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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14 年度调查问卷(社区问卷)

1. 村/居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村/居全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级市/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级市/区/县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镇/街道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村/居委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社区的城乡属性:

1.城市(居委会/社区)

2.农村(村委会)

4. 访问员（签名）
：____________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

5. 督导审核（签名）
：__________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地方终审（签名）
：__________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

2014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关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说明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
，是一个全
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群的社会、经济背
景数据，掌握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评估各项社会政策措施在提高老年人
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理论和事实依据。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2014 年对全国
各地数百个社区和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经过严格的科学抽样，我们选中了贵村/居委会
作为调查对象。您的合作对于我们了解老年人有关情况和制定养老相关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请您依据实际情况回答访问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因此而对您的生活和
工作造成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请您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对于您的回答，我们将按照《统计法》的规定，严格保密，并且只用于统计分析，请您不要
有任何顾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一章第九条，我们会对您提供的所有信息绝对保
密。我们在以后的科学研究、政策分析以及观点评论中发布的是大量问卷的信息汇总，而不是您
村/居委会的具体信息，不会造成您个人和村/居委会信息的泄漏。请您放心。

在_______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________________（合
作单位名称）联合进行。我们所有访问员和督导员都佩戴有中国人民大学或______________（合
作单位名称）核发的证件，如果您对调查员的身份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01062510663-1022 进行核查。

希望您协助我们完成这次访问，谢谢您的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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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记 录 当 前 时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
村/居委会基本情况
1. 您村/居现在叫居委会还是村委会？
居委会 ................................ 1
村委会 ................................ 2
2. 您村/居委会（社区）所在地属于：
城区 ..................................
郊区（城乡结合部） ....................
镇 ....................................
农村 ..................................

1
2
3
4

3. 您村/居委会（社区）家庭做饭用水的最主要水源是：
江、河、湖、溪、泉水 ..................
井水 ..................................
自来水 ................................
矿泉水、纯净水 ........................
雨水 ..................................
窖水 ..................................
池塘水 ................................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 .............

1
2
3
4
5
6
7
8

4. 您村/居委会（社区）家庭做饭用的最主要燃料是：
柴草 ..................................
煤炭 ..................................
煤气（液化气）
、天然气 .................
太阳能 ................................
沼气 ..................................
电 ....................................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 .............

1
2
3
4
5
6
7

5. 您村/居委会（社区）辖区内是否有以下场所、机构或设施?

场所、机构或者设施

有

没有

1. 便利店（小商店/小卖部）

1

2

2. 超级市场

1

2

3. 百货商场

1

2

4. 农贸市场

1

2

5. 银行/信用社

1

2

6. 社区（村）医院/医疗服务站/卫生室/诊所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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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机构或者设施

有

没有

7. 幼儿园

1

2

8. 小学

1

2

9. 体育健身场所

1

2

10. 老年活动室

1

2

11. 图书室（馆）

1

2

12. 公园

1

2

13. 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1

2

14. 养/敬老院

1

2

6. 您村/居委会（社区）辖区的行政面积是：[__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里
7. 您村/居委会（社区）去年年末有多少户？[____|____|____|____|____]户
8. 您村/居委会（社区）去年年末有多少人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其中，户籍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常住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外来流动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9. 您村/居委会（社区）去年年末，常住人口的结构：
女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15岁及以下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60岁及以上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70岁及以上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80岁及以上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100岁及以上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10. 您村/居委会（社区）是否是少数民族聚集区？
是，请说明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____________________] ......... 1
不是 .................................. 2
11. 您村/居委会（社区）去年年末有多少低保家庭户？[____|____|____|____|____]户
12. 您村/居委会（社区）去年年末低保户的实际保障标准是：
每人每月[____|____|____|____]元
13. 您村/居委会（社区）去年年末有多少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口？[____|____|____|____]人
其中，户籍人口：[____|____|____|____]人常住人口：[____|____|____|____]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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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据您所知，您这里目前鸡蛋的价格大约是：

[____|____·____]元/斤

西红柿的价格大约是：

[____|____·____]元/斤

主要消费的肉类是什么:___________肉，一般价格在 [____|____·____]元/斤
15. 您村/居委会（社区）目前有多少专职工作人员？
聘用工作人员[____|____]人

[____|____]人

专职社工[____|____]人

16. 从村/居委会（社区）的办公地点出发，离以下最近的设施和机构有多远？
设施和机构

距离（999.在辖区内）

1. 最近的小学

[____|____|____]公里

2. 最近的初中

[____|____|____]公里

3. 最近的高中

[____|____|____]公里

4. 最近的医院/卫生院

[____|____|____]公里

5. 最近的百货商场

[____|____|____]公里

6. 最近的邮局

[____|____|____]公里

7. 最近的银行/信用社

[____|____|____]公里

8. 最近的公共汽车站

[____|____|____]公里

9. 最近的长途汽车站

[____|____|____]公里

10. 最近的火车站

[____|____|____]公里

11. 最近的养/敬老院

[____|____|____]公里

17. 您村/居委会（社区）是哪一年成立的？[____|____|____|____]年
18. 您村/居委会（社区）最近一次村/居委会（社区）选举是哪一年？

[____|____|____|____]年9997．没有举行过选举→跳问20题
19. 在这次选举中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是多少？[____|____|____]%
20. 您村/居委会（社区）以下事件发生在哪一年？
1. 通电

[___|___|___|___]年

2. 通邮

[___|___|___|___]年

3. 通公路

[___|___|___|___]年

4. 通互联网

[___|___|___|___]年

5. 通电话

[___|___|___|___]年

6. 通广播

[___|___|___|___]年

7. 通有线/卫星电视

[___|___|___|___]年

8. 通自来水

[___|___|___|___]年

9. 实施村/居直选

[___|___|___|___]年

10. 包产到户

[___|___|___|___]年

11. 村改居

[___|___|___|___]年

1978. 在1978年以前9996.目前还没有9998. 不知道9999. 拒绝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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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您村/居委会（社区）是否有以下组织？
有

没有

1. 物业管理公司

1

2

2. 业主委员会

1

2

3. 居（村）民志愿者组织

1

2

4. 农业协会（互助组）

1

2

5. 居（村）民文体组织

1

2

22. 在您村/居委会（社区）备案的社区民间组织有

[____|____]个

其中：组织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拨款的有

[____|____]个

组织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成员缴纳会费的有

[____|____]个

组织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组织的营业性收入的有

[____|____]个

组织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向个人或社会筹款（公募/私募）的有

[____|____]个

村委会基本情况【访员注意：这一部分问题只需要问村委会】
23. 您村委会所在地在地理上属于：
丘陵山区 ..............................
山区 ..................................
高原 ..................................
平原 ..................................
草原 ..................................
岛屿 ..................................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 .............

1
2
3
4
5
6
7

24. 您村委会所在地距最近集镇的距离是：[____|____|____|____]公里
25. 您村委会所在地距最近县城（市区）的距离是：[____|____|____|____]公里
26. 您村委会所在地是否属于矿产资源区？
是 .................................... 1
否 .................................... 2
27. 您村委会所在地是否属于风景区？
是 .................................... 1
否 .................................... 2
28. 您村委会所在地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
是 .................................... 1
否 .................................... 2
29. 您村有几个大姓？[____|____|____]个
没有明显的大姓请填000→跳问31（第5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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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您村最大姓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____|____·____]％
31. 您村人均耕地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亩/人
32. 您村人均山地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亩/人
33. 您村人均林地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亩/人
34. 您村人均水面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亩/人
35. 您村人均牧场面积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亩/人
36. 您村从事农业（包括农林牧渔）劳动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____|____]%
其中，女性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为：[____|____]%
37. 您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____|____]%
38. 您村去年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总产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万元
39. 您村去年的非农业总产值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万元
40. 您村去年的人均年收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41. 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是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_]人

42. 您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是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_]人
43. 您村现有几个村办集体企业？[____|____|____] 个
去年的总产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元
44. 您村现有几个私营企业？[____|____|____] 个
45. 您村委会去年的村级经济总收入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元
46. 您村委会去年的村级总支出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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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基本信息
47. 您在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的职务是？
主任（主席/村长） ..................... 1
书记 .................................. 2
其他或工作人员（请注明____________） .. 3
48.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私塾 .................................
小学 .................................
初中 .................................
普通高中 .............................
职业高中/中专/技校 ...................
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
研究生及以上 .........................
其他（请注明：
）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49.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
共产党员 ..............................
民主党派 ..............................
共青团员 ..............................
群众 ..................................

1
2
3
4

50. 您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 您的手机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固话：[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您的通讯地址：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县级市/区/县_______乡/镇/街道

_____________居/村委会__________门牌号/村组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 您的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 您村委会/居委会的联系电话：
固话：[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 记 录 当 前 时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