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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变量列表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封页 
id 1 问卷编号 
province 2.1 采访地点：省/直辖市 
county 2.3 采访地点：县/县级市/(市的)区 
township 2.4 采访地点：街道/镇 
neighbcm 2.5 采访地点：居委会 
commtype 3 被访者居住的社区类型 
sitetype 4 调查所在地属于 
   
A. 住户成员 
sex A2(1) 被访者性别 
birth A3(1) 被访者出生年份 
ethnic A4(1) 被访者民族 
hktype A5(1) 被访者户口性质 
hksite A6(1) 被访者常住户口所在地 
act A7(1) 被访者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mploy A8(1) 被访者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f_sex A2(2) 被访者父亲性别 
f_birth A3(2) 被访者父亲出生年份 
f_ethnic A4(2) 被访者父亲民族 
f_hktype A5(2) 被访者父亲户口性质 
f_hksite A6(2) 被访者父亲常住户口所在地 
f_act A7(2) 被访者父亲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f_employ A8(2) 被访者父亲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f_livehh A9(2) 被访者父亲是否居住在本户中 
m_sex A2(3) 被访者母亲性别 
m_birth A3(3) 被访者母亲出生年份 
m_ethnic A4(3) 被访者母亲民族 
m_hktype A5(3) 被访者母亲户口性质 
m_hksite A6(3) 被访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 
m_act A7(3) 被访者母亲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m_employ A8(3) 被访者母亲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m_livehh A9(3) 被访者母亲是否居住在本户中 
s_sex A2(4) 被访者配偶性别 
s_birth A3(4) 被访者配偶出生年份 
s_ethnic A4(4) 被访者配偶民族 
s_hktype A5(4) 被访者配偶户口性质 
s_hksite A6(4) 被访者配偶常住户口所在地 
s_act A7(4) 被访者配偶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s_employ A8(4) 被访者配偶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s_livehh A9(4) 被访者配偶是否是居住在本户中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relat05 A1(5) 家庭第 5 人：与被访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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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05 A2(5) 家庭第 5 人：性别 
birth05 A3(5) 家庭第 5 人：出生年份 
ethnic05 A4(5) 家庭第 5 人：民族 
hktype05 A5(5) 家庭第 5 人：户口性质 
hksite05 A6(5) 家庭第 5 人：常住户口所在地 
act05 A7(5) 家庭第 5 人：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mploy05 A8(5) 家庭第 5 人：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relat06 A1(6) 家庭第 6 人：与被访者关系 
sex06 A2(6) 家庭第 6 人：性别 
birth06 A3(6) 家庭第 6 人：出生年份 
ethnic06 A4(6) 家庭第 6 人：民族 
hktype06 A5(6) 家庭第 6 人：户口性质 
hksite06 A6(6) 家庭第 6 人：常住户口所在地 
actvty06 A7(6) 家庭第 6 人：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mploy06 A8(6) 家庭第 6 人：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relat07 A1(7) 家庭第 7 人：与被访者关系 
sex07 A2(7) 家庭第 7 人：性别 
birth07 A3(7) 家庭第 7 人：出生年份 
ethnic07 A4(7) 家庭第 7 人：民族 
hktype07 A5(7) 家庭第 7 人：常住户口性质 
hksite07 A6(7) 家庭第 7 人：户口所在地 
act07 A7(7) 家庭第 7 人：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mploy07 A8(7) 家庭第 7 人：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relat08 A1(8) 家庭第 8 人：与被访者关系 
gender08 A2(8) 家庭第 8 人：性别 
yrborn08 A3(8) 家庭第 8 人：出生年份 
ethnic08 A4(8) 家庭第 8 人：民族 
hktype08 A5(8) 家庭第 8 人：户口性质 
hksite08 A6(8) 家庭第 8 人：常住户口所在地 
actvty08 A7(8) 家庭第 8 人：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mploy08 A8(8) 家庭第 8 人：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relat09 A1(9) 家庭第 9 人：与被访者关系 
sex09 A2(9) 家庭第 9 人：性别 
birth09 A3(9) 家庭第 9 人：出生年份 
ethnic09 A4(9) 家庭第 9 人：民族 
hktype09 A5(9) 家庭第 9 人：户口性质 
hksite09 A6(9) 家庭第 9 人：常住户口所在地 
act09 A7(9) 家庭第 9 人：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mploy09 A8(9) 家庭第 9 人：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relat10 A1(10) 家庭第 10 人：与被访者关系 
sex10 A2(10) 家庭第 10 人：性别 
birth10 A3(10) 家庭第 10 人：出生年份 
ethnic10 A4(10) 家庭第 10 人：民族 
hktype10 A5(10) 家庭第 10 人：户口性质 
hksite10 A6(10) 家庭第 10 人：常住户口所在地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act10 A7(10) 家庭第 10 人：目前主要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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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10 A8(10) 家庭第 10 人：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B. 个人基本情况 
marital B1 您的婚姻状况是 
yrwed B2 您结婚的时间是哪一年（指初婚时间） 
educ B3 您的教育程度： 
appparty B4a(1) 您是否申请过共产党 
party B4a(2) 您是否加入过共产党 
yrparty B4a(3) 您加入共产党的年份是 
appdemoc B4b(1) 您是否申请过民主党派 
democ B4b(2) 您是否加入过民主党派 
yrdemoc B4b(3) 您加入民主党派的年份是 
wkhrs B5 您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大约是 
frqcustm B6a 在工作中，您与顾客/服务对象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clint B6b 在工作中，您与客户/供应商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visit B6c 在工作中，您与各种来客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upper B6d 在工作中，您与上级领导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lower B6e 在工作中，您与下级同事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same B6f 在工作中，您与平级同事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updep B6g 在工作中，您与上级部门/单位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lwdep B6h 在工作中，您与下级部门/单位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frqothr B6i 在工作中，您与其他单位打交道的频繁程度是 
yrwkunit B7a 您单位或公司成立的时间是 
industry B7b 您单位或公司所属行业 
noemp B7c 您单位现有干部、职工的总人数大约是 
pubmed B8a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公费医疗 
basicmed B8b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基本医疗保险 
supplmed B8c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补充医疗保险 
basicold B8d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基本养老保险 
supplold B8e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补充养老保险 
unempins B8f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失业保险 
housing B8g 您所在单位/公司是否为您提供住房或补贴 
othrjob B9 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主要职业以外，您还从事其他有收入的工作的个数 
incmonth B10a 上个月,您个人所获得的总收入是 
incyear B10b  2002 年全年的总收入是 
satisjob B11 总的来说，您对目前的工作是否满意 
   
C. 户口变动 
hkmig C1a(1) 到目前为止，被访者经历过几次户口迁移 
r2u C1b(1) 被访人是否经历过“农转非” 
rsnr2u C1c(1) 被访人“农转非”的原因 
f_hkmig C1a(2) 到目前为止，被访者父亲经历过几次户口迁移 
f_r2u C1b(2) 被访者父亲是否经历过“农转非” 
f_rsnr2u C1c(2) 被访者父亲“农转非”的原因 
m_hkmig C1a(3) 到目前为止，被访者母亲经历过几次户口迁移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m_r2u C1b(3) 被访者母亲是否经历过“农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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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rsnr2u C1c(3) 被访者母亲“农转非”的原因 
s_hkmig C1a(4) 到目前为止，被访者配偶经历过几次户口迁移 
s_r2u C1b(4) 被访者配偶是否经历过“农转非” 
s_rsnr2u C1c(4) 被访者配偶“农转非”的原因 
yrmig1 C2a(1) 您本人的户口第 1 次“异地迁移”的时间 
outmig1 C2b(1) 您本人的户口第 1 次“异地迁移”迁出地社区属于 
inmig1 C2c(1) 您本人的户口第 1 次“异地迁移”迁入地社区属于 
rsnmig1 C2d(1) 您本人的户口第 1 次“异地迁移”原因 
yrmig2 C2a(2) 您本人的户口第 2 次“异地迁移”的时间 
outmig2 C2b(2) 您本人的户口第 2 次“异地迁移”迁出地社区属于 
inmig2 C2c(2) 您本人的户口第 2 次“异地迁移”迁入地社区属于 
rsnmig2 C2d(2) 您本人的户口第 2 次“异地迁移”原因 
yrmig3 C2a(3) 您本人的户口第 3 次“异地迁移”的时间 
outmig3 C2b(3) 您本人的户口第 3 次“异地迁移”迁出地社区属于 
inmig3 C2c(3) 您本人的户口第 3 次“异地迁移”迁入地社区属于 
rsnmig3 C2d(3) 您本人的户口第 3 次“异地迁移”原因 
yrmig4 C2a(4) 您本人的户口第 4 次“异地迁移”的时间 
outmig4 C2b(4) 您本人的户口第 4 次“异地迁移”迁出地社区属于 
inmig4 C2c(4) 您本人的户口第 4 次“异地迁移”迁入地社区属于 
rsnmig4 C2d(4) 您本人的户口第 4 次“异地迁移”原因 
yrmig5 C2a(5) 您本人的户口第 5 次“异地迁移”的时间 
outmig5 C2b(5) 您本人的户口第 5 次“异地迁移”迁出地社区属于 
inmig5 C2c(5) 您本人的户口第 5 次“异地迁移”迁入地社区属于 
rsnmig5 C2d(5) 您本人的户口第 5 次“异地迁移”原因 
   
D. 家庭情况 
f_educ D1a(1) 被访者 18 岁时父亲的教育程度 
f_poltc D1b(1) 被访者 18 岁时父亲的政治面貌 
cco2k_f D1c(1) 被访者 18 岁时父亲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f_wkunit D1d(1) 被访者 18 岁时父亲的工作单位性质 
f_unitrk D1e(1) 被访者 18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的主管部门的级别 
m_educ D1a(2) 被访者 18 岁时母亲的教育程度 
m_poltc D1b(2) 被访者 18 岁时母亲的政治面貌 
cco2k_m D1c(2) 被访者 18 岁时母亲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m_unit D1d(2) 被访者 18 岁时母亲工作单位性质 
m_unitrk D1e(2) 被访者 18 岁时母亲工作单位的主管部门的级别 
s_educ D1a(3) 被访者配偶的教育程度 
s_poltc D1b(3) 被访者配偶的政治面貌 
cco2k_s D1c(3) 被访者配偶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s_unit D1d(3) 被访者配偶的工作单位性质 
s_unitrk D1e(3) 被访者配偶工作单位的主管部门的级别 
hhtype D1f 被访者的家庭类型 
hsowner D2 您现住房的产权和租赁情况是 
whoownhs D3 您现在住房的房产证或购房、租赁合同在谁的名下 
yrhs D4a 现住房大约建于哪个年代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floorsq D4b(1) 现住房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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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blesq D4b(2) 现住房的使用面积 
bedrm D4b(3) 现住房室的个数 
sitrm D4b(4) 现住房厅的个数 
bathrm D4b(5) 现住房卫生间的个数 
valuehs D4c 按当地现在的市场行情，请估计下现住房大约值多少 
othrhs D5 除了现住房外，您家在别处还拥有几处具有部分或全部产权的住房 
othrhssq D6 其他各处住房的建筑面积共有多少平方米 
othrhsvl D7 按当地的市场行情，其他各处住房大约共值多少元 
hhsize D8 您家共有几口人 
hhyrinc D9  2002 全年家庭各种收入总和 
basicexp D10a 您家每月基本生活费大约是多少元 
medexpyr D10b 您家去年全年医疗费大约是多少元 
notv D11(1) 您家拥有的下列各项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彩电数量 
noaircon D11(2) 您家拥有的下列各项耐用消费品的数量：空调数量 
novideoc D11(3) 您家拥有的下列各项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摄像机数量 
nocomput D11(4) 您家拥有的下列各项耐用消费品的数量：计算机数量 
nocar D11(5) 您家拥有的下列各项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家用轿车数量 
nopiano D11(6) 您家拥有的下列各项耐用消费品的数量：钢琴数量 
soelvl D12 按 2002 年的收支情况，您家的生活水平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classyn D13(1) 您是否认为，根据一般的家庭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可以划分为“1.上层、

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等几个阶层 
class D13(2) 您家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schyn D14(1) 在 近 10 年中，您的直系亲属中是否有人在上学 
sponsyn D14(2) 除了国家或地方统一规定的学费以外，您家是否为他们的上学交过赞助费/自费

或择校费 
feeyr1 D14a(1) 第 1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时间 
schrel1 D14b(1) 第 1 次：交赞助费的上学者与被访者关系 
schlvl1 D14c(1) 第 1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上学者的教育阶段 
schtype1 D14d(1) 第 1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学校类型 
rsnsch1 D14e(1) 第 1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原因 
fee1 D14f(1) 第 1 次：上学赞助费数额 
feeyr2 D14a(2) 第 2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时间 
schrel2 D14b(2) 第 2 次：交赞助费的上学者与被访者关系 
schlvl2 D14c(2) 第 2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上学者的教育阶段 
schtype2 D14d(2) 第 2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学校类型 
rsnsch2 D14e(2) 第 2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原因 
fee2 D14f(2) 第 2 次：上学赞助费数额 
feeyr3 D14a(3) 第 3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时间 
schrel3 D14b(3) 第 3 次：交赞助费的上学者与被访者关系 
schlvl3 D14c(3) 第 3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上学者的教育阶段 
schtype3 D14d(3) 第 3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学校类型 
rsnsch3 D14e(3) 第 3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原因 
fee3 D14f(3) 第 3 次：上学赞助费数额 
feeyr4 D14a(4) 第 4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时间 
schrel4 D14b(4) 第 4 次：交赞助费的上学者与被访者关系 
schlvl4 D14c(4) 第 4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上学者的教育阶段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schtype4 D14d(4) 第 4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学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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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nsch4 D14e(4) 第 4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原因 
fee4 D14f(4) 第 4 次：上学赞助费数额 
feeyr5 D14a(5) 第 5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时间 
schrel5 D14b(5) 第 5 次：交赞助费的上学者与被访者关系 
schlvl5 D14c(5) 第 5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上学者的教育阶段 
schtype5 D14d(5) 第 5 次：交上学赞助费的学校类型 
rsnsch5 D14e(5) 第 5 次：上学赞助费交费原因 
fee5 D14f(5) 第 5 次：上学赞助费数额 
   
E. 社会交往 
nodn E1 被访者提出的交往对象全部人名的数目 
dntopic1 E1a(1) 交往第一人：您与他主要讨论哪方面问题 
dnwho1 E1b(1) 交往第一人：他是您的什么人 
dnsex1 E1c(1) 交往第一人：他的性别 
dnage1 E1d(1) 交往第一人：他的年龄 
dneduc1 E1e(1) 交往第一人：他的教育程度 
cco2k_a E1f(1) 交往第一人：他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dnunit1 E1g(1) 交往第一人：他的工作单位/公司性质 
dnmanag1 E1h(1) 交往第一人：他在工作中承担的管理工作的级别 
dnfrq1 E1i(1) 交往第一人：在过去半年内与他聊天或娱乐的频繁程度 
dntopic2 E1a(2) 交往第二人：您与他主要讨论哪方面问题 
dnwho2 E1b(2) 交往第二人：他是您的什么人 
dnsex2 E1c(2) 交往第二人：他的性别 
dnage2 E1d(2) 交往第二人：他的年龄 
dneduc2 E1e(2) 交往第二人：他的教育程度 
cco2k_b E1f(2) 交往第二人：他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dnunit2 E1g(2) 交往第二人：他的工作单位/公司性质 
dnmanag2 E1h(2) 交往第二人：他在工作中承担的管理工作的级别 
dnfrq2 E1i(2) 交往第二人：在过去半年内与他聊天或娱乐的频繁程度 
dntopic3 E1a(3) 交往第三人：您与他主要讨论哪方面问题 
dnwho3 E1b(3) 交往第三人：他是您的什么人 
dnsex3 E1c(3) 交往第三人：他的性别 
dnage3 E1d(3) 交往第三人：他的年龄 
dneduc3 E1e(3) 交往第三人：他的教育程度 
cco2k_c E1f(3) 交往第三人：他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dnunit3 E1g(3) 交往第三人：他的工作单位/公司性质 
dnmanag3 E1h(3) 交往第三人：他在工作中承担的管理工作的级别 
dnfrq3 E1i(3) 交往第三人：在过去半年内与他聊天或娱乐的频繁程度 
dntopic4 E1a(4) 交往第四人：您与他主要讨论哪方面问题 
dnwho4 E1b(4) 交往第四人：他是您的什么人 
dnsex4 E1c(4) 交往第四人：他的性别 
dnage4 E1d(4) 交往第四人：他的年龄 
dneduc4 E1e(4) 交往第四人：他的教育程度 
cco2k_d E1f(4) 交往第四人：他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dnunit4 E1g(4) 交往第四人：他的工作单位/公司性质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dnmanag4 E1h(4) 交往第四人：他在工作中承担的管理工作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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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frq4 E1i(4) 交往第四人：在过去半年内与他聊天或娱乐的频繁程度 
dntopic5 E1a(5) 交往第五人：您与他主要讨论哪方面问题 
dnwho5 E1b(5) 交往第五人：他是您的什么人 
dnsex5 E1c(5) 交往第五人：他的性别 
dnage5 E1d(5) 交往第五人：他的年龄 
dneduc5 E1e(5) 交往第五人：他的教育程度 
cco2k_c E1f(5) 交往第五人：他的职业(2000 年 CSCO 编码) 
dnunit5 E1g(5) 交往第五人：他的工作单位/公司性质 
dnmanag5 E1h(5) 交往第五人：他在工作中承担的管理工作的级别 
dnfrq5 E1i(5) 交往第五人：在过去半年内与他聊天或娱乐的频繁程度 
acqu01 E2(01) 本人与第一人相熟程度 
acqu02 E2(02) 本人与第二人相熟程度 
acqu12 E2(12) 第一人与第二人相熟程度 
acqu03 E2(03) 本人与第三人相熟程度 
acqu13 E2(13) 第一人与第三人相熟程度 
acqu23 E2(23) 第二人与第三人相熟程度 
acqu04 E2(04) 本人与第四人相熟程度 
acqu14 E2(14) 第一人与第四人相熟程度 
acqu24 E2(24) 第二人与第四人相熟程度 
acqu34 E2(34) 第三人与第四人相熟程度 
acqu05 E2(05) 本人与第五人相熟程度 
acqu15 E2(15) 第一人与第五人相熟程度 
acqu25 E2(25) 第二人与第五人相熟程度 
acqu35 E2(35) 第三人与第五人相熟程度 
acqu45 E2(45) 第四人与第五人相熟程度 
relative E3(1) 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大概有多少人 
friend E3(2) 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密朋友大概有多少人 
others E3(3) 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 
gnwrker E4a(1)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产业工人 
gncollege E4a(2)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大学教师 
gnmidsch E4a(3)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中小学教师 
gndoctor E4a(4)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医生 
gnnurse E4a(5)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护士 
gncooker E4a(6)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厨师、炊事员 
gnwaiter E4a(7)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饭店餐馆服务员 
gnsales E4a(8)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营销人员 
gnjoblss E4a(9)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无业人员 
gnscient E4a(10)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科学研究人员 
gnlegal E4a(11)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法律工作人员 
gneconom E4a(12)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经济业务人员 
gnclerk E4a(13)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行政办事人员 
gnengnr E4a(14)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工程技术人员 
gngovoff E4a(15)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政府机关负责人 
gnptyoff E4a(16)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党群组织负责人 
gnhead E4a(17)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gnnanny E4a(18) 春节拜年者中是否有家庭保姆、计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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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govorg E4b(1)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党政机关 
gnindsoe E4b(2)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国有企业 
gnindsoi E4b(3)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国有事业单位 
gnindcoe E4b(4)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集体企事业单位 
gnindioe E4b(5)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个体经营单位 
gnindpe E4b(6)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私营/民营企事业单位 
gnindfie E4b(7)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三资企业 
gnindoth E4b(8) 春节拜年者中单位是否有其它类型 
   
F. 教育经历 
sstart01 F1a(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开始年 
send01 F1b(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结束年 
educ01 F1c(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1 F1d(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1 F1e(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1 F1f(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1 F1g(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1 F1h(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1 F1i(1) 受教育的第 1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2 F1a(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开始年 
send02 F1b(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结束年 
educ02 F1c(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2 F1d(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2 F1e(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2 F1f(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2 F1g(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2 F1h(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2 F1i(2) 受教育的第 2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3 F1a(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开始年 
send03 F1b(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结束年 
educ03 F1c(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3 F1d(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3 F1e(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3 F1f(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3 F1g(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3 F1h(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3 F1i(3) 受教育的第 3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4 F1a(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开始年 
send04 F1b(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结束年 
educ04 F1c(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4 F1d(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4 F1e(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4 F1f(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4 F1g(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4 F1h(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ssite04 F1i(4) 受教育的第 4 阶段：上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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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art05 F1a(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开始年 
send05 F1b(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结束年 
educ05 F1c(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5 F1d(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5 F1e(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5 F1f(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5 F1g(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5 F1h(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5 F1i(5) 受教育的第 5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6 F1a(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开始年 
send06 F1b(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结束年 
educ06 F1c(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6 F1d(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6 F1e(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6 F1f(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6 F1g(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6 F1h(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6 F1i(6) 受教育的第 6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7 F1a(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开始年 
send07 F1b(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结束年 
educ07 F1c(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7 F1d(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7 F1e(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7 F1f(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7 F1g(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7 F1h(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7 F1i(7) 受教育的第 7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8 F1a(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开始年 
send08 F1b(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结束年 
educ08 F1c(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8 F1d(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8 F1e(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8 F1f(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8 F1g(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8 F1h(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8 F1i(8) 受教育的第 8 阶段：上学地点 
sstart09 F1a(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开始年 
send09 F1b(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结束年 
educ09 F1c(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09 F1d(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09 F1e(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09 F1f(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09 F1g(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09 F1h(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09 F1i(9) 受教育的第 9 阶段：上学地点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sstart10 F1a(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开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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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10 F1b(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结束年 
educ10 F1c(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教育程度 
gradu10 F1d(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是否毕业 
major10 F1e(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所学专业 
slevel10 F1f(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学校等级 
onjob10 F1g(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是否在职学习 
tuitn10 F1h(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如果是在职学习，学习费用单位负担的比例为多少 
ssite10 F1i(10) 受教育的第 10 阶段：上学地点 
certifct F2 您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过哪些主要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共多少项 
certyr1 F2a(1) 第 1 项资格证书：获得时间 
certcat1 F2b(1) 第 1 项资格证书：证书名称 
certlvl1 F2c(1) 第 1 项资格证书：证书等级 
certaut1 F2d(1) 第 1 项资格证书：认证机构 
certyr2 F2a(2) 第 2 项资格证书：获得时间 
certcat2 F2b(2) 第 2 项资格证书：证书名称 
certlvl2 F2c(2) 第 2 项资格证书：证书等级 
certaut2 F2d(2) 第 2 项资格证书：认证机构 
certyr3 F2a(3) 第 3 项资格证书：获得时间 
certcat3 F2b(3) 第 3 项资格证书：证书名称 
certlvl3 F2c(3) 第 3 项资格证书：证书等级 
certaut3 F2d(3) 第 3 项资格证书：认证机构 
noptsch F3 您在党校学习的次数 
psstart1 F4a(1) 第一次党校学习:开始年份 
psend1 F4b(1) 第一次党校学习:共学习了多少月 
psrank1 F4c(1) 第一次党校学习:党校级别 
psdiplm1 F4d(1) 第一次党校学习:是否学历教育 
psstart2 F4a(2) 第二次党校学习:开始年份 
psend2 F4b(2) 第二次党校学习:共学习了多少月 
psrank2 F4c(2) 第二次党校学习:党校级别 
psdiplm2 F4d(2) 第二次党校学习:是否学历教育 
psstart3 F4a(3) 第三次党校学习:开始年份 
psend3 F4b(3) 第三次党校学习:共学习了多少月 
psrank3 F4c(3) 第三次党校学习:党校级别 
psdiplm3 F4d(3) 第三次党校学习:是否学历教育 
   
G. 职业经历 
sentdown G1 您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吗 
yrsent G2(1) 您“上山下乡”开始年份 
yrback G2(2) 您“上山下乡”结束年份 
army G3 您是否有过参军入伍的经历 
armyst G4(1) 您在军队时间的开始年份 
armyend G4(2) 您在军队时间的结束年份 
wkbefore G5 您过去是否参加过工作 
ostart01 G6a(1a) 首职：开始年份 
oend01 G6a(1b) 首职：结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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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2k_01 G6c(1) 首职：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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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glvl01 G6d(1) 首职：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1 G6e(1) 首职：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1 G6f(1) 首职：技术职称 
wkunit01 G6g(1) 首职：单位性质 
suplvl01 G6h(1) 首职：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1 G6i(1) 首职：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1 G6j(1) 首职：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ostart02 G6a(2a) 第 2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2 G6a(2b) 第 2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2 G6b(2) 第 2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2 G6c(2) 第 2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2 G6d(2) 第 2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2 G6e(2) 第 2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2 G6f(2) 第 2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2 G6g(2) 第 2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2 G6h(2) 第 2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2 G6i(2) 第 2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2 G6j(2) 第 2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2 G6k(2) 第 2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03 G6a(3a) 第 3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3 G6a(3b) 第 3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3 G6b(3) 第 3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3 G6c(3) 第 3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3 G6d(3) 第 3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3 G6e(3) 第 3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3 G6f(3) 第 3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3 G6g(3) 第 3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3 G6h(3) 第 3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3 G6i(3) 第 3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3 G6j(3) 第 3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3 G6k(3) 第 3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04 G6a(4a) 第 4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4 G6a(4b) 第 4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4 G6b(4) 第 4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4 G6c(4) 第 4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4 G6d(4) 第 4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4 G6e(4) 第 4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4 G6f(4) 第 4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4 G6g(4) 第 4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4 G6h(4) 第 4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4 G6i(4) 第 4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4 G6j(4) 第 4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4 G6k(4) 第 4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05 G6a(5a) 第 5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5 G6a(5b) 第 5 个职业：结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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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sta05 G6b(5) 第 5 个职业：从业状态 



 20

cco2k_05 G6c(5) 第 5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5 G6d(5) 第 5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5 G6e(5) 第 5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5 G6f(5) 第 5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5 G6g(5) 第 5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5 G6h(5) 第 5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5 G6i(5) 第 5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5 G6j(5) 第 5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5 G6k(5) 第 5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06 G6a(6a) 第 6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6 G6a(6b) 第 6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6 G6b(6) 第 6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6 G6c(6) 第 6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6 G6d(6) 第 6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6 G6e(6) 第 6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6 G6f(6) 第 6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6 G6g(6) 第 6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6 G6h(6) 第 6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6 G6i(6) 第 6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6 G6j(6) 第 6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6 G6k(6) 第 6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07 G6a(7a) 第 7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7 G6a(7b) 第 7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7 G6b(7) 第 7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7 G6c(7) 第 7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7 G6d(7) 第 7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7 G6e(7) 第 7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7 G6f(7) 第 7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7 G6g(7) 第 7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7 G6h(7) 第 7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7 G6i(7) 第 7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7 G6j(7) 第 7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7 G6k(7) 第 7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08 G6a(8a) 第 8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08 G6a(8b) 第 8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8 G6b(8) 第 8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8 G6c(8) 第 8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8 G6d(8) 第 8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8 G6e(8) 第 8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8 G6f(8) 第 8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8 G6g(8) 第 8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8 G6h(8) 第 8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8 G6i(8) 第 8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8 G6j(8) 第 8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8 G6k(8) 第 8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ostart09 G6a(9a) 第 9 个职业：开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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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nd09 G6a(9b) 第 9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09 G6b(9) 第 9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09 G6c(9) 第 9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09 G6d(9) 第 9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09 G6e(9) 第 9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09 G6f(9) 第 9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09 G6g(9) 第 9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09 G6h(9) 第 9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09 G6i(9) 第 9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09 G6j(9) 第 9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09 G6k(9) 第 9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10 G6a(10a) 第 10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10 G6a(10b) 第 10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10 G6b(10) 第 10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10 G6c(10) 第 10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10 G6d(10) 第 10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10 G6e(10) 第 10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10 G6f(10) 第 10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10 G6g(10) 第 10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10 G6h(10) 第 10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10 G6i(10) 第 10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10 G6j(10) 第 10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10 G6k(10) 第 10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11 G6a(11a) 第 11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11 G6a(11b) 第 11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11 G6b(11) 第 11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11 G6c(11) 第 11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11 G6d(11) 第 11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11 G6e(11) 第 11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11 G6f(11) 第 11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11 G6g(11) 第 11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11 G6h(11) 第 11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11 G6i(11) 第 11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pubmed11 G6j(11) 第 11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same11 G6k(11) 第 11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ostart12 G6a(12a) 第 12 个职业：开始年份 
oend12 G6a(12b) 第 12 个职业：结束年份 
empsta12 G6b(12) 第 12 个职业：从业状态 
cco2k_12 G6c(12) 第 12 个职业：职业类别(2000 年 CSCO 编码) 
mnglvl12 G6d(12) 第 12 个职业：在工作中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如果承担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级别

adrank12 G6e(12) 第 12 个职业：您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级别 
prof12 G6f(12) 第 12 个职业：技术职称 
wkunit12 G6g(12) 第 12 个职业：单位性质 
suplvl12 G6h(12) 第 12 个职业：工作单位的主管/挂靠部门的级别 
hsing12 G6i(12) 第 12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住房或住房补贴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pubmed12 G6j(12) 第 12 个职业：是否从该单位得到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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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12 G6k(12) 第 12 个职业：工作单位是否与前一个工作相同 
   
H. 获得目前这个工作的情况 
replacem H1a(1)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顶替父母/亲属 
assignm H1a(2)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国家分配/组织调动 
applyfor H1a(3)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个人直接申请 
jobagent H1a(4)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职业介绍机构 
hrexch H1a(5)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人才交流会 
recomm H1a(6)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托人介绍推荐 
selfemp H1a(7)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自雇 
otherch H1a(8)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其他 
invitehr H1a(9)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他人主动聘请 
recruitm H1a(10)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招工/招聘/考试 
intrahr H1a(11) 在获得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您尝试过的就业渠道:内部招工 
keychann H1b 在这几种渠道中，哪种渠道对您获得目前工作单位/公司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 
sexreq H2a 您获得目前这个工作时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要求：性别要求 
agelower H2b(1) 您获得目前这个工作时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要求：年龄要求下限 
ageupper H1b(2) 您获得目前这个工作时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要求：年龄要求上限 
educreq H2c 您获得目前这个工作时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要求：教育要求 
profreq H2d 您获得目前这个工作时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要求：专业资格证书要求 
skillreq H2e 您获得目前这个工作时当时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要求：工作技能要求 
meetreq H2f 您当时在技能和经验方面的情况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 
otherreq H2g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单位或雇主是否还有别的要求 
noapply H3a 在获得这份工作之前，您曾经到多少个单位或公司去申请过工作 
noweek H3b 从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到正式开始目前这份工作，期间大约有几周 
infad H3c(1)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就业广告 
infweb H3c(2)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电子网络 
infpress H3c(3)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新闻媒体 
infagent H3c(4)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职业介绍机构 
infcompy H3c(5)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招工单位/公司 
infgov H3c(6)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政府劳动部门 
inforg H3c(7)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其他各类组织 
infnetwk H3c(8)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各类社会关系 
infother H3c(9) 当时您是从哪些渠道收集就业信息的:其他 
helpprsn H4a 对您获得这份工作，当时有多少人帮忙打听信息，沟通情况,提供帮助 
wkinfo H4b 您的亲友和熟人对您获得这份工作提供了有关工作的信息吗 
otherhlp H4c 您的亲友和熟人对您获得这份工作还提供了其他帮助吗 
keyprsn H5 在帮助您找这个工作的人中，是否有人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krelat H5a 这个起过关键作用的人与您是什么关系 
kacqnt H5b 您和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的相熟程度是 
kintim H5c 您和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的亲密程度是 
ktrust H5d 您和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的信任程度是 
kjoblvl H5e 起过关键作用的人在工作中承担管理工作的层次 
kwkunit H5f 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的单位性质 
khead H5g 起过关键作用的人与招工主管人的相熟程度是 
 
变量名 问卷题号 变量涵义 

kcontact H5h 您和起过关键作用的人是否仍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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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评价与认同 
sestatus I1 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se3yrago I2 与三年前相比，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lifefeel I3 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怎么样 
conpublc I4 您对一些重要事情所持的观点和看法与社会大众一致的时候有多少 
contactr I5 您和亲人、朋友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情况怎么样 
truststr I6 一般说来，您对现在社会上的陌生人是否信任 
grprich I7(a)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富人/穷人 
grpmass I7(b)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干部/群众 
grpcity I7(c)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城里人/乡下人 
grpprpty I7(d)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有产/无产 
grpmanag I7(e)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管理/被管理 
grpedu I7(f)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高学历/低学历 
grpindus I7(g) 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个群体:工人阶层/白领阶层 
mostdiff I8 在上述各种类型的群体之间，一般而言，您认为哪两类人之间的差异 大 
mostconf I9 在上述各类人之间，您认为哪两类人之间 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 
   
J. 行为与态度 
prior1 J1(1) 在下列各种社会问题中，您认为第一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prior2 J1(2) 在下列各种社会问题中，您认为第二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prior3 J1(3) 在下列各种社会问题中，您认为第三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hbnecess J2(1)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除非必要，我和我的家人从

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之外的物品 
hbrestrt J2(2)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

重要节日时，总是到餐馆去聚餐 
hbshop J2(3)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

购物 
hbpressu J2(4)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从事的工作总是很紧张 
hbtaxi J2(5)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

小汽车 
hbgraded J2(6)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

牌、高档 
hbdecor J2(7)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

画来装饰家庭气氛 
hbhumble J2(8)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总是不愿意与那些生活境

况不太好的人来往 
hbeasy J2(9)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觉得现在过得很舒适、安

逸，生活上没有多少可让我着急的事 
hbmusic J2(10)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在休息时间，我总是要听些

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 
hbtv J2(11)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在家里的休息时间多数是

看电视度过的 
hbcards J2(12)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周末或有空的时候，我常常

与他人一起玩牌或打麻将 
hbgym J2(13) 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

健身房锻炼身体 
springf J3(1)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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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year J3(2)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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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utum J3(3)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中秋节 
lanternf J3(4)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正月十五 
feb2 J3(5)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二月二 
xiaonian J3(6)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小年 
duanwu J3(7)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端午节 
qingming J3(8)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清明节 
christm J3(9)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圣诞节 
april1 J3(10)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愚人节 
valenday J3(11)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情人节 
chongy J3(12)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重阳节 
fatherd J3(13)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父亲节 
motherd J3(14) 您现在是否过以下节日：母亲节 
ncsetup J4 您是否知道本社区居委会是如何产生的 
ncelect J5 您是否参加了 近一次居委会的投票选举 
negotiat J6 假定您的单位在调整工资或工作时，使包括您在内的一大批人受到严重不公正

的待遇。这时，如果有人想叫上大家一起去找领导讨个说法，动员您一起去，

您会怎么办 
highinc J7 下列各类人中，您认为哪类人 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 
mostbnft J8 比较而言，您认为下列哪类人在近 20 年来获得的利益 多 
sdemoc J9(1)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民主就是政府要为民做主 
svoice J9(2)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只有老百姓对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都有直接的发言权或决

定权，才算是民主 
svote J9(3)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如果老百姓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去讨论国家和地方的大

事，也算是民主 
sright J9(4)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每个人无论水平高低，都有同样的权利讨论国家和地方

的大事 
shiknowl J9(5)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讨论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需要高知识和能力，只能让有较

高知识和能力的人参与 
sbenefit J9(6)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决定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关键看结果是否对大家有利

smeans J9(7)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决定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关键看做出决定的方法是否

合理 
speasant J9(8)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进城农民工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 
staxes J9(9)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 
smoney J9(10)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 
sopport J9(11)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 
srich J9(12) 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

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 
ordoccup J10a 在您看来，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职业方面至少应该是 
ordincom J10b 在您看来，过“普通人的生活”在收入方面要达到 
ordedu J10c 在您看来，过“普通人的生活”在教育方面要达到 
ordclass J10d 在您看来，过“普通人的生活”在社会地位方面应该处于 
ordself J11 就您的情况来看，您认为您的生活比“普通人的生活”怎样 
其他变量 
strata  抽样框类别 

hhwt  以户入样概率的倒数计算的权重 
ppwt  以样本入样概率的倒数计算的权重 

rend_wt2  用性别、年龄作为辅助变量所计算的联合加权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