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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宁栖政办字〔2022〕34 号                 
关于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及 
常规住户类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府各相关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及常规住

户类调查工作的通知》（宁政传〔2022〕1 号）要求，我区将于

2022 年开展新一轮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并在今后五年内以

新样本为基础开展常规住户调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落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

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要求，为住户调查工作选取符合

调查精度标准、代表性强、可持续稳定监测的样本。本次轮换范

围为承担住户类调查项目的所有街道，轮换对象为街道辖区内所

有调查小区和住户样本。各街道应于 2022 年 11 月底前完成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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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换工作，自 2022 年 12 月起全面开展新一轮常规样本调查。 

二、组织实施 

（一）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阶段。区统计局负责组织全区住

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各街道实施大样本

轮换。各街道负责辖区内抽样框信息核实、调查小区选取、住宅

名录表编制、摸底调查、住户样本抽选落实等工作。 

（二）常规住户类调查阶段。各街道严格按照住户类调查制

度开展现场调查、督促调查户记账，定期访户并做好记录；严格

执行辅助调查员选聘标准，加强辅助调查员培训和管理工作；强

化账实一致性审核，对源头数据进行常态化质量检查，依规处理

修改插补的统计内容；对涉嫌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开展执法；

大力推广电子记账，实现电子问卷采集全覆盖，原则上各街道电

子记账率不得低于上一轮调查水平；住户类调查数据电子处理设

备性能应满足高效运行要求，调查人员使用专用 PDA 系统进行

电子问卷数据采集。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指挥全区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 

（二）强化人员配备。各街道统计职能科室应配备 1 名专职

从事住户调查工作的人员，被调查的社区（村）应选聘 1-2 名熟

悉情况、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作为辅助调查员，社区（村）

书记要定期帮助辅助调查员做好日常访户和记账指导等工作。 

（三）强化经费保障。住户调查工作经费由区、街两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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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样本量、工作量共同负担，包括大样本轮换及常规住户调查

入户摸底补贴、宣传培训和记账户开户、试记账、辅调员报酬等

工作经费。 

（四）强化宣传动员。制作《致栖霞区住户调查户的一封信》

等宣传资料，通过各类媒体、掌上云社区等宣传住户调查样本轮

换工作，扩大社会各界对住户调查的知晓度。加强与调查对象的

沟通交流，争取居民对住户调查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五）强化疫情防控。开展现场抽样调查时应严格遵守疫情

防控要求，落实必要的防护措施。 

附件：1. 栖霞区住户调查工作管理办法 

2.  栖霞区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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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栖霞区住户调查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夯实住户调查工作基础，确保一体化住户调查数

据真实可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江苏省住户调查

工作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充分发挥一体化住户调查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

用，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第三条  包括居民现金与实物收支情况、住户成员及劳动力

从业情况、住房情况和家庭经营等内容。 

第四条  栖霞区行政区域常住户。 

第五条  电子记账为主，纸质记账为辅。 

 

第二章  调查样本的抽取与维护 

 

第六条  新一轮住户调查样本设计周期为五年，即 2023 年

—2027 年。2022 年一次性完成调查小区和住户调查样本抽选，

开展大样本摸底调查、记账户落实等现场抽样工作。全区样本量

和分配按照国家统计局《2022 年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抽样方案》

确定。 

第七条  为防止样本老化，在 5 年周期内定期进行样本代表

性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组织开展调查小区内住户样本轮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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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第 3 年年初和第 4 年年初，由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根

据住户变动情况、调查数据质量等，统一进行住户样本代表性综

合评估，对样本代表性显著下降的调查小区实施周期内样本轮换。 

第八条  如出现因拆迁等不可抗力导致调查小区必须更换

的情形，由区统计局书面请示上级统计部门，上级统计部门批复

通过后进行样本替换，街道自行更换属统计违法。调换新样本户

必须按换户原则进行，调换的新旧样本户基本资料需上报存档备

案。处于记账过程中的经常性调查样本每年调换率不得超过 5%。 

 

第三章 专职业务人员配备 

 

第九条  专职业务人员配备： 

（一）区统计局明确 2 名及以上专职业务人员承担全区住户

调查工作； 

（二）各街道统计科配备 1 名及以上住户调查专职人员，负

责本辖区内所有样本点的住户调查工作； 

（三）每个调查点配备 1 名辅助调查员，每名辅助调查员负

责 10 户记账户的记账辅导工作。 

 

第四章 辅助调查员基本条件与工作要求 

 

第十条  辅助调查员优先选用社区统计员，或自社区（村）

工作人员中选任。辅助调查员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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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熟悉当地情况，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 

（三）能熟练使用电脑、智能终端等设备。 

（四）身体健康，工作责任心强。 

第十一条  辅助调查员工作要求： 

（一）严守制度。严格遵守统计法律法规和住户调查工作制

度，如实报送调查资料，不伪造、篡改住户记账数据。 

（二）做好宣传。向记账户宣传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的

目的和意义，消除记账户的思想顾虑，履行统计义务，如实反映

家庭收支与生活状况。 

（三）辅导记账。利用“记账户之家”对记账户进行记账辅导，

耐心细致地解答记账户在记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发现的记账

问题应及时指出并要求记账户更正；对文化程度低、老弱病残户

或家庭情况较复杂的记账户应增加访户次数，加强记账辅导；指

导和督促记账户做到收支账日清月结、不重不漏、收支平衡，杜

绝记假账。 

（四）执行访户制度。每月访户不少于 2 次，对于记账质量

不高的调查户进行重点辅导，协助其记好收支账，按时如实填写

访户记录。 

（五）审核记账数据。认真审核纸质记账数据和电子记账数

据，确保无漏、错记现象。如果发现问题，应及时与记账户沟通

更正。做好调查数据的审核和上报工作。 

（六）做好编报说明。加强月度数据变动监测，各街道按月

上报分户大额收支编报说明，区统计局根据核实内容编制大额收

支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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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要求。不得以辅助调查员的身份，从事职责范围

外的活动；注意保护记账户家庭隐私，记账数据不得对外泄露。 

 

第五章 电子记账 

 

第十二条  坚持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电子记账。各样本点

要根据记账户文化程度、年龄等实际情况，稳步推进电子记账工

作。 

     

第六章  调查数据及数据支撑 

 

第十三条  住户调查结果数据由江苏调查总队按季度、年度

反馈发布，包括当期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和增幅，未经反馈的

数据不得对外发布、使用。 

第十四条  调查数据支撑主要包括区委、区政府出台实施的

富民增收政策，如促进居民就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统筹、城乡低保标准、土地流转、优化营商环境等。 

第十五条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区发改委、区人社局、区民

政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定期向区统计局提供富民增收资料数

据，作为评估我区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重要参考。 

 

第七章  记账补贴与考核奖励 

 

第十六条  记账户每月纸质记账补贴标准不低于 180 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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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记账户每月记账补贴不低于 210 元/户。样本轮换新开户礼品

标准 500 元/户。 

第十七条  根据江苏调查总队《关于按规定发放住户调查记

账户和非全日制辅调员补贴的通知》要求，辅助调查员工作补贴

按照每月 20 个小时计算，每小时工资标准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计算（南京市最新标准为每小时 22 元），合计每月 440 元。 

第十八条  为调动辅助调查员和记账户积极性，区统计局每

年分别评选出优秀辅助调查员和优秀记账户，并予以表扬；各街

道根据工作需要对记账户和辅助调查员补贴进行配比。 

第十九条 参照《南京市住户调查工作考核评比办法》进行

区级住户调查评比。评选住户调查优秀辅助调查员 6 名，每人发

放激励金 300 元。优秀记账户 15 名，每户奖金 500 元。区统计

局负责落实住户调查工作专项经费，考核周期为一个统计年度。 

第二十条  每年对全体记账户和辅助调查员开展春节慰问，

慰问标准 300 元/户；每个调查年度在全区记账户中选出困难记账

户 6 名，慰问标准 500 元/户；遇记账户和辅助调查员家庭成员生

重病、去世等特殊情况，及时进行走访慰问，慰问标准为 500 元

/户。 

 

第八章  记账户之家 

 

第二十一条  被调查社区（村）应在本单位或距记账户较近

的区域明确固定场所、设立“记账户之家”，配备电脑、智能终端

等办公设备，方便指导记账户记账。“记账户之家”可与社区其他

 



— 9 — 

办公室共用。 

第二十二条  在“记账户之家”开展的记账户座谈会、记账培

训指导等工作不能代替常规访户。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栖霞区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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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栖霞区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宗宁虎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组长：王开宏  区统计局局长 

陆建尚  区发改委主任                

        许国强  省统计局栖霞调查局局长       

成  员：戴凡舒  区发改委副主任               

        李德山  尧化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杨  明  马群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张立新  燕子矶街道政协工委主任       

徐光银  栖霞办事处副主任         

        陶  然  西岗办事处副主任                     

        李国伟  仙林办事处副主任         

戴海强  八卦洲办事处副主任       

陈  俊  龙潭街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大队长  

        任寅钊  迈皋桥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做好日常组织、指导、实施、协

调、督促、检查等工作。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由许国强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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