊和

手腕都会庝，晚上在家不用打电脑时，疼痛会略微减轻。请受访者回答周伟／李丽身体有没

有疼痛，程度如何。 

CD009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赵亮／张燕的膝盖、肘部、腰部和手指都有疼痛，而且

庝个不停。他吃药以后会减轻，但走路、拎东西和举东西仍然吃力。请受访者回答赵亮／张

燕身体有没有疼痛，程度如何。 

CD010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赵勇／王花晚上睡觉时很快就能入睡，但每个星期都会

有两天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请受访者回答赵勇／王花的睡眠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1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李刚／李红每天晚上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入睡。夜里会惊

醒一两次，心里感到惊慌，然后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再次入睡。请受访者回答李刚／李红的睡

眠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2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王强／徐琳夜里几乎每小时都醒来一次。夜里醒来后，

再次入睡要花 15 分钟。早上起床时，他／她会感到没有休息好。请受访者回答王强／徐琳

的睡眠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3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罗海／洪梅走 200 米的路毫无困难。但走完一公里或爬

完几层楼后，会感到累。他／她的日常活动没有问题，比如从市场上买完菜拎回家。请受访

者回答罗海／洪梅在走路方面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4 假设陈实／陈红从不锻炼身体。因为身体肥胖，他／她不能爬楼梯或做其他的

体力活动。但是能去市场上买回少量菜，也能做一些轻松的家务。请受访者回答在过去一个

月内，陈实／陈红在走路方面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5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李斌／张兰因为健康原因，腿肿得很厉害。因为感到腿

沉重，所以在家走动都很费劲。请受访者回答李斌／张兰在走路方面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6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张良／刘佳在看电视、阅读杂志、打牌或下棋时都能集

中注意力。但是每周都有一次会忘记把钥匙或眼镜放在哪里，但每次都能在 5 分钟之内找到。

请受访者回答张亮／刘佳在集中注意力或记忆东西方面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7 假设刘军／宋丽喜欢照着菜谱学做新菜，但做菜时经常做错。他/她经常要回去

再读好几遍才能学会这个菜的做法。请受访者回答在过去一个月内，刘军／宋丽在集中注意

力或记忆东西方面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8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李伟／杨文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每次不超过 15 分钟，别人

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很难专心去听。每次他／她要做一件事的时候，都做不完，常常忘记自己

要做的是什么，不过当他/她认识新的人的时候，能记住人家的名字。请受访者回答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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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在集中注意力或记忆东西方面有没有困难，程度如何。 

CD019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周洋／黄蓉慢慢地走路没有问题，但上坡走 20 米或爬一

层楼时，就喘不过来气。请受访者回答他／她在过去一个月内，有没有喘不过来气的问题，

程度如何。 

CD020 假设彭来／孙悦每年都会得一次呼吸道传染病。他／她每周都会有三、四次喘

不上气。在过去一个月内，他／她因为严重咳嗽不得不两次住进医院接受抗生素治疗。请受

访者回答在过去一个月内，他／她在过去一个月内，有没有喘不过来气的问题，程度如何。 

CD021 假设何明／章芳抽很多烟，已经抽了 30 年了。在过去一个月内，每天早上醒来

都会咳嗽。即使休息的时候也会经常喘不过来气，因此他不再出门，还经常需要吸氧气。请

受访者回答他／她在过去一个月内，有没有喘不过来气的问题，程度如何。 

CD022 假设王栋／唐静喜欢她的工作，也有不少朋友，一般来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

意。但是每隔三个星期，他／她就会有一两天感到郁闷，对他／她平时喜欢的事物丧失兴趣。

这种情况并不妨碍他／她继续做日常活动。请受访者回答在过去一个月内，他／她有没有感

觉到悲伤、消沉或抑郁，程度如何。 

CD023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李峰／张艳感到紧张和焦虑，对未来很悲观。但是，当

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做一些真正令他／她感兴趣的事情时，心情会好一些。而当他一

个人呆着的时候，他会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很空虚。请受访者回答在过去一个月内，他／她

有没有感觉到悲伤、消沉或抑郁，程度如何。 

CD024 假设在过去一个月内，郑波／吴娜在大多数时候都会感到抑郁。他／她经常哭，

并对未来没有希望，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的负担，而死是他／她最好的选择。请受访者回

答在过去一个月内，他／她有没有感觉到悲伤、消沉或抑郁，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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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医疗保健与保险 

D001 请受访者回答目前参加了哪几种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依法对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权利

给予保障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性地由国家、单位和个人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建立基本医疗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分别

有各自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该保险的支付实行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起付标准原则

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１０％左右，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

资的４倍左右。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从个人账户中支付或由个人自付。起付标准以上、

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主要从统筹基金中支付，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2007 年 7 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 79 个城市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试点。参保范围：城镇非从业居民，包括：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

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对试点城市的参保居民，政府

每年按不低于人均 40 元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从 2007 年起每年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

中西部地区按人均 20 元给予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

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

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

助的方式筹集资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 2003 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 2010

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中央财政每年对西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均

补助 40 元，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资助人均最低 40 元，农民个人缴费最

低 20 元，主要补助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 

公费医疗保险  是国家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而实行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是根

据 1952 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

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其享受对象主要是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

以及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二等乙级以上革

命伤残军人以及在校大学生等。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因此，这项制度实质上是国家或

政府保险型的保险制度。 

医疗救助 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依靠社会力量建立的旨在向困难群体提供某些或全部基

本医疗服务的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提供社会医疗救助金，给救助对象以经济补偿；

二是给医疗机构一定的经济补贴，使后者直接减免救助对象的部分医疗费；三是由社会医疗

救助机构举办专门医疗机构，免费为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在实施救助

时，应遵循满足基本医疗需求、限定困难群体、紧急病症优先和加入社会医疗救助活动者及

其家属优先享受等原则。在经济条件好、财政负担能力强的地区，要逐步建立主要由政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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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持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 

商业医疗保险 是相对于社会保险而言的。商业医疗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以营利

为目的，企业或职工自愿参加。商业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建

立保险基金，对于合同约定的发生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

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一种合同行为。企业为职工购

买的商业医疗保险是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一种形式。 

其他保险：如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和《生育保险》 

 

D002 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而言的一个概念。由于国家

的基本医疗保险只能满足参保人的基本医疗需求，超过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之外的医疗需求可

以通过补充医疗保险予以补充。补充医疗保险有以下几种方式：1、企业补充医疗保险；2、

大额补充医疗保险；3、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是企业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

基础上，国家给予政策鼓励，由企业自主举办或参加的一种补充性医疗保险形式。参加企业

补充医疗保险的条件是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有能

力主办或参加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形式有：(1)商业医疗保险机构

举办；(2)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经办；(3)大集团、大企业自办。企业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医疗保

险费，按国家规定的列支渠道列支：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 4%以内的部分列入成

本；超出 4%的部分由企业税后利润负担。大额补充医疗保险，也叫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是

指在居民医保统筹基金之外，由单位和参保居民按规定缴费，由医保经办机构作为投保人，

集体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居民医保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由商业保险公司按

规定赔付的医疗费用。目前新型合作医疗也有大额补充医疗保险方案。公务员医疗补助是指

国家为了保障公务员的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而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障。医疗补助经费由同级财

政列入当年财政预算，主要用于解决国家公务员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的大额医疗费用和个

人账户用完后个人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用。 

 

D003 针对 D001 中受访者选择的每种保险请受访者分别回答是通过什么机构办理的。 

居委会/村委会：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单位： 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社保经办机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商业保险公司：商业医疗保险 

 

D004 针对 D001 中受访者选择的每种保险请受访者分别回答每年自己交多少保险费。 

D005 针对 D001 中受访者选择的每种保险请受访者分别回答是什么时间参加的。 用 4

位数表示年，按照实际的月份填写月。例：1 月写作“1”，而不是“01”,12 月写作“12”。

如果记不住月份，请填入 0’。 

D006 请受访者回答不参加任何保险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支付不起保险费、不需要、

不知道该去哪办、不相信健康保险机构、没有合适的保险项目、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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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他原因请在其他原因中注明。 

D007 请受访者回答以前是否参加过医疗保险。 

D008 请受访者回答以前参加过哪几种医疗保险。保险解释见 D001 

D009 针对 D001 中受访者选择的每种保险请受访者分别回答是什么时候退出这种保险

的。用 4 位数表示年，按照实际的月份填写月。例：1 月写作“1”，而不是“01”,12 月写

作“12”。如果记不住月份，请填入 0’。 

DC001 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如受访日是 7 月

20 日，往前推 30 天，即 6 月 21 日至 7 月 20 日之间这段时间  

DC002 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询问受访者过去

一个月里有没有生过病。 

DC003 请受访者回答没有去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病情不严重，不需要看医生、

没有钱看病、没有时间看病、去医院交通不方便、医院服务态度不好、认为看医生没有

用和其他等。 

DC004 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医疗机构包括综

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卫生服务站、私人诊所

和其他等。 

综合医院：指提供内、外、妇、儿等综合服务的医院； 

专科医院：指仅提供某项专科服务的医院，如妇幼保健、口腔、心脏病、肿瘤等，中医

院除外； 

中医院：指以中医治疗为主的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为城市社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医疗、

康复等服务的综合性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乡镇卫生院：是为农村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医疗、康复等服

务的综合性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有的农村乡镇卫生院已更名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服务站：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方便覆盖的区域，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补

充。功能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私人诊所：指城市和农村个体开业的医生。有的地方农村私人诊所（村医）承担卫

生服务站的工作。 

DC007 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询问受访者到

DC004 中回答的每种医疗机构看病的次数，包括首诊及复诊。 

DC008_1~DC008_2 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您

过去一个月去看病的总费用大概是多少? 总费用指过去一个月内去该医院门诊治疗的所

有费用，包括挂号、检查化验、治疗和药费等。自付部分是总费用中除去保险报销部分由自

己支付的费用，自付部分应小于等于总费用，否则系统会报错。 

DC009 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了解最近一次就

诊医院。 

DC010 同 D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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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011 同 DC006 

DC012 询问受访者这家医疗机构的名称。不能选择“不知道”或“拒绝回答”，如果不

知道，填“不知名”。 

DC013 询问受访者从受访者家到这家医疗机构有多少公里。 

DC014 请受访者估计上一次从家里到这家医疗机构单程所花费的时间（小时或分钟），

并回答出行的方式，有步行、汽车、自行车或其他人力车和电动自行车等。 

DC015 请受访者回答上一次从家里到这家医疗机构单程用于交通方面的费用。若有燃

料、电力方面的花费请估计费用。 

DC016 请记录这家医疗机构的详细地址。 

DC017 您上次去这家医疗机构的目的是什么？(可多选) 

计划免疫：是根据传染病的发生情况(即疫情)和人群免疫水平的调查,将各类预防制品

如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按照科学的免疫程序,合理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接种,提高人群

的免疫力,达到控制和消除某些传染病的目的。 

咨询：询问健康、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相关知识。 

体检：体格检查的省称，体检就是在空腹的前提下,做心电图、胸部透视、B 超（肝胆

胰脾双肾前列腺或子宫附件）、抽血化验肝肾功能、血脂分析、乙肝两对半、血常规、甲胎

蛋白、癌胚抗原......等项目,以及尿常规和内、外、五官、眼科等，当然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再选做其它项目。 

看病：就自身疾病进行诊断、检查和治疗。 

DC018 询问受访者患了哪种疾病。疾病必须是经过职业医生明确诊断过的疾病。 

DC019 询问受访者这次去看病是第一次就诊还是复诊。 

DC020 询问受访者这次看病是不是属于医务人员上门服务。 

DC021 您这次去看病接受了以下哪种治疗？(可多选) 

体检或咨询：同 DC017 

注射：借助注射器一类的医疗器械将液体或气体注入人体，以达到诊断、治疗或预防疾

病的目的，如肌肉注射、皮下注射和静脉注射。 

化验：用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检验物质的成分和性质。 检查各种标本,以提供诊断数据 

手术：为医治或诊断疾病，以刀、剪、针等器械在人体局部进行的操作。是外科的主要

治疗方式。 

X-光、CT、B 超、核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利用各类物理因子的穿透性和人体不同组织

密度比色度形成的影像来帮助识别病变性质，提高正确诊断率，对判定治疗方案、选择手术

途径、评估治疗效果等均起着重要作用。除普通 X 线检查外，还有各种造影检查，电子计算

机断层 X 线扫描（CT）、核磁共振成像（MRI）、B型超声及放射性核素骨扫描等。。 

用药、购药：直接从医院接受药物治疗或凭医生处方购买任何药品，包括口服或吸入、

外敷药物。 

输液：是由静脉滴注输入体内的大剂量(一次给药在 100ml 以上)注射液。通常包装在玻

璃或塑料的输液瓶或袋中，不含防腐剂或抑菌剂。使用时通过输液器调整滴速，持续而稳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4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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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入静脉，以补充体液、电解质或提供营养物质。 

传统治疗：即中医。包括按摩、中药、针灸、刮痧、拔罐等。 

如果以上均不是选其他。 

DC022 询问受访者最近的这次就诊在医疗机构排队等候了多长时间。被调查者应该只

考虑从他刚进入卫生保健机构，以寻求服务开始计算(在医院可从排队挂号开始)，到得到服

务前的这一段时间。 

DC023 询问受访者这次就诊一共花了多少钱。指本次在医疗机构的医药花费，包括挂

号费、检查费、化验费、治疗费、药费等。 

DC024 询问受访者这次就诊的所有费用中有多少是自己付（除保险报销外）的。答案

应该小于等于 DC023 的答案，否则系统会报错。 

DC025 询问受访者这次就诊除去诊疗费以外花费了多少药费。包括自己支付和保险报

销的。 

DC026 询问受访者这次就诊药费自己支付（除保险报销外）花了多少钱。 

DC027 询问受访者这次就诊的费用（包含诊疗费和药费在内）使用了哪种医疗保险报

销。可多选。报销：把领用款项或收支账目开列清单，报请上级核销。 

DC028 询问受访者这次就诊有没有给医生送红包。红包：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

这里指一种贿赂的形式，与过节时图吉利派发的红包不同。 

 

DC030 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DC031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是否有应该住院没有住院的情况。应该住院是指经职业医

生诊断应该住院。 

DC032 询问受访者没有去住院的原因。包括没有钱、不愿意住院、医院医疗条件差、

觉得问题很严重和其他选项。 

DC033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的住院次数。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

受访日这段时间。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内住过几次院。 

DC034_1~DC034_2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住院的总费用以及自付部分。住院的总费用

只包括付给医院的费用，比如床位费、检查化验费、诊疗费、药费、护理费等，但不包

括陪护的工资、自己或家人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

月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DC035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内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哪种类型的医院。住院类型见 DC004。

过去一年：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12 个月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DC036 询问受访者这里提到的医院是不是 DC012 问题中提到的 

DC037 询问受访者这家医疗机构的性质，同 DC005、DC010 

DC038 询问受访者这家医疗机构的级别，同 DC006、DC011 

DC039 询问受访者这家医疗机构的名称。同 DC012 

DC040 询问受访者从受访者家到这家医疗机构有多少公里。同 DC013 

DC041 请受访者估计上一次从家里到这家医疗机构单程所花费的时间，并回答出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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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同 DC014 

DC042 请受访者回答上一次从家里到这家医疗机构单程用于交通方面的费用。若有燃

料、电力方面的花费请估计费用。同 DC015 

DC043 请记录这家医疗机构的详细地址。同 DC016 

DC044 询问受访者在这家医疗机构的住院天数。 

DC044a 询问受访者是哪一天开始住院的。年月日填写规则：用 4 位数表示年，按照

实际的月份填写月。例：1 月写作“1”，而不是“01”,12 月写作“12”。如果记不住

月份和日期，请填入 0’。 

DC044b 询问受访者是哪一天出院的。如果仍在住院选择仍然在住院。年月日填写规则：

同上题。 

DC045 询问受访者住院的原因，只能选择一个选项。包括生病、意外和其他。 

DC046 询问受访者是患了哪种疾病而住的院。疾病必须经职业医生诊断。 

DC047 询问受访者住院期间治疗类型（可多选）同 DC017 

体检和咨询：同 DC017 

注射：同 DC021 

化验：同 DC021 

手术：同 DC021 

X-光、CT、B 超、核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同 DC021 

用药、购药：同 DC021 

输液：同 DC021 

传统治疗：同 DC021 

分娩：指自然分娩和剖腹产。 

如果以上均不是选其他。 

DC048 询问受访者是在哪种情况下出的院。包括： 

病完全好了，医生同意出院 

病没有完全好，医生建议出院 

病没有完全好，自己要求出院 

其他原因 

DC049 询问受访者要求提前出院的原因。包括久病不愈、经济困难、没有床位、医

院医疗条件所限、医护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和其他原因。 

DC050 询问这次住院的总费用。只包括付给医院的费用，不包括陪护的工资、自己

或家人的交通费和住宿费，但包括医院病房费。（参见 DC034_1~DC034_2） 

DC051 询问受访者这次住院自己花了（将要花）多少钱 

DC052 询问受访者这次住院一共花了多少药费 

DC053 询问受访者这次住院自己花了（除保险报销外）多少药费 

DC054 询问受访者使用了哪些保险进行报销。报销：把领用款项或收支账目开列清单，报

请上级核销。同 DC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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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055 询问受访者这次住院有没有给医生送红包。同 DC028 

DC057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有没有进行自我治疗（不包括凭处方取药）。过去一个月：

是指从被访日起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自我医疗：指未去医疗卫生单位就诊治疗，但采取了自服药物或一些辅助疗法如推拿按

摩等。 

DC058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自己治疗大概花多少钱。过去一个月：是指从被访日起

往前推 30 天到受访日这段时间。 

DC059 询问受访者自己支付了（除保险报销外）多少钱。 

DC060 询问受访者使用了哪些保险进行报销。同 DC027、DC0054 

DC061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大于 10 次，但不

是每题都求助。（4）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 

DC062. 调查员如果知道代填问卷的人和受访者的关系，自行选择。如果不清楚，请问

代填者。 

    （1）配偶：指受访者的妻子或丈夫。（2）母亲：指受访者的妈妈，可以是亲生母亲、

养母或继母。（3）父亲：指受访者的爸爸，可以是亲生父亲、养父或继父。（4）岳母/婆婆：

受访者配偶的母亲。（5）岳父/公公：受访者配偶的父亲。（6）兄弟姐妹：受访者生于同一

父母的亲兄弟姐妹。（7）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受访者的亲兄弟姐妹的配偶。（8）孩子：受

访者的孩子，包括领养的。（9）孩子的配偶：受访者的孩子的妻子或丈夫。（10）孙子女：

指受访者的孙子女，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媳婿和外孙媳婿。（11）其他亲戚：包括姑、

叔、表亲等其他亲属。（12）帮忙的人或者其他非亲属：除以上 11 项以外的人，包括邻居、

同事、同学、保姆等非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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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工作、退休和养老金 

（默认询问去年的情况） 

（年月填写规则：用 4 位数表示年，按照实际的月份填写月。例：1 月写作“1”，而不

是“01”,12 月写作“12”。如果记不住月份，请填入’0’。） 

 

Ea  就业状况 

EP001. 本题询问过去一年是否从事 10 天以上的农业方面的工作。农业工作是指受访

者的主要工作是农业生产。农业方面的工作包括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 

EP002. 工作是指为获得经济报酬而从事的劳动活动。主要包括为挣得工资而从事的劳

动活动，以及个体或私营经济活动。注意，此处将为家人或亲戚帮工，虽然不拿工资但

是每周干活达到 18 小时以上的劳动活动，也定义为工作。家务劳动不算做工作。 

EP003. 是问受访者是不是有工作但目前正在放假、休病假，或者处于其他假期中。正

常休息日、倒班等不算假期。 

EP004. 询问受访者开始休假的时间，休假指放假、休病假或者其他的假期。 

EP005. 询问受访者在休假后，能否在确定的时间或者 6 个月以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

位。 

EP006. 询问正在休假的，并且不能回到原工作岗位的受访者，原工作单位是否还继续

给他发工资。 

EP007. 询问现在没有工作的受访者，是否曾经工作过几个月的时间。这里“工作”的

含义同 EP002。“几个月”可以理解为三个月。 

EP008. 对没有工作过的受访者，询问是否全职在家操持家务。 

EP009. 询问开始全职在家操持家务的时间。 

 

Eb 工作史 

EP010. 询问受访者开始工作的时间。可以填入开始工作的年龄或者年份；年份用 4 位

数表示。年龄的范围是 1-120，年份的范围是 1900-2008。 

EP011. 询问受访者是否因为家庭、健康、上学等原因中断过工作，中断时间要持续 1

年以上。退休后不工作，或者目前失业的时间不算。 

EP012. 询问受访者中断工作的时间。要求填入一共中断几年几月。如果刚好是整年，

月份处填 0 。注意，那些单次没有超过 1 年的中断，不计算在总中断时间内。 

EP013. 填入受访者中断工作时间的起始年月。 

EP014. 询问受访者中断工作的原因。请读出选项，如果受访者有其他的原因，请选择

其他，并具体说明。 

EP015. 询问受访者是否办理了退休手续，包括提前退休和内退。正式退休是指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劳动者因年老而退出工作岗位。我国对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男职工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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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劳动者办理退休，需要连续工龄

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提前退休包括以下情况：（1）从事井下、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

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

十年的。（2）男年满五十周岁，妇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二年，由医院证明，

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3）因工致残，由医生证明，并经

劳动鉴定委员会确定，完全丧失劳动能。所谓内退，是指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 5 年或工龄已满 30 年、实现再就业有困难的下岗职工，实行企业内退养，

由企业发给基本生活费，并按规定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

退休手续。 

 

Ec  当前、主要工作 

EP016 到 EP133 询问当前从事工作的受访者 

EP016.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从事种植业及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的生产活动各有几个

月。[1..12] 

EP017. 询问受访者，在从事种植业及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的月份里，一般每周做几天。

［1..7］ 

EP018. 询问受访者，在从事种植业及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的日子里，一般每天要干几个

小时。[1..24] 

EP019. 询问受访者，因健康原因不能干活的天数。如果不是因健康原因不能干活，请

注明“0”。 

EP020. 询问从事农业的受访者上周是否从事非农个体经营、私营活动，或者为别人打

工至少工作了一个小时。上个月，指被访日向前推 30 天到被访日的这段时间。 

EP021. 询问从事农业的受访者否有非农工作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私营活动，但是目前

正暂时放假、由于生病或者季节原因休假、歇业或者处于其他假期中。 

EP022. 询问从事农业的，且有非农工作的受访者开始休假/歇业的年月。 

EP023. 询问从事农业的且有非农工作的受访者在休假后，能否在确定的时间或者 6 个

月以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EP024. 询问受访者是否有两份（及以上）的工作。只包括有酬劳的工作，没有工资的

比如志愿者之类的工作不包括在内。 

EP025. 询问受访者的当前主要工作。主要工作是指，如果同时有几份工作，工作时间

所占比例最大的那份工作。询问是挣工资，还是从事个体或者私营经济活动。 

 

1、受雇 

EP026 到 EP098 询问当前工作的，并且是受雇（挣工资）的受访者 

EP070. 询问受访者的工资是从工作单位直接拿到还是要通过某个派遣单位拿。工作单

位是指受访者当前从事劳动的单位，派遣单位是指劳动者签订合同，或者人事所在的单

位，比如劳务输出公司。对于从派遣单位拿工资的（即派遣工人）受访者，请区分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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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位的一些问题，是针对工作单位还是派遣单位。 

EP026. 询问受访者的工作单位的类型。请读出所有选项：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企业、

非营利机构（如社团、协会、学会等）、个体户、农户，还是居民户。如果受访者是在

其他类型的单位工作，请选择其他并标明工作单位的类型。 

政府机构：是指各级政府机构、武装力量，行政管理部门下属的监督检查机构（不包括

不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下属机构如研究所、后勤服务中心、出版社、协会等）；事业单

位：包括经国家机构编制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各类事业单位；非营利、

非政府机构：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

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如社团、协会、学会等）；

企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从而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

在商品经济范畴，作为组织单元的多种模式之一，按照一定的组织规律，有机构成的经

济实体，一般以赢利为目的，以实现投资人、客户、员工、社会大众的利益最大化为使

命，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换取收入。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长壮

大；个体户：指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生产

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主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支配。个体户

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个体户不用于私营企业，它以家

庭成员提供劳动为主，雇工一般应少于 8 人。农户：是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户；居民户：

指户口是城镇居民的常住户。 

EP027. 询问受访者的工作单位或者雇主的名称。请填写工作单位或者雇主的全称。如

果雇主是家庭，请写户主的姓名。 

EP028. 询问受访者的工作单位的地点。“县/市”参见 A005。 

EP029. 询问受访者单位的工作类型，即主要制造什么产品或者从事什么活动。 

EP030. 对于政府雇员，询问受访者是不是公务员。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

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EP030_1. 对于政府雇员，询问是否正式编制内的员工。 

EP031. 对于事业单位，询问受访者的单位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 

EP032. 对于企业，询问受访者单位的所有制类型：（1）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

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

组织。（2）国有控股企业，指国家控股 50%及以上的企业。（3）集体所有制企业，指资产

全部归集体所有的企业。包括城乡所有使用集体投资举办的企业，以及部分个人通过集

资自愿放弃所有权并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4）集体控

股企业，指集体控股 50%及以上的企业。（5）私营/个体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

由自然人控股的经济组织；（6）私人控股企业，指私人控股 50%及以上的企业。（7）

外商独资，全部由外商投资的企业；（8）中外合资；（9）其他联营企业；（10）其他

（请标明），如果是其他所有制类型，请选择其他并标明。 

只有企业和比照企业运行的事业单位，才问工作单位的员工数目（EP033~EP036）。 

EP033. 询问受访者所在的工作场所有多少员工，不包括分支机构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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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4. 如果受访者没有回答 EP033，请提问本题，选择一个最接近的范围。 

EP035. 询问受访者的工作单位，是否有一个以上的工作地点。一个以上的工作地点是

指总部、分支机构和工厂等。 

EP036. 询问被访工作单位所有的员工人数，包括总部、分支机构和工厂等。 

EP037. 询问受访者开始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间。 

EP038. 询问受访者在这个单位中，具体从事的工作类型。请尽可能详细的说明。 

EP039. 询问受访者的职务。请读出每个选项。 

EP039_1. 询问受访者的专业/技术职称。请读出每个选项，如果没有职称请选择“无职

称”这一项。 

EP041. 如果受访者的职务是雇员（工人）或其他，询问是否管理别人。 

EP042. 询问受访者管理的人的数目，选择一个范围。 

EP043. 对于不是政府官员的受访者（EP039=3-5，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局级干部及

以上），询问受访者目前的受雇类型。正式员工：与雇主签订没有固定期工作年限合同

或预设合同期超过１年了。合同制员工：与雇主签订合同，合同期超过（包含）一年。

临时工：员工的雇佣合约超过一个月但不足一年，或是尽管没有预设合同期，但工作在

１年内全部完成（请注意：虽然员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或希望继续长期

工作下去，但因签的为１年以内的合同，仍属于临时工）日工／钟点工：员工的合同期

在一个月以内，或未签劳动合同，以日或者小时计薪，或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按照

完成的工作付薪。 

EP044. 对于不是政府官员的受访者，询问受访者是否有人事档案。 

EP045. 对于不是政府官员，而且有人事档案的受访者，询问人事档案存放的地点。请

读出选项。如果是在其他城市，请填入具体的城市名称 

EP046.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与当前的单位签了劳动合同 

EP047. 询问签了劳动合同的受访者，工作合同的期限是多长。如果是无固定期限的劳

动合同，请选择（２）；如果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请选择（3）。 

EP048. 对于不是签了无固定期限工作合同的受访者，询问当前的劳动合同是不是续签

的。续签指得是当前的合同不是第一份合同。 

EP049. 对于续签过劳动合同的受访者，询问当前的劳动合同是第几次续签。 

EP050. 询问受访者还会在现在的单位干多久。主观意愿题。 

EP051. 对于认为在现在单位继续做下去不超过２年的受访者，询问他这么认为的原

因。请读出选项，如果有其他的原因，请具体标明。 

EP052. 对于还没有退休的受访者，询问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否将给他办理退休手续。 

EP053. 询问受访者将在多少岁退休。 

EP054. 对于已经退休的受访者，询问受访者是不是在这个单位办的退休手续。 

EP056. 询问受访者今年可以享受多少天除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外的带薪假期。如果没有

带薪休期，请标明“0”。 

EP057. 询问受访者今年可以休几天的带薪病假。如果没有带薪病假，请标明“0”。如果



58 
 

有带薪病假，但不知道具体数字，请注明“996”，如果不清楚是否有带薪病假，请注明

“997”。 

EP058. 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健康的原因，在这个单位请假了多少天。如果

没有不在职的情况，请标明“0”。过去的一年指的是从受访者接受访问当天向前推 365

天，直到接受访问当天的那段时间。 

 

2、劳动力供给： 

EP059. 询问受访者在目前的工作单位上班时间是否固定。固定的上班时间指的是每年

在固定的月份上班，每周在固定的几天上班，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段上班。 

EP060. 询问固定上班时间的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您在目前的单位工作了几个月。

包括带薪休的年假和病假的工作时间。 

EP061. 询问固定上班时间的受访者，上周工作了几天。 

EP062. 询问固定上班时间的受访者，在上周工作的那几天，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工作

时间不包括午休时间，但包括加班时间（不管是否有报酬）。询问上班时间不固定的 

EP063. 询问上班时间不固定的受访者，过去一年工作了几个月。工作时间包括带薪休

假和休病假的时间。 

EP064. 询问上班时间不固定的受访者，一般每周工作几天。 

EP065. 询问上班时间不固定的受访者，一般每天工作多少时间。工作时间不包括午休

时间，但包括加班时间（不管是否有报酬）。 

 

3、工资问题 

EP071. 询问受访者工资的支付方式。询问时定期支付、按合同支付、按绩效支付还是

其他。如果是定期支付，要询问多久领一次工资，是指按年、月、周、日还是小时领取

工资。如果是选择其他，请标明。 

EP072. 询问领取年薪的受访者平均一年能从单位拿到多少钱（税后），包括奖金等各

种收入。 

EP073.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72，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EP074. 询问领取月薪的受访者一个月（最近一年来）平均能从单位拿到多少钱（税后），

包括奖金等各种收入。 

EP075.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74，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EP076. 询问领取周薪的受访者，把奖金等各种收入都算，一星期平均能从单位拿到多

少钱（税后）。 

EP077.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76，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EP078. 询问领取日薪的受访者，一般每天挣多少钱。 

EP079.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78，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EP080. 询问拿小时工资的受访者，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 

EP081.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80，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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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2. 询问按项目、绩效或其他方式拿工资的受访者，平均每月税后能拿到多少钱。 

EP083.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82，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EP083_1.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拿到的其他所有奖金（税后）有多少钱。这些奖金不和

薪酬一起按期支付，比如年终奖、其他不定期的奖金等。注意不要和 EP072~EP083 中

的奖金收入重复统计。 

EP083_2. 如果受访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回答 EP083_1，请让其选择一个最接近的区间。 

 

4、单位福利 

EP084.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下列的福利。可多选。请读出选项。如果您选择“没有”，您

不能再同时选择其他选项。 

EP085. 对于受访者在 EP084 中选择的每一种福利，询问每个月（近一年来）这种补

贴值多少钱。 

 

如果受访者没有退休，问：EP086-EP097。如果是公务员、政府机构的其他正式编制

的员工、或比照政府机构运行的事业单位的正式编制的员工，则不问这些问题。 

EP086. 询问受访者的雇主，是否给职工提供法定的社会保险福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可多选。如果您选择“没有”，您不能再同时选择

其他选项。 

这里的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是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

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

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这里的医疗保险，指的是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的一种保险。

职工因疾病、负伤、生育时，由社会或企业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或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

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 

工伤保险是指国家或社会为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性疾病的劳动者及家属

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EP087. 询问没有任何保险的受访者，单位为什么没有给他上社会保险（可多选）。 

EP088. 询问单位没有上保险，但是在其他地方上了保险的受访者，在哪里上的保险。 

EP089. 询问通过另一个单位上保险的受访者，为什么要通过另一个工作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费。如果选择其他，请注明。 

EP090. 询问通过另一个单位上保险的受访者，给他上保险的单位在哪个地方。 

EP091. 询问单位没有上保险，但是人才交流中心上了会保险的受访者，由谁出钱。 

EP092. 询问所有上了保险的受访者（不论通过哪种渠道），刚才他所告知的收入，是

否扣除了这些上交的保险金额。 

EP093. 询问所有上了保险的受访者（不论通过哪种渠道），缴纳社会保险费时是根据

多少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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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4. 询问所有上了保险的受访者（不论通过哪种渠道），直到他或者他的雇主（或

者是另一个工作单位，如果是通过另一个单位交的）给他缴纳了多少社会保险。 

EP095. 询问知道他的雇主给他缴了多少社会保险的受访者，他的雇主每月给他缴多少

社会保险。 

EP096. 询问知道他自己缴了多少社会保险的受访者，他个人（自己负担的）每个月缴

纳了多少社会保险。 

EP097. 询问受访者雇主是否提供住房公积金。如果雇主提供住房公积金，请受访者提

供数额。 

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

制化的主要形式。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国家法律规定的重要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

制性、互助性、保障性。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依法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务。职工个

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以及单位为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实行专户存储，归职工个人所有。 

这里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EP098. 询问受访者计划在多大年龄时停止工作，即停止从事一切以挣钱为目的的活

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比消遣性工作更劳累的工作。 

 

5、 非农自雇 

EP099 到 EP129 询问当前工作的，并且是非农自雇的受访者 

 

EP099.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工作几个月。 

EP100. 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一般每周工作几天。 

EP101. 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一般每周工作多少个小时。工作时间不包括午餐和其

它休息时间，但是包括加班时间，不管是否有报酬。 

EP106.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中，由于健康原因休息了多少天。 

EP107. 询问受访者，他的企业或者生意的名称。如果在几个企业工作或者做了多项生

意，问主要工作的企业或者主要从事的生意。如果没有名称，请标明“0”。 

EP108. 询问受访者，他的公司/生意的地址是什么。如果没有具体地址，请注明“0”。 

EP109. 询问受访者，主要做什么生意，即生产什么产品或者从事什么经营活动。请填

写营业类型。 

EP110. 询问受访者，他平时雇有多少员工。不包括只在繁忙季节临时雇的人。 

EP111.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10，询问受访者单位员工的数量属于哪个区间。 

EP112. 询问受访者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企业/这项生意。 

EP114. 询问受访者是否还有其他家人也从事同样的个体或者私营经济活动。如果受访

者是自己一个人开公司、做生意等，那么接下来问收入；如果还有其他家人一起做事，

那么跳至 EP118, 在家庭问卷中问收入。 

EP115. 询问受访者能否精确估计一下去年他开公司/做生意挣了多少钱，不包括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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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上的投入。指的是刨除能源、住房和设备租用费、原材料、交通费、营销、工资、

税收和杂费之后的净收入 

EP116.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询问他大概和下面的哪个数字接近。也就是询问受访者的

收入落在那个区间。 

 

6、自雇部分中的社会保险问题 

如果受访者没有退休（EP015=2），问：EP118-EP128 

EP118. 询问受访者，一些关于社会保险的问题。受访者是否以个体或者私营业主的身

份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可多选。 

这里的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是指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

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

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这里的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的一种保险。职工

因疾病、负伤、生育时，由社会或企业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或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如

中国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

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 

工伤保险是指国家或社会为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性疾病的劳动者及家属

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EP119. 询问没有保险的受访者，为什么没有给自己上社会保险（可多选）。 

EP120. 询问在其他地方上了保险的受访者，在哪里上的社会保险。 

EP121. 询问通过另一个工作单位上的社会保险的受访者，为什么通过另一个工作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有其他的原因，请注明。 

EP122 – EP128：询问上了社会保险的受访者，无论是通过自雇还是人才交流中心。 

EP122. 询问受访者，社会保险个人缴纳多少钱。 

EP123. 询问受访者，刚才告诉的净收入，有没有扣除了这些上交的保险金额。 

EP124. 询问受访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时是根据多少收入。 

EP125. 询问通过另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受访者，知道他或者那个工作单位给他缴纳

了多少社会保险。 

EP126. 询问通过另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且知道单位给他缴了多少的受访者，单位

每月给他缴了多少。 

EP127. 询问通过另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且知道自己缴了多少的受访者，他个人每

月缴了多少。 

EP128. 询问通过另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受访者，是否期望将来在这个单位办理退

休手续。这个单位指的是给他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 

EP129. 询问受访者，计划在多大年龄退休。“退休”特指停止从事一切与以挣钱为目的

的活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比消遣性工作更劳累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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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非主要职业（受雇或自雇） 

如果 EP024=1（工作超过一份）问这部分 EP130 - EP133 

EP130. 询问受访者，除了主要工作，目前从事其他几种工作。主要工作是指被访者在

目前的所有工作中，花费时间所占比例最大的那份工作（平均每个月）。 

EP131. 询问受访者，除了主要工作，每周在其他工作上平均工作多少个小时。 

EP132. 询问受访者，除了主要工作的收入外，从事其他工作每月的平均收入是多少。 

EP133.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32，询问受访者从事其他工作没有的平均收入和下面的

哪个数字接近。 

 

Ed 失业、求职经历 

当前没有工作但是曾经工作过的人回答(EP007=1)：EP134 - EP138 

EP134. 询问受访者一些关于他停止工作前后的一些情况和找工作的问题。询问受访者

什么时候开始不工作的。 

EP136. 询问上周没有找过工作的受访者，上个月是否找过工作。 

EP138. 询问受访者计划多大年纪就不再工作。请受访者告知他退休的大约年纪。如果

受访者计划只要身体健康就一直工作，请注明“0”。 

 

Ee 最近一份工作 

目前没有工作的人，但曾经工作过的人回答（EP007=1）：EP139 - EP166 

下面的问题是关于受访者最近一份工作的情况，可以是务农、上班挣工资、从事个体或

者私营经济活动，但不包括家务劳动或者。如果受访者之前同时从事不只一份工作，我

们想了解受访者的主要工作，即占用受访者时间最多的那份工作。 

EP139. 询问受访者之前是为别人工作还是自己从事个体或者私营经济活动，或者务

农。如果受访者回答“自己做生意”或者“自己种地”，请选“自雇”。 

EP140. 询问受访者，何时开始做这份工作的。 

EP141. 询问受访者，什么时候停止做这份工作的。 

EP142. 询问受访者，那份工作的地点在哪里。选这省份。其他的“市”、“区/县”、“路/

村”，如果没有具体地址，请标明“0”如果不是农民（EP139=1 或者 2），问 EP146 至

EP150 

EP146. 询问受访者的工作单位或者雇主是什么名称。请询问具体的名称，要问详细。 

EP147. 询问受访者的单位主要是做什么的，也就是，他们制造什么产品或者从事什么

活动。请输入具体的工作类型。 

EP148. 询问受访者这个单位是否还存在。 

EP149. 询问受访者这个单位是否经历过改制。 

EP150. 询问受访者在这个单位工作时候，一般每周工作几小时。指的是从事这份工作

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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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1. 询问受雇的受访者，每月总共挣多少钱(包括工资,奖金和补贴)。如果没有净收

益请标注 0，如果是亏损请标注 999997。 

EP152.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51，询问受访者的月净收益和下面的哪个数字接近。请

读出下面的选项。 

EP151_1.询问受雇的受访者，从单位拿到的其他所有奖金每年一共有多少钱（税后）。

这些奖金不和薪酬一起按期支付，比如年终奖、其他不定期的奖金等。注意不要和 EP151

中的奖金收入重复统计。 

EP153. 询问是自雇的受访者，他是否有雇员。 

下面的问题只问受雇的人群：EP154 - EP161 

EP154. 询问受访者是正式员工、合同制员工、临时工，还是小时工。 

正式员工：与雇主签订没有固定期工作年限合同或预设合同期超过１年了。合同制

员工：与雇主签订合同，合同期超过（包含）一年。临时工：员工的雇佣合约超过一个

月但不足一年，或是尽管没有预设合同期，但工作在１年内全部完成（请注意：虽然员

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或希望继续长期工作下去，但因签的为１年以内的

合同，仍属于临时工）小时工：员工的合同期在一个月以内，或未签劳动合同，以小时

计薪，或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按照完成的工作付薪。 

EP155. 询问受访者是为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个体户、非营利机构（如社

团、协会、学会等）、农户，还是居民户工作。 

政府机构：是指各级政府机构、武装力量，行政管理部门下属的监督检查机构（不包括

不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下属机构如研究所、后勤服务中心、出版社、协会等）；事业单

位：包括经国家机构编制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各类事业单位；企业单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从而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在商品

经济范畴，作为组织单元的多种模式之一，按照一定的组织规律，有机构成的经济实体，

一般以赢利为目的，以实现投资人、客户、员工、社会大众的利益最大化为使命，通过

提供产品或服务换取收入。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个体

户：指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生产资料属于

私人所有，主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支配。个体户有个人经

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个体户不同于私营企业，它以家庭成员提

供劳动为主，雇员一般不应超过 7 人。非营利、非政府机构：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

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如社团、协会、学会等）；农户：是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户；

居民户：指户口是城镇居民的常住户。 

EP156. 询问受访者是不是公务员。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

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EP157. 如果受访者在事业单位工作，询问其所属的这个事业单位是以企业还是以政府

机构运行。 

EP158. 如果受访者在企业工作，询问受访者的所有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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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

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资产的投

入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就是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指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的

劳动群众共同所有，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种形式。与国有制相比，集体所有制的不同

特征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的范围不同。私营/个体：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有和雇

工劳动为基础的，并以盈利为目的和按资分配为主的一种经济类型。私营经济是个体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本质上与个体经济一样，是一种私有制的经济形式。个体经济，

指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个体

经济具有规模小、工具简单、操作方便、经营灵活等特点。基本上无剥削。个体经济有

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二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

础。个体经济中，生产者既是直接的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劳动者主要依靠

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是一种不带有剥削关系的私有经济。内资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

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以集股经营的方式自愿结合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利于强化

企业经营管理职能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内资股份制指都是内资的股份。全部外商投资：

外商独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

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公司、代表处等分支机构。外

商合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

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

共同举办合营企业 

只有企业和比照企业运行的事业单位，才提问 EP159-EP160。 

EP159. 询问受访者的单位一共有多少雇员，包括所有的机构、分支。 

EP160.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59，询问他单位的员工数目最接近哪个数目。 

EP161. 询问受访者具体从事什么工作，请受访者详细说明他的工作类型 

EP162. 询问办理了退休手续的受访者，是否在这个单位办的退休手续 

EP163. 询问没有办理了退休手续的受访者，是否期望将来从这个单位或以自营职业的

身份办理退休手续。 

EP164. 询问受雇的受访者，离开这个工作单位的原因。或者询问自雇、务农的受访者

不继续他的生意或务农的原因。不用深究，请选择全部适用项 

EP165. 询问受访者，上一份工作结束时，是否除去退休工资还得到了其它补偿（如买

断工龄、伤残津贴等） 

EP166. 询问得到其他补偿的受访者，他得到了多少补偿，补偿金是按照多少工龄算的 

 

Ef  退休和养老金 

如果受访者已经办了退休手续[EP015=1]，提问 EP167 –EP214 

EP167. 询问受访者关于养老保险的一些问题。受访者领取哪几种养老金（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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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出选项。 

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是指受访者从政府和事业单位领取的退休金。目前，我国

大部分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都还没有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实行退休养老制度。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受访者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达到退休年龄并符合领取

条件后，领取到社会养老保险金。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也叫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

内部决策执行。企业年金一般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也可以全部由单位缴费。 

商业养老保险，是指受访者直接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定期缴纳保险费，从合同约定年

龄开始持续、定期地领取养老金的人寿保险，能有效地满足客户的养老需要。 

农村养老保险，是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 年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基本方案》，确定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资金坚持以个人交纳为

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抚持的原则来筹集，实行个人帐户管理和县级范围统一管

理。 

EP168. 询问受访者给他办理退休手续的单位是不是他告诉我们的那个单位。那个单位

对当前工作者来说，是指他在 EP027 中说的那个单位；对当前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是

指他在 EP146 中说的那个单位 

EP169. 如果受访者办理退休的单位不是之前提到的单位，询问受访者给他办理退休手

续的单位的名称。 

EP170. 如果受访者办理退休的单位不是之前提到的单位，询问给他办理退休手续的单

位是哪种类型。 

政府部门：是指各级政府机构、武装力量，行政管理部门下属的监督检查机构（不包括

不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下属机构如研究所、后勤服务中心、出版社、协会等）；事业单

位：包括经国家机构编制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各类事业单位；非营利、

非政府机构：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

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如社团、协会、学会等）；

企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从而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

在商品经济范畴，作为组织单元的多种模式之一，按照一定的组织规律，有机构成的经

济实体，一般以赢利为目的，以实现投资人、客户、员工、社会大众的利益最大化为使

命，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换取收入。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长壮

大；个体户：指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生产

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主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支配。个体户

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个体户不同于私营企业，它以个

人或家庭成员提供劳动为主，雇工数量一般不超过 7 人。 

EP171. 询问受访者的退休类型，办的是正常退休, 提前退休还是先单位内退然后办的

正式退休或者将来再办正式退休。 

正常退休：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连续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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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  

提前退休：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的职工，男年满

55 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

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男年满 50 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连续工龄满 10 年，

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该退休；因工致残，

经医院证明（工人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所谓内退，是指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或工龄已满 30 年、实

现再就业有困难的下岗职工，实行企业内退养，由企业发给基本生活费，并按规定继续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EP172.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候的身份是干部还是工人。 

干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或者是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

员 

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通常是指为挣工资而

被雇用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的人。他们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

获得工资性质的收入。 

EP173. 询问第一份工作是在 1952 年之前的受访者，是离休还是退休。 

退休：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劳动者因年老或因工、因病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退

出工作岗位。 

离休：指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

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 ，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已经退休的干部，

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当该为离休。 

EP174. 询问正式/提前退休的受访者在什么时候办理的退休手续。 

EP175. 询问办理了提前退休的受访者，办理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请读出选项。

如果选择“其他”，请注明具体的原因 

EP176. 询问受访者，退休前的工资是每月多少钱。 

EP177. 如果被方者没有回答 EP176，询问他大概和下面的哪个数字接近。读出选项 

EP178. 询问受访者，退休的第一年退休金是多少。选择填入每月金额，或者是退休前

工资的百分比。 

退休金：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工或工作人员退休后一次或分次支付给职工的服务酬劳的一

部分。企业制订的退休办法，应有利于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使其老有所依，对社会

的安定和提高企业效益的均有益处。 

EP179.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78，问他每月的退休金大概和下面的哪个数字接近。请

读出每个选项。 

EP180.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按多少年工龄计算。请填入年。 

工龄：指靠连续服务年限所取得的资历(如在公司、机关、学校或团体组织中,或在一个

部门内、一种工作中、级别中或职业单位中等)，对于这种资历，依惯例，或事先集体

同意，赋予各种权利或特权(如优先任用、优先提升、优先选择工种、 优先选择上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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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P181. 询问内退的受访者，办理内退的主要原因。请读出选项。如果选择“其他”，请

具体标明原因 

EP182. 询问内退的受访者，内退前的工资、奖金全部加起来是平均每月多少钱。 

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劳动关系双方的约定，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员工

的劳动报酬。 

奖金：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 

EP183. 询问内退的受访者，内退的第一年，工资、奖金全部加起来每个月平均能拿到

多少。请选择输入每月金额，或者是退休前工资的百分比 

EP184.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83，询问他每月得到的金额落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请

读出选项 

EP185. 询问先内退然后又正式退休的受访者，在哪年哪月办理的正式退休手续。 

EP186. 询问先内退然后又正式退休的受访者，正式退休的第一年，退休金是多少。请

选择输入每月金额，或者是退休前工资的百分比 

EP187.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86，询问他每月的退休金落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请读

出选项 

EP188. 询问先内退然后又正式退休的受访者，正式退休时计算了多少年工龄。 

EP189. 询问内退但目前还没有办理正式退休的受访者，将会在哪年哪月办理正式退休

手续。 

EP190. 询问内退但目前还没有办理正式退休的受访者，预计正式退休的第一年，退休

金是多少。请选择输入每月金额，或者是退休前工资的百分比 

EP191.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90，询问他每月的退休金落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请读

出选项 

EP192. 询问内退但目前还没有办理正式退休的受访者，正式退休时预计将计算多少年

工龄 

EP192_1. 询问受访者已经有多少年工龄。 

EP193. 询问受访者的养老金（退休工资）是从哪里领，政府、单位还是社会保险机构。

如果是选择其他，请具体注明。 

养老金：也称退休金、退休费，是一种最主要的养老保险待遇。 即国家有关文件规定。

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

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

的基本生活需要。 

EP194. 询问受访者现在每月领多少钱退休金 

EP195.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94，询问他退休金落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请读出选项 

EP196. 询问领取商业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是从哪年哪月开始领商业退休金的。 

EP197. 询问领取商业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每月领多少钱 

EP198.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194，询问他每月的商业退休金落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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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出选项 

EP199. 询问目前寡居或者离婚，或者在退休以后结婚的受访者，办理退休手续时是否

有配偶。 

EP200. 询问目前寡居或者离婚，或者在退休以后结婚的受访者，办理退休手续时配偶

是否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 

EP201. 询问目前寡居或者离婚，或者在退休以后结婚的受访者，退休时配偶在从事哪

种经济活动 

EP202. 询问目前寡居或者离婚，或者在退休以后结婚的受访者，退休时配偶的身体状

况如何？是非常好、很好、好、一般还是不太好 

EP203.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父亲是否还健在。 

EP204.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如何 

EP204_1.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母亲是否还健在。 

EP204_2.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如何。 

EP205. 询问受访者，退休时有几个六岁以下的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如果没有该年龄

段的，请相应地填“0” 

EP206. 询问现在仍在工作的受访者，办理了（正式/提前/内部）退休之后，在重新工

作或者重新开始找工作之前是否休息了一段时间。 

EP207. 如果受访者在重新工作或者重新开始找工作之前休息了一段时间，询问受访者

退休以后到重新开始工作或者开始找工作一共经历了多长时间。请填入几年，允许小数

点。 

EP208. 如果受访者在重新工作或者重新开始找工作之前休息了一段时间，询问受访者

找工作用了多长时间。请填入几年，允许小数点。 

EP209. 询问没有在工作的受访者，目前是否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但是也有收入。 

EP210. 询问没有在工作但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的受访者，从事哪种消遣性的工作。 

EP211. 询问没有在工作但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的受访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工

作的。 

EP212. 询问没有在工作但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的受访者，一般每周做几天。 

EP213. 询问没有在工作但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的受访者，一般每周做几个小时。 

EP214. 询问没有在工作但从事小的消遣性的工作的受访者，每月能挣多少钱。如果没

有净收入填 0，如果每月亏损填 999997。 

 

如果受访者尚未办理退休手续，请提问：EP215-EP244 

EP215. 询问受访者关于他的养老保险的一些问题。受访者参加了以下哪一种或者哪几

种养老保险（可多选）。读出选项。如果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险，请选择“没有养老保险” 

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是指受访者从政府和事业单位领取的退休金。目前，我国

大部分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都还没有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实行退休养老制度。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受访者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达到退休年龄并符合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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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后，领取到社会养老保险金。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也叫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

内部决策执行。企业年金一般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也可以全部由单位缴费。 

商业养老保险，是指受访者直接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定期缴纳保险费，从合同约定年

龄开始持续、定期地领取养老金的人寿保险，能有效地满足客户的养老需要。 

农村养老保险，是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 年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基本方案》，确定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资金坚持以个人交纳为

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抚持的原则来筹集，实行个人帐户管理和县级范围统一管

理。 

 

EP216. 询问有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或者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受访者，之前回答

的单位，是不是提供给他养老保险的那家单位。之前的单位指的是，有工作载入当前单

位的名称 EP027，如果目前没有工作载入上一家单位的名称 EP146。 

EP217. 对于在 EP216 中回答否的受访者，询问给他养老保险的那家单位的名称 

EP218. 询问受访者，到现在为止，可以用来计算退休金的工龄一共有多少年。不管雇

主是否相同，只要能够累积计算工龄，都应算进去 

EP219. 询问受访者，估计到他退休时，可以用来计算退休金的工龄一共有多少年。不

管雇主是否相同，只要能够累积计算工龄，都应算进去 

EP220. 询问受访者，他的工龄是否足够领取养老金。 

EP221. 询问认为工龄不够领取养老金的受访者，他计划怎么办。请读出选项。 

EP222. 询问退休时候，能领养老金的受访者，期望领多少钱的养老金。请选择填入退

休前工资的百分比，或者每月多少钱 

EP223.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222，询问他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落在下面的哪个档次

内。请读出选项。 

 

企业补充养老金 EP224 –EP234（询问有企业补充养老金的受访者） 

EP224. 询问受访者关于他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一些问题。询问受访者的单位选择的

补充养老金属于哪种类型。 

收益确定性退休金计划：预先决定员工的养老金，使用者所支付的金额根据储蓄管理情

况而定。 

缴费确定性退休金计划：预先决定使用者支付的金额，员工领取的退休金根据储蓄管理

情况而定。 

EP225. 询问受访者，参加该保障制度多少年了。包括受雇不同雇主但享受同一计划的

年度。 

EP226. 询问受访者，期望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份保险中领取保险金。 

选项 1：填入期望领取的年龄或者预计还需要的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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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2，领取不到保险金，因为已被买断。 

选项 3. 领取不到保险金，因为保险已经中断。 

选项 4：其他，请详细指明 

EP227. 询问受访者，每个月他和雇主一共缴纳多少钱。并且请受访者提供他个人支付

部分占全部的百分比。 

EP228. 询问收益确定型退休金的受访者，在 EP226 中说的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每月可以领取多少钱。请选择填入每月金额，退休时工资的百分比，或者是一次结清的

总额 

EP229.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228，询问他每月领的钱落在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请读

出选项 

EP230. 询问缴费确定性退休金的受访者，是否有没有查看过账户余额。如果受访者回

答是，请填入他查看账户余额的年月以及余额。 

EP231. 询问受访者，最早可以在多大年纪时离开这家单位，并开始领取这项养老金。 

EP232. 询问受访者，如果在 EP231 所说的年龄离开现在的工作，可领取的养老金会

比预期的全额养老金减少多少。请填入百分比或者金额。 

EP233. 询问被买断的受访者，被买断的时候拿了多少钱。 

EP234. 询问被买断的受访者，是如何支配这笔钱的。请读出选项，如果选择其他，请

具体注明 

 

商业养老保险 EP235-EP244（询问有商业保险的受访者） 

EP235. 询问受访者的商业养老保险的一些问题。询问谁为谁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请

读出选项，如果是选择其他人，请注明 

EP236. 询问受访者什么时候开始购买这商业养老保险。 

EP237. 询问受访者以什么样的形式交纳保险费。按年，或者是一次性缴费。 

EP238. 询问按年交纳保险费的受访者，每年需要交纳多少保费。 

EP239. 询问按年交纳保险费的受访者，需要缴几年保费。 

EP240. 询问一次性缴费的受访者，一共需要交纳多少保费 

EP241. 询问受访者保费的领取方式。一次性领取（趸领），年龄，或者月领 

一次性领取（趸领）,保险合同中保险金领取方式的一种,即保险合同到期后一次领取全

部保险金 

EP242. 询问按年领的受访者，预期退休后每年能领取多少保险费 

EP243. 询问按月领的受访者，预期退休后每月能领取多少保险费 

EP244. 询问一次性领取（趸领）的受访者，预计领取的保费总额能达到多少 

 

农村养老保险 EP245-EP250（询问有农村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或者受访者所处的地方

是农村，或者受访者的户口是农业户口） 

EP245. 询问是农村户口或者受访者所处的地方是农村的受访者，有没有参加了农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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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项目 

EP246. 询问受访者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多少年了 

EP247. 询问受访者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每年自己的缴费金额，集体补贴的金额。 

EP248. 询问受访者预期在多大年龄享用该保险。请填入年龄或者是在几年之后。 

EP249. 询问受访者预期自己的能领多少钱。请填入每月金额或者一次结清的金额 

EP250. 如果受访者不回答 EP249，询问他每月期望领的钱落在在下面的哪个档次内 

EP251. 询问所受访者，如果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了，他认为最主要依靠什么养老。读

出选项，如果选择其他，请注明 

 

EP279.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或全部时间：大于

10 次。（4）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该部分问卷全部由代理人回答。 

EP280. 调查员如果知道代填问卷的人和受访者的关系，自行选择。如果不清楚，请问

代填者。 

（1）配偶：指受访者的妻子或丈夫。（2）母亲：指受访者的妈妈，可以是亲生母亲、

养母或继母。（3）父亲：指受访者的爸爸，可以是亲生父亲、养父或继父。（4）岳母

/婆婆：受访者配偶的母亲。（5）岳父/公公：受访者配偶的父亲。（6）兄弟姐妹：受

访者生于同一父母的亲兄弟姐妹。（7）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受访者的亲兄弟姐妹的配

偶。（8）孩子：受访者的孩子，包括领养的。（9）孩子的配偶：受访者的孩子的妻子

或丈夫。（10）孙子女：指受访者的孙子女，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媳婿和外孙媳

婿。（11）其他亲戚：包括姑、叔、表亲等其他亲属。（12）帮忙的人或者其他非亲属：

除以上 11 项以外的人，包括邻居、同事、同学、保姆等非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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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收入、支出与资产  

注意：1. 本部分中的“过去一年”统一指从调查当日起往前推数一年。2. 这部分要询

问财务受访者。财务受访者是最了解家庭财务（收入、支出和资产）状况的人。其姓名

和编码可以从 CV022 题中获得。  

 

F1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家庭收入与支出 

第一部分: 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收入（除开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 

这部分是询问其他家庭成员单独获得的收入。 

FA001-FA005  循环询问除了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

其名单要从过滤问卷获得。 

    FA001. （1）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劳动关系双方的约定，以货币

形式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不包括退休工资。这里指的是税前工资。而赚了多少钱，指的

是税后工资。 

FA002 .农业方面的工作：包括种地、管理果树、采集农林产品、养鱼、打鱼、养牲

畜以及去市场销售农产品。 

FA003. 是否有非农业方面的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如除农业外的工作，如商业、

零售业等。 

FA003_1.询问该非农个体经营是自己做还是家庭成员一起做。 

FA003_2. 如果是受访者自己经营，询问他/她从中获得的私营收入，指税后收入。 

FA004. 此题为多选，问个体收入。（1）养老金和退休工资：也称退休金、退休费，是

一种最主要的养老保险待遇，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

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

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2）政府补助：公共部门无偿地将一部分资金的所

有权转让给他人所形成的支出，如失业保险金、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金、无保障老人生活

补贴、伤残津贴、贫困医疗补助金等；不包括给家庭的补助，如低保、农业补贴等或其他

家庭财产转移收入；（3）在利息、分红、股票增值或其他投资上的获利：包括存款利息、

借款利息、单位分红、股票、基金增值等。（4）其他收入：比如离婚后的赡养费、孩子给

的赡养费、受伤赔偿、奖学金、保险赔付、彩票；（5）以上均没有：以上各项收入都没有

收到。 

FA005. 如果FA004选择了（1）（2）（3）（4）中的任一项，则提问该题，问去年各项

收入一共有多少，包括养老金、各种政府补助、存储款及投资和其他方面的收入。 

 

第二部分：家庭农业收入与支出 

 

以家庭为单位，询问以下问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92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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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001 去年是否从事种植业、林业 

FB002 去年所有农产品和林产品值多少 

FB003 去年所有与农业生产和林业生产相关的投入有多少 

FB004_0 去年是否养过牲畜或者水产品 

FB004 去年年底所有家禽、家畜、水产品一共值多少 

FB005 去年年初时拥有的牲畜及水产品一共值多少 

FB006 去年买牲畜及水产品一共的花费 

FB007 去年家卖牲畜及水产品加起来一共值多少 

FB008 去年牲畜产的副产品加起来一共值多少钱 

FB009 去年养这些牲畜及水产品一共花了多少钱 

农林产品： 

FB001. 询问受访者家去年是否从事种植业、林业（包括花木种植）（1）种植业：即

植物栽培业，栽培各种农作物以及取得植物性产品的农业生产部门，种植业是农业的主要组

成部分之一。（2）林业：指培育和保护森林以取得木材和其他林产品、利用林木的自然特

性以发挥防护作用的生产部门，包括花木种植。 

FB001_1.指最近一次收割庄稼的时间。 

FB002. 询问去年受访者家中所有售出的和自家消费的农产品和林产品的总价值。 

FB003. 询问去年受访者家中农业生产和林业生产的投入一共多少。（1）农业生产包括

种植粮食作物、蔬菜和中药材等；林业生产包括种植蘑菇、木耳等林下作物、种植茶叶。（2）

农林生产的投入包括种子(包括自家留种的价值）、化肥、农家肥、农药、塑料薄膜、雇工费

（包括其使用的机器和役畜）、土地租金、除地租以外的其他租金（例如：租用收割机）、灌

溉费、燃料、运输费、加工费、市场费用（包括包装费，管理费等）。 

 

牲畜和水产品： 

 

FB004_0. 牲畜：包括家禽、家畜，例鸡、鸭、牛、猪、羊等。水产品：包括鱼类、虾

蟹类、贝类和藻类。 

FB004. 受访者家现在拥有的牲畜和水产品的总价值。 

FB005. 受访者家去年这个时候拥有的牲畜和水产品的总价值。 

FB006. 过去一年，受访者家购买牲畜和水产品的总花费。 

FB007.过去一年，受访者家出售和自家消费的牲畜和水产品总价值。 

FB008. 过去一年，受访者家养的牲畜去年产的副产品（比如鸡蛋、牛奶、羊毛、羊绒、

羊皮），出售和自家消费的总价值。 

FB009. 过去一年，饲养这些牲畜及水产品的投入，包括喂养费、医药费、放牧费、畜

舍栅栏费、雇工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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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 

 注意; 对于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可能是个人单

独获得，也有可能是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获得，我们在不同的部分（家庭和个

人）都问到这部分收入，但每一部分问到的是不重复的。下面是具体分类及其所属

部分：  

 受访者单独获得（无其他成员参与）  -》 F2  

 受访者的配偶单独获得（无其他成员参与）–》 F2  

 某个其他家庭成员单独获得（无其他成员参与） –》 F1 part 1  

 共同参与获得（不管是受访者、其配偶还是其他家庭成员） –》 F1 Part3  

 

    对个体经营或私营活动的定义前面已有介绍，这里再重复一下：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经营形式，比如自己开工厂、商店、

饮食店，跑运输，手工业（手艺人）、做小买卖、开食品加工厂等个体经营活动。包括渔业

和副业但不包括打工（为别人干活而得到工资，也不包括本职工作，如民办教师、村干部、

护林员、农民技术员和合同制干部。 

 

FC001. 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注意这部分只是指由多个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

个体经营活动或开办私营企业，只有一个家庭成员参与的活动的收益在个人收入部分

问。 

FC002. （1）服务业：即指生产和销售服务商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集合，包括烹饪、

缝纫、私人诊所等；（2）交通运输：交通是运输和邮电的总称，运输是人和物借助交通工

具的载运，产生有目的的空间位移，邮电则是邮政和电信的总称；（3）建筑业：专门从事

土木工程、房屋建设和设备安装以及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的生产部门，其产品是各种工厂、矿

井、铁路、桥梁、港口、道路、管线、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4）

采掘：如采掘矿物；（5）加工生产业：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再生产的行业（6）商业：以货

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的流通的经济活动。（7）其它：以上六项以外的行业。 

FC003. （1）针对FC002选择的每一项，循环提问家庭成员从各项活动获取的净收入。

（2）净收入：全部收入减去能源、住房和设备租用费、原材料、交通费、营销、工资、税

收和杂费各项成本，但不减固定资本成本后的钱。（3）固定资本：是指由厂房、机器、设

备、工具等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生产资本。 

 

第四部分 家庭政府转移支付收入 

FD001. 如果在农村做调查，才提问该题：去年家中收到了哪种补助，各多少钱，可选

择多种补助。(1) 退耕还林补助：退耕还林指把耕地退出粮食生产，植树或种草。国家按照

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

费。（2）农业补助：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

合补贴；（3）五保户补助金：旨在补助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低收入者、盲人、身体残疾者、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8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8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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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和小孩；（4）特困户补助：旨在补助特别困难户；（5）低保：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

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从业人员因工死亡时有供养直系亲属的，按月发给抚恤金，

抚恤金总额不得超过工亡职工本人工资；（7）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之后的补助（即救济金、

赈灾款）：包括实物形式；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FD002. 如果在城市做调查，才提问该题：去年家中收到了哪种补助，各多少钱，可选

择多种补助。选项解释参见FD001。 

FD003. 去年家中收到的捐助或补偿，各多少钱，可多选。（1）社会捐助：包括现金，

食品、衣服等。（2）征地补偿金：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土地附着物补偿费等费用，并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维护被征地农民的

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3）住房拆迁补偿：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

动产，应当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居民房屋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

人的居住条件。 

 

第五部分  家庭生活支出 

FE002-FE002_2. 询问受访者是否负责为家里购买食品，如果是，则继续提问，如果

不是，则问谁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让负责为家里购买食品的人回答关于生活支出的问题，

并记录下来。 

FE003. 最近一周：指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7天。该题吃饭人数不包括客人。 

FE003_1. 您家的客人在您家吃了几顿饭，按人次计算。比如有一个客人吃了两顿，

算2顿. 又比如某一顿来了三个客人，算3顿。 

 

1、食品支出: 

FE004. 购买所有食品的总支出。最近一周：指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7天。吃方面：包

括购买食品、外出就餐、购买香烟、酒水等。注意：如果周末回家，就算是住在家，其在外

购买食品的花费和伙食费算在FE004中；周末不回家，但在外住了不到六个月的人虽然算是

家庭成员，但其在外的伙食不算在FE004中。 

FE005. 自家生产自家消费的农产品的总价值。最近一周：指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7天。

包括谷类（大米、面粉、面包、面条、玉米及其他粮食）、大豆类及豆类产品、土豆、红薯

或其他块根农作物、肉、家禽或其他肉制品、蛋、油脂类（包括动物油和植物油）、水产品、

蔬菜（包括豆腐和豆制品）、干鲜果品、烟酒、饮料及乳制品、加工食品、调料等。 

 

FE008. 填写表格，上个月的消费支出，没有相应项支出用0元表示，记不清该支出用

-9999表示。（1）上个月：指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31天；(2) 在当地的交通费：当地指调查

所在地。 

 

2、日用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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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009. 填写表格，去年的消费支出，没有相应项支出用0元表示，记不清该支出用-9999

表示。（1）衣着消费：包括买衣服、床上用品；（3）取暖费：不包括空调取暖费.（7）医疗

支出，包括直接和间接（8）各种交通工具维修及配件费用：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摩托车、

电瓶车、小轿车等，也包括通讯工具如座机、手机、小灵通、网络等。（9）上交给政府相

关部门的税费和杂费：不包括所得税。 

FE010~FE011.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如果代填，选择代填人与受访者的

关系。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大于 10 次，但没有

每题都求助。(4) 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该部分问卷全部由代理人回答。 

 

G1 家庭资产 

注意：本部分中的“过去一年”统一指从调查当日起往前推数一年。 

 

 1、现住宅的问题: 

GA001. 住进现在的房子的年份。现在的房子指最常住的房子，不管这所房子是否属于

受访者家所有。 

GA002-GA003. 现在的房子的所有者。(1) 家庭成员、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的非

家庭成员的孩子、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的非家庭成员的父母，计算机会自动生成名单；

（2）政府保障性住房：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

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包括两限商品住房、经济

适用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以及廉租房。 

GA004.-GA005. 询问现在住的房子是否需要付租金，如果要付的话，每月的租金是多

少？ 

GA006. 如果现在的房子不是从市场上租的，那么提问：每月支付的租金是否低于市场

价。 

GA007. 如果 GA006 选择（1）低于市场价，那么提问：从市场上租同样的房子的月

租金。 

GA008. 用来补贴租金的住房补贴有多少，由哪个家庭成员的单位提供。家庭成员的名

单，计算机会自动生成。 

GA009. 如果不知道现在住的房子现在的市场价，则问这房子附近类似的房子现在的市

场价。可以回答总价格，也可以回答单位价格。 

GA009_1. 如果没有回答 GA009，则提问该题，回答房子的市场价大概在哪个档次？ 

GA012. 按揭贷款：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提供阶段

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房子指现在的住宅。 

GA015. 这处房子：指现在的住宅。 

GA016. 这处房子指现在的住宅。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非家庭成员是这房子的房主。（1）

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的非家庭成员的孩子：电脑中能生成这些孩子的名单， 从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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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个或哪些孩子。 

    GA017. 如果现在的房子属于家庭成员，那么提问房子的来源。注意：要将所有的选项

念给受访者，让受访者判断属于哪一种情况。比如自建与继承遗产，如果不太明确的时候，

让受访者判断，并且做评论。 

GA018. 买这房子的年份。用 4 位数表示年。拆迁换房者不回答此题。 

GA018_1, 询问拆迁换房者，什么时候换的这个房子。 

GA019.受访者家自己付了多少钱。 

GA020.  单位优惠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经济适用房：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

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

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 

GA021. 买这房子时，同样房子的市场价。可回答总价格，也可回答单位价格。 

GA021_1~GA021_2. 询问拆迁换房者老房子和新房子在换房当时的市场价格。 

GA022. 房屋装修费，不包括买家具的花费。 

GA022-1，哪一年装修的。如果有多次装修，问花费最多的一次。 

GA023. 建筑面积：亦称建筑展开面积，指住宅建筑外墙外围线测定的各层平面面积之

和，包括三项即使用面积、辅助面积和结构面积。 

GA028. 自来水：指通过水处理厂净化、消毒后生产出来的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供人

们生活、生产使用的水。 

 GA029. 管道煤气或天然气：居民生活用的燃料。 

 GA030. 供暖设施：包括暖气、地暖等，不包括土暖气和可制暖的空调。 

 GA031. 供暖的主要能源。（1）太阳能：一般指太阳光的辐射能量，一种可再生资源。

（2）煤炭：千百万年来植物的枝叶和根茎，在地面上堆积而成的一层极厚的黑色的腐植质，

由于地壳的变动不断地埋入地下，长期与空气隔绝，并在高温高压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物

理化学变化等因素，形成的黑色可然化石；（3）天然气：基本成分是甲烷，可以作为居民

生活燃料；沼气：有机物经微生物厌氧消化而产生的可燃性气体，特性与天然气相似；（4）

液化石油气：石油产品之一，是由炼厂气或天然气(包括油田伴生气)加压、降温、液化得到

的一种无色、挥发性气体；（6）秸秆：成熟农作物茎叶（穗）部分的总称，通常指小麦、

水稻、玉米、薯类、油料、棉花、甘蔗和其它农作物在收获籽实后的剩余部分，富含氮、磷、

钾、钙、镁和有机质等，是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的生物资源；（7）其他：以上六项以

外的能源。 

GA032. 做饭用的主要燃料。（1）蜂窝煤：主要用于家庭生火、取暖，用黑煤制成的蜂

窝状的圆柱形煤球。（2）管道天然气与煤气与（4）液化石油气在输送方式上有明显区别，

前者用管道输送，后者为罐装。 

GA035. 询问受访者除现在住的房子以外，他/她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否拥有其他房产。

是否拥有房产的标准：指是否为房主。 

 

2、其他房产 

http://baike.baidu.com/view/3284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2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70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4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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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037. 建筑面积，参见 GA023 

GA038. 房子现在的市场价，参见 GA009 

GA039. 按揭贷款，参见 GA012 

GA042. 房主是谁。 

GA043. 从下拉框中选择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的孩子名字 

GA044. 房子来源：（2）从下拉框选择单位名称；（3）从下拉框中选择主要受访者或其

配偶的孩子名字（4）从下拉框选择主要受访者或其配偶的的名字。选项参见 GA017。 

GA045. 参见 GA022. 

GA046. 买或建房子的年份。用 4 位数表示年。 

GA046_1 因为拆迁补偿而换房的年份。 

GA047 买、建或者换房子，自家付了多少钱。 

GA047_1. 如果没有回答 GA047，则回答 GA047_1。 

GA048. 参见 GA021。 

GA048_1~GA048_2. 参见 GA021_1 和 GA021_2。 

GA049. 填写装修的花费，如果没有装修，请填 0。装修费用不包括买家具的花费。 

GA049_0. 花费最多的一次装修的时间。 

GA049_1. 询问房子的位置。 

 

3、土地问题 

GA052. 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GA054. 可灌溉面积 

GA059. 别人，包括集体。 

GA062. 其他家庭资产：如树木、固定资本的使用、耐用品或者牲畜。 

 

4、家用设备、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贵重物品的问题 

GA063. 询问受访者家中有没有下列家用设备、耐用消费品或其他贵重物品。 

GA063-a. 上题选中的物品，现在值多少钱。 

GA064. 如果在农村调查，询问受访者家中有没有下列家用设备、耐用消费品或其他贵

重物品时，还得追加 GA064 中的选项，并问其每一项的现值（1）拖拉机：由发动机，底

盘、电气等系统组成的主要用于牵引和运输的多用途行走机械。（2）脱粒机：包括打稻机

（3）机引农具：例机引犁、机引耙、机引播种机。旋耕机；（4）抽水机：包括水泵（5）

加工机械：例饲料加工机械、粮油加工机械等。 

GA065. 农村和城市都要问该问题。其他固定资产，包括用于所有家庭生产、个体经

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活动的固定资产，不包括 GA063.GA064 中问到的固定资产。 

GA066. 询问受访者家中除 GA063.GA064.GA065 中提到的固定资产，还有没有其他

500 元及以上的耐用品或固定资产。如果有的话，现在一共值多少钱。 

GA067. 询问除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外的家庭成员拥有的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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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GA068. 询问除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外的家庭成员欠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大笔贷款

（不包括住房抵押贷款）金额。 

GA069. 询问除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外的家庭成员向别人借了还没还的钱数。 

GA070. 询问别人欠除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外的家庭成员的钱数，包括拖欠的工资和借

给别人尚未归还的钱。 

GA071-GA072.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如果代填，选择代填人与受访者的

关系。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大于 10 次，但不是

每题都求助。(4) 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该部分问卷全部由代理人回答。 

 

F2  个人收入 

FM001. 收入，可以选择多种收入。（1）工资收入：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劳动关系双方的约定，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2）从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

中赚得的收入：指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

一种经营形式；（3）养老金：也称退休金、退休费，是一种最主要的养老保险待遇，在劳动

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

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4）失业补助：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补助；（5）无保障老人生

活补贴（6）工伤保险金包括误工补贴、伤残补助、丧葬费等：由国家通过立法，对在保险

范围之内的劳动者因工作意外事故和职业病遭受意外伤害，丧失劳动能力的，提供医疗救治，

职业康复、经济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对因工伤死亡的，对其遗属提供抚恤等物质帮助；包

括误工补贴、伤残补助、丧葬费等；（7）老年补助：指专门针对有独生子女的老人的补贴;

（8）医疗救助：主要三种，一是提供社会医疗救助金，给救助对象以经济补偿；二是给医

疗机构一定的经济补贴，使后者直接减免救助对象的部分医疗费；三是由社会医疗救助机构

举办专门医疗机构，免费为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9）政府给您个人的其他补助：政府给

的除以上几项补助外的其他补助；（10）社会捐助：包括现金，食品、衣服等。（10）其他收

入：例离婚后的赡养费、子女抚养费等。 

FM002. 如果 FM001=1-3，则循环提问去年每一种收入领了多少钱或者每个月领了多少

钱。 

FM003. 如果 FM001=4-10，则提问（1）这种补助一共领了多少年；（2）去年每一种补

助各领了多少钱或者每个月领了多少钱。 

 

G2  个人资产 

1、关于房改的问题： 

GM001.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从单位买过房。 

GM002. 如果 GM001 回答（2）否，那么问没从单位买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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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003. 如果 GM002 回答（5）不想买，那么问不想从单位买房的原因。 

GM004. 询问受访者从单位买房之前是不是住在单位这房里。 

GM005. 询问受访者从单位买的房子，现在是否还属于受访者。 

GM006. 从单位买房的年份。用四位数字表示年份。 

GM007. 询问受访者是否拿到从单位买的这房子的产权证。产权证：包括《房屋所有权

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但有些地方也可能是由房屋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开据的

《房地产权证书》。 

如果该房子仍属于受访者，不提问 GM008~GM018。 

GM008. 从单位买房时房屋的价格。可以回答总价格，也可以回答单位价格。 

GM009. 如果没有回答 GM008 题，则回答 GM009，当时买房的花费大概在以下哪个档

次。 

GM010. 受访者回答这房子是以市场价买的、单位优惠价格买的、或者是经济适用房买

的。参见 GA020. 

GM011. 如果 GM010≠1 即这房子不是以市场价买的，则提问该题：同样房子当时的市

场价格。可以回答总价格，也可以回答单位价格。 

GM012. 建筑面积：参见 GA023. 

GM012_1.是否用按揭贷款买房。 

GM013. 哪年卖的这房子或者赠送给他人了。用四位数字表示年份。 

GM014. 出售或赠送这房子的价格，如果免费赠送，则填“0”。可以回答总价格，也可

以回答单位价格。 

GM015. 如果没有回答 GM014.，则提问该题。 

GM016. 房子卖给谁或者赠送给谁了。 

GM017. 询问受访者是以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售出该房。 

GM018. 如果 GM017 回答（2）低于市价，那么询问卖这房子时候的市场价 

 

2、关于金融资产的问题 

GM019. 询问受访者现在随身带的以及放在家里的现金有多少，包括与配偶共有的现

金。 

GM019_1. 如果受访者没有回答 GM019，则提问该题： 受访者现在随身带的以及放在

家里的现金大概在以下哪个档次，包括与配偶共有的现金。 

    GM019a. 现金里面与受访者配偶共有的有百分之多少？ 

 

下面问到非现金的金融资产：注意对于存款、政府债券、股票和基金，只计算法定意

义上在受访者名下的财产；每一个问到金额的问题，如果受访者没有回答或者不知道，都

要追问分级展开问题。  

 

GM020. 询问受访者在金融机构有没有记在他/她名下的存款。金融机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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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专门从事货币信用活动的中介组织，包括各种银行、信用合作社等。 

GM021. 如果 GM020 回答（1），则提问该题：存款有多少。 

GM021_1. 如果没有回答 GM021，则回答该题，存款大概在以下哪个档次。 

GM022. 政府债券：例如国库券，只算记在他/她名下的。 

GM023. 如果有政府债券，那么总共的面值为多少。 

GM024. 最近一年有没有股票，不包括在单位持有的股份，只算记在他/她名下的。最

近一年：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GM025. 最近一年，您的股票赚钱还是赔钱了。最近一年：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GM026. 如果最近一年股票赚了，那么问赚了多少；如果最近一年股票赔了，那么问赔

了多少。 

GM027. 询问受访者持有的股票的当前价值。 

GM027_1. 如果没有回答 GM027.，那么回答该题：受访者现在持有的股票的当前价值

在以下哪个档次。 

GM028. 询问受访者最近一年有没有基金。只算记在他/她名下的。最近一年：从调查

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GM029. 最近一年，您的基金赚钱还是赔钱了。最近一年：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GM030. 如果最近一年基金赚了，那么问赚了多少；如果最近一年基金赔了，那么问赔

了多少。 

GM031. 询问受访者持有的基金的当前价值。 

GM031_1. 如果没有回答 GM031.，那么提问该题：受访者现在持有的基金的当前价值

在以下哪个档次。 

GM032. 询问受访者和爱人共有的存款、政府债券、股票和基金的比例。 

GM032_1 询问受访者是否还有其他存款、政府债券、股票和基金没有记在他/她和他/

她配偶的名下。 

GM032_2 GM032_3 如果有上述资产，询问资产的总价值和与配偶共有的比例。GM033. 

询问受访者现在还有人借他/她的钱没还。 

GM034. 如果 GM033 回答（1），那么别人还欠受访者多少钱。 

GM035. 询问受访者去年借给别人的钱能得到多少利息。去年：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GM036. 除了存款、政府债券、股票、基金、外借的利息等收入，受访者还有没有其他

投资收入。 

GM037. 如果 GM036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受访者从其他投资收入一共获得多少

钱。 

GM038.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

房储金，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的主要形式。 

GM039. 询问受访者住房公积金账户上的总金额，包括个人上交的和单位上交的。 

GM040.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还尚未返还的集资款，包括交给受访者单位或其他单位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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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集资款。 

GM041. 如果 GM040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尚未返还的的集资款总金额有多少。 

GM042. 询问受访者现在还有没有单位拖欠他/她的工资。 

GM043. 如果 GM042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拖欠了多少工资。 

GM044.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有没有参加过标会。过去一年：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标会”定义： 

民间标会又称互助会或跟会、搭会,具有赚取利息及筹措资金的双重功能,是民间重要的

理财工具。互助会通常由一位具公信力或急需告贷的人负责召集，称为会首或会头，而参与

跟会的人称为会员或会脚；互助会的会期长短、会员数量及标金多寡视情况而定。首次集会

时,会员必须缴交约定的款项给会首，第二次集会后即采取竞标方式，所有会员集合在同一

地点公开比较投标金额，再由标金最高者得标，已得标者称为死会，可收取其他会员及会首

的会款，其余未得标者就称活会，仍享有竞标的权利。 

GM045. 如果 GM044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去年投入标会的钱有多少。 

GM046. 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有没有中过标。过去一年：从调查当日往前推数 1 年。 

GM047. 如果 GM046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去年中标后得到了多少钱。 

GM048. 如果 GM046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去年中标的利率是多少。 

 

3、关于债务的问题 

GM049. 询问受访者尚未还清的贷款总额，不包括买房、建房、装修的贷款。 

GM049_1 如果不回答 GM049，询问大概在什么档次。 

GM050. 询问受访者欠其他家庭、个人或单位的款额，不包括抵押贷款。 

GM051. 询问受访者现在的信用卡欠的金额。 

GM052. 询问受访者有没有继承过遗产。 

GM053. 如果 GM052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一共继承的遗产有多少，按继承时的

价值计算。 

GM054. 如果 GM052 回答（1），那么提问该题：继承遗产价值最高的一次是在哪年。

用四位数字表示年份。 

GM055. 价值最高的这笔遗产在继承时的价值。 

GM056. 调查员根据调查情况，做出选择。 

（1）从未：一次都没有。（2）偶尔几次：1－10 次。（3）大多数：大于 10 次，但不是

每题都求助。(4) 受访者不在场，完全请人代填：该部分问卷全部由代理人回答。 

GM057. 调查员如果知道代填问卷的人和受访者的关系，自行选择。如果不清楚，请问

代填者。 

（1）配偶：指受访者的妻子或丈夫。（2）母亲：指受访者的妈妈，可以是亲生母亲、

养母或继母。（3）父亲：指受访者的爸爸，可以是亲生父亲、养父或继父。（4）岳母/婆婆：

受访者配偶的母亲。（5）岳父/公公：受访者配偶的父亲。（6）兄弟姐妹：受访者生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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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亲兄弟姐妹。（7）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受访者的亲兄弟姐妹的配偶。（8）孩子：受

访者的孩子，包括领养的。（9）孩子的配偶：受访者的孩子的妻子或丈夫。（10）孙子女：

指受访者的孙子女，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媳婿和外孙媳婿。（11）其他亲戚：包括姑、

叔、表亲等其他亲属。（12）帮忙的人或者其他非亲属：除以上 11 项以外的人，包括邻居、

同事、同学、保姆等非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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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访问员观察 

该部分是在访问员结束访问之后，通过自行填写的形式完成，而不需要向被

访者提问。 

OV001. 访问员记录，在访问过程中，调查现场除了受访者和代理回答人外是否

还有其他人在场？ 

例一、访问是在单独的房间（例如客厅）内进行，即使受访者家中还有其他人在，

只要不呆在访问进行的空间内，就应该归类为没有其他人在场。 

例二、访谈过程中，除了受访者及代理回答人外，其他人有在访问现场短暂出现

（少于 3 分钟），我们不需要记录有其他人在场；如果其他人停留的时间超过三

分钟，并且有参与（听、发表意见等）访问，我们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记录。 

OV003. 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访问员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记录，在场的其他人

是否干预了访问。所谓的“干预调查”是指是否帮助受访者回答问题，是否修正

受访者的答案等。对于只是坐在一旁听，不发表意见的其他在场人员，我们不认

为他们干预了调查 

OV004. 访问员记录，受访者的配合程度如何。这道题完全根据受访者自身的感

觉记录受访者接受访问时的态度。那些态度非常好，但因无法理解题目而导致许

多无法回的受访者应属于非常配合。 

OV005. 如果受访者在调查过程中态度发生了转变，由配合转为不太配合。那么

访问员根据自己的感觉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原因。注意，原因可以来自多方面，即

此题可以多选。 

OV006. 访问员记录，调查时受访者是否需要访问员对其所问的题目进行解释。

例如：受访者提出“你所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能

不能给我解释一下”等说法，都属于要求访问员作出解释的行为。访问员需要在

调查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加上自己的判断记录这类情况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发生

的频度。 

OV007. 访问员根据受访者访问过程中的反馈情况，判断受访者是否能基本听懂

问卷中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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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008. 访问员根据实际情况，记录受访者在接受调查时是否需要帮忙读卡片，

并记录需要帮助的原因。 

OV009. 访问员记录，受访者所居住的房子在什么地区。按照所处位置的不同，

分为五个选项，即（1）大城市（2）大城市的郊区（3）小县城/县级市（4）乡

镇（5）农村。 

例如：居住在北京市中关村附近的居民属于居住在大城市里；居住在北京市昌平

区，长城附近的居民则属于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区；居住在天津蓟县县城的人属于

居住在小县城；而居住在天津蓟县下某一个乡镇上的人属于居住在乡镇；居住在

某某村的则属于农村。 

OV010. 访问员记录受访者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建筑。 

OV011. 访问员记录这房子有多少层楼，包括底楼。楼层范围从 1－99 层。注意

题目中计算层数从底楼算起，所谓的底楼就是只高出地面的首层建筑物。在一些

居民区中，往往底层是用作储物间，楼内所标的一楼往往是供人居住的第一层。

例如，一栋楼有 5层民房，再加一层储物间，此时我们应该记录的是该栋楼房有

6层。 

OV012. 访问员记录要爬多少个阶梯才能到受访者家门口。可以坐电梯而不用爬

的阶梯忽略不计。例如：某被访问户家在第 12 层，有电梯直达。此时我们记录

的需要爬的阶梯数应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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