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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甘肃省青年教育与职业发展调查 
村 干 部 问 卷 

 
                                                      

首页内容请访员填写 

抽样村基本信息： 

01 村干部所在县：____________________ 02 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 村干部所在乡／镇：________________ 04 乡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 干部所在村：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 村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9 村干部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被访者的职务：1.会计/文书   2.书记   3.村长   4.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 

 

访问日期：             年            月            日 

开始时间：                      时                   分         结束时间：  ________   时   _________    分 

访员姓名：                                                          访员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审姓名：                                                          审核时间：                      月                        日 

二审姓名：                                                          审核时间：                      月                        日 

复核员姓名：                                                       复合时间：                     月                        日 

录入员姓名：                                                       录入时间：                     月                        日 

 

 

访问开始 

 
在这份问卷里，我们将问一些有关贵村子的基本情况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是

严格保密的。如果有些问题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你可以查一查有关的记录。如果没有
记录可查，请尽你所知估计一个答案。对每一个问题，如果有几个答案供你选择，请
选一个答案，并在你选的答案序号上画圈。在回答的过程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
随时告诉我们，同时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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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村子基本情况 

我们想问关于贵村基本情况的一些问题。 

 

A1 首先，我们想了解贵村的人口情况。到 2014年年底为止： 

a. 贵村有多少户家庭？                                          户 

b. 贵村人口总数是多少？                                     人 

c. 2007 年以来, 贵村的地理界限有没有改变？  

       1. 没有 

       2.有：哪一年？              改变之前的人口：                     改变之后的人口：_____               

d. 贵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 

 a.总数 b.女性 c.男性 

1. 贵村劳动力总数    

2. 在贵村的劳动力中，有多少人不识字？    

3. 在贵村的劳动力中，最高学历为小学的有多少人？    

4. 在贵村的劳动力中，最高学历为初中的有多少人？    

5. 在贵村的劳动力中，最高学历为高中或高中以上的有多少人？    

 

A2. 贵村村民 2014 年外出打工的情况： 

 单位 2014 年 

a. 到县外打工超过 3 个月的总人数 人  

   a1. 其中, 女性有多少人? 人  

b. 请列出到外县打工最主要的三个省份（按出外打工

人数排列）： 

  

   1.第一主要  1a.省份（见表下的省代码） 省代码  

                         1b.人数 人  

                         1c.主要的县或城市 名称  

   2.第二主要  2a.省份（见表下的省代码） 省代码  

                         2b.人数 人  

                         2c.主要的县或城市 名称  

   3.第三主要  2a.省份（见表下的省代码） 省代码  

                         2b.人数 人  

                         2c.主要的县或城市 名称  

  省代码：1 北京 2 天津 3 河北 4 山西 5 内蒙古 6 辽宁 7 吉林 8 黑龙江 9 上海 10 江苏 11 浙江                

                  12 安徽 13 福建 14 江西 15 山东 16 河南 17 湖北 18 湖南 19 广东 20 广西 21 海南  

                  22 重庆 23 四川 24 贵州 25 云南 26 西藏 27 陕西 28 甘肃 29 青海 30 宁夏 31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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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a. 外出打工的男性主要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__________ 

A3b. 外出打工的男性平均月工资有多少？                  ________元 

A3c. 外出打工的女性主要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__________ 

A3d. 外出打工的女性平均月工资有多少？                  ________元 

A4. 贵村有多少家户现有 0-16 岁的儿童？                   ________户 

A5. 在这些儿童中，有多少是留守儿童？             __________ 

A6. 从 2006 年以来，一共有多少户人家永久性地迁出了贵村？     __________户 

A7. 贵村是不是少数民族村？      1.  否    2. 是      

A8. 贵村有少数民族吗？             1.  有   2. 没有（跳至 A9） 

a. 贵村少数民族人口占第一位的是什么民族？    __________族 

        （1）有多少家庭属于这个少数民族？                __________户 

b. 贵村少数民族人口占第二位的是什么民族？                __________族 

        （1）有多少家庭属于这个少数民族？                __________户 

c. 贵村还有几户家庭属于其他少数民族？                __________户 

A9. 贵村的土地面积有多少亩？                  __________亩 

a. 可耕地面积有多少亩？                             __________亩 

b. 平地有多少亩？                              __________亩 

c. 水浇地有多少亩？                                 __________亩 

A10. 贵村有寺庙吗？                1. 没有（跳至 B1）  2. 有 

A11. 这个寺庙有主持的方丈吗？   1. 没有       2. 有  

A12. 有百分之几的家庭去过寺庙？                    _______%           

 

 

B.基本建设 

B1. 贵村是否有公路通过？        1. 否（跳至 B3）     2. 是   

B2. 这条路是什么路？     1.柏油路         2.土路      3.其他（请注明）： ______ 

B3. 离村委会最近的公路有多少公里？                    __________公里 

B4. 贵村是否有公共汽车通过？  1. 否              2. 是  

B5. 距离村委会最近能搭公共汽车的地方有多少公里？    __________公里 

B6. 距离村委会最近的火车站有多少公里？     __________公里 

B7. 距离贵村最近的集市有多少公里?                                __________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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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B9. 下表是关于贵村用水的情况，请填写有关项目 

 

序号 问题 
单

位 
数量 

B8. 贵村有多少家庭使用以下列来水方式的水为饮

用水? 

  

B8a. 室内自来水 户  

B8b. 院内自来水 户  

B8c. 院内井水 户  

B8d. 其他地方 户  

B9. 贵村有多少家庭使用下列水源作为饮用水？   

B9a 地下水 户  

B9b. 敞口井水 户  

B9c. 小溪，河，湖泊 户  

B9d. 雨水，雪水 户  

B9e. 水厂 户  

B9f. 其他方式（请注明）：___________ 户  

B10. 贵村村户的通电比例是多少？                                       % 

ａ.在有供电的日子里，平均每天供应多少小时？                          小时/天 

B11. 每度电要多少钱？                                                           元/度 

B12. 贵村村民多少户没有电话（包括手机）？                        % 

B13. 贵村村民多少户没有电视机？                                  % 

B14. 贵村村民多少户有电冰箱？                                      % 

B15. 贵村有没有通网络？                         1. 没有 （跳至 C1）   2. 有：哪年？_______        

B16. 贵村村民多少户在家里可以上网（不包括手机）？                 _______

               

 

C. 经济环境及经济状况 

 

C1. 2014 年贵村的农业总收入是多少？                                        元   

C2. 2014 年贵村的工业总收入是多少？                                         元 

C3. 2014 年贵村的人均纯收入是多少？                                     元 

C4. 2014 年贵村有多少户家庭从事非农业类工作？                        户 

C5. 2014 年贵村在本地企业工作的职工总数是多少人？                      人 

C6. 2014 年在本地企业工作的职工人中，男女比例是多少？ _______                

C7. 2014 年本地企业给男性的平均日工资是多少？                 _______元 

C8. 2014 年本地企业给女性的平均日工资是多少？                 _______元 

C9. 贵村男性通常从事哪种非农业类工作？        _______ 

C10. 从事这类工作的男性的日工资为多少？                                 元 

C11. 贵村女性通常从事哪种非农业工作？    _______ 

C12. 从事这类工作的女性的日工资为多少?                            元 

C13. 贵村男性居民体力劳动的平均日工资为多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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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贵村女性居民体力劳动的平均日工资为多少？     ______元 

C15. 与三年前相比，贵村农户从信用社获得贷款的情况如何？   

        1.很难     2.较难     3.一样     4.较容易     5.很容易 

C16. 贵村农户是否有可以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来支付学费吗？           1. 否            2. 是 

C17. 贵村在 2014 年从信用社获得贷款的农户占贵村总农户数的比例是多少？             % 

 

 

D.文化教育设施 

D1. 贵村有幼儿园吗?           1.  没有 （跳至 D3） 2.有 

       a. 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     1. 公立幼儿园        2. 私立幼儿园 

D2. 贵村儿童上幼儿园的情况. 

 a. 贵村儿童

通常会上多

少年的幼儿

园? 

b. 贵村过去一年

(2014-2015)幼儿园

的入园率是多少?

（％） 

c. 对于入幼儿园的儿童是

否收费？ 

1 否 (跳至 D3) 

2 是 

d. 扣除伙食费用,

幼儿园每学期的

学费是多少元？ 

幼儿园     

 

D3. 贵村有学前班吗?   1.  没有（跳至 D5） 2.  有     

D4. 贵村儿童上学前班的情况： 

 a. 贵村是由

小学主办或

兼管学前班

吗？ 

1. 否 

2. 是 

b. 贵村儿

童通常上

几年的学

前班? 

c. 贵村过去一

年(2014-2015)

学前班的入学

率是多少？

（％） 

d. 对于入学学前班的

儿童是否收费？ 

1 否 

2 是 

 

e. 扣除伙食费

用,学前班每学

期的学费是多

少元? 

学前班      

 

D5. 贵村现在有没有完整的小学（一年级到五/六年级）?    1.  没有    2. 有(跳至 D7)                                 

D6. 离贵村最近的完整的小学有多少公里？              _____公里  

D7. 最近的初中距离村委会有多远?                            _____公里 

D8. 距离村委会最近的初中在哪里？  

        1.本乡   2.其他乡    3.县城 4.其他（请注明）：_________ 

D9. 从 2007 年以来，这所初中一直是离贵村最近的初中吗？1. 不是   2.是（跳到 D12）  

D10. 哪一年发生的变化？    _________年 

D11. 变化之前，最近的初中离村委会有多远？ _________公里       

D12. 距离村委会最近的高中在哪里？ 

         1. 本乡   2. 其他乡    3.县城 4.其他（请注明）：_________ 

D13. 最近的高中距离村委会有多远? _________公里 

D14. 从 2007 年以来，这所高中一直是离贵村子最近的高中吗？ 

         1.不是    2.是（跳到 D17） 

D15. 这所高中在哪一年成为离贵村最近的高中？    _________年  

D16. 在这个变化之前，最近的高中离村委会有多远？ _______公里       

D17. 在多大程度上贵村村民用他们自己的钱来提高学校质量？ 

         1.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钱                2.他们花费了一些钱   

         3.他们花费了很少的钱                4.他们没用他们自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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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有关贵村近年儿童上学情况的问题。请回答所有问题 ［如果答案为 0，请在相应地

方填入 0。］ 

D18.  一般情况下，贵村儿童几周岁开始上小学？_________岁 

D19. 贵村有没有不能上完小学的孩子？ 1.  没有（跳到 D24） 2.  有      

D20. 贵村有百分之多少的男孩子不能上完小学？                       _______            

D21. 贵村有百分之多少的女孩子不能上完小学？                       _____ % 

D22. 下面选项是不是这些孩子不能上完小学的原因？ 

          a.学费或花费太高                   1. 否   2. 是 

          b.学校质量差                         1. 否   2. 是 

          c.学校太远                              1. 否   2. 是   

          d.需要在家干活                                   1. 否   2. 是 

          e.学校已满员                         1. 否   2. 是 

          f.孩子不想上学                       1. 否   2. 是   

          g.父母不愿意                         1. 否   2. 是 

          h.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                    1. 否   2. 是 

          i.如有其他原因，请说明 (                  ) 

D23. 根据上一题的原因，请依序列出你认为这些孩子不能上小学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用字母表示）。 

a. (                      )         b. (                      )        c. (                      ) 

D24. 在贵村近年的小学毕业生中，有没有不能上完初中的？   1. 没有（跳到 E1） 2. 有 

D25. 在贵村近年的男性小学毕业生中，有百分之多少能上完初中？             % 

D26. 在贵村近年的女性小学毕业生中，有百分之多少能上完初中？             % 

D27. 以下有没有这些孩子不能上完初中的原因？         

             a.学费或花费太高                         1. 否  2. 是   

b.学校质量差                     1. 否  2. 是 

c.学校太远                          1. 否  2. 是   

d.需要在家干活                   1. 否  2. 是 

e.学校已满员                     1. 否  2. 是 

f.孩子不想上学                   1. 否  2. 是  

g.父母不愿意                     1. 否  2. 是 

h.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                1. 否  2. 是 

i.如有其他原因，请说明 (                  )

D28. 根据上一题，请依序列出你认为这些孩子不能上初中的三个主要因素。 

a. (                      )         b. (                      )        c. (                      ) 

 

 

E. 贵村青年人的婚姻状况： 

E1. 贵村有多少女性在 20至 30 周岁之间？_________人 

E2. 在贵村 20 至 30 周岁的女性之中，有多少人结过婚？_________人 

E3. 贵村有多少女性在 31至 35 周岁之间？_________人 

E4. 在贵村 31 至 35 周岁的女性之中，有多少人结过婚？_________人 

E5. 贵村有多少男性在 22至 30 周岁之间？_________人 

E6. 在贵村 22 至 30 周岁的男性之中，有多少人结过婚？_________人 

E7. 贵村有多少男性在 31至 35 周岁之间？_________人 

E8. 在贵村 31 至 35 周岁的男性之中，有多少人结过婚？_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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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村卫生设施 

F1. 贵村有没有诊所?       1.没有       2.有(跳至 F3) 

F2. 离贵村最近的村诊所有多远?                         公里 

F3. 贵村村诊所或最近的村诊所有多少个？                                                   所

F4. 贵村村诊所或最近的村诊所有几位医生？                                                人 

F5. 贵村村诊所或最近的村诊所有几位医务护理人员？.                               位 

F6. 贵村村诊所或最近的村诊所有几位接生婆？                                          位 

F7. 贵村村诊所或最近的村诊所有几个床位？                                                     

F8. 贵村的村民需要看病时，他们经常去什么地方？   

1. 村诊所     

2. 其他村诊        

3. 县级医院 

4. 乡镇卫生院 

5. 附近的药店 

6. 市级医院          

 

                  

         F9. 你认为贵村村诊所(或最近的村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怎么样?  

               1.  不好      2.  一般      3.  比较好      4. 非常好 

            

 G.贵村社会变迁史 

G1. 贵村最近一次的村长选举是在哪一年？                     ______年 

G2. 在贵村最近一次的村长选举中，一共有多少候选人？（包括初步候选人） ____个 

G3. 在贵村最近一次的村支书选举中，候选人是否由村民推荐？     1.否   2.是 

G4. 贵村的村委会有几个成员？                               ______人 

G5. 贵村的村委会最近一年开了几次会？                                                         ______次 

G6. 村长与支书的基本情况： 

 a. 他/她姓

什么？ 

b. 文化程度 

0. 未上过学 

1. 未读完小学但能读写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中专/技校/职高 

6. 大专/高职高专 

7. 大学本科 

8.硕士 

9.博士 

c. 民族 d. 年龄 e. 从哪年开

始任职的？ 

a.村长      

b.支书      

 

 

 

H.本村的养老政策改革 

 

H1. 贵村在哪一年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                _______年 

H2. 当时贵村新农合每人每年个人缴费多少元？                  _______年 

H3. 现在贵村新农合每人每年个人缴费多少元？                  _______年 

H4. 贵村有百分之多少的户籍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_______％ 

H5. 贵村村里面有多少 60 岁以上的老人？ 

H6. 贵村有没有村民活动中心？ 1. 没有 2.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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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贵村有没有为老人组织活动（如：广场舞）？ 1. 没有      2. 有 

H8. 贵村组织的老年活动多久几次？ 

       1. 一个月一次     2. 三个月一次     3. 半年一次     4. 一年一次， 

H9. 在这些老人中， 有多少人是留守老人（孩子常年住在外地）？ 

H10. 贵村有没有人住在养老院？ 

       1. 没有（跳至 H12）  

       2. 有： 从哪一年开始贵村有老人开始住进养老院？ _______年 

H11. 这家养老院属于下列哪种性质？  

       1. 政府开办的公办养老院      2. 贵村开办的集体养老院   

       3.私人开办的养老院               4.其他性质（请注明）_________ 

H12. 贵村有没有实施过老的社会养老保险项目（指 2008 年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 

         1. 没有  

         2. 有：_________年至_________年 

H13. 参加该养老保险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参保或领取养老金？_________人 

H14. 贵村有没有实施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 

          1. 没有 (问卷到这里结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2. 有 

H15. 贵村实施的新农保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H16. a. 现在有多少人参保？ _________人；b. 有多少人领取养老金？_________人 

H17. 养老保险的平均缴费额是多少元？ 平均_________元／人／年 

H18. 每月基础养老金有多少钱？ _________元／人／月 

 

问卷到这里结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