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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富阳启动新一轮城镇住户样本轮换工作

小账本折射五年民生新变化
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可支配收入越来越高
网购消费日渐频繁、
“红包”行情年年看涨

记者 孙晓 制图 俞高峰 通讯员 孙依娃

今年是全国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年，富阳新一轮城镇住户样本轮换工作已正式启动。
上一轮的“民生大数据”增长如何？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2012 年富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739 元，2016 年达到
47339 元。
在这些靓丽数据的背后，富阳居民收入变化在普通小家庭中又是如何一番景象？记者采访了富阳的基层调查员，同时随机
选取了两户居民为样本，
听听他们讲述五年来的收入变化。

富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示意图
样本户居民拿到的日记帐本

相关新闻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什么要做住户调查
家庭小账本与民生大数据密不可分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图注：2012 年及以前，农村不统计人均可支配
收入，仅统计人均纯收入。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
改革于 2012 年启动，
2013 年为改革过渡阶段。

【调查员】
秦望社区调查员小董：
经手 500 多本账本
居民网购支出越来越多，
收入来源也逐渐多样
2012 年 11 月，秦望社区被抽中、作为住
户调查样本。调查员小董负责其中 9 户，有
退休人员、企业员工、公务员等。
家有几口人、家庭成员月收入是多少、家
庭每月的花销是多少……这些涉及每户家庭
的
“核心数据”，都是
“住户调查”的重要内容。
“刚开始以为这个工作蛮简单的，就是指
导住户记一下就好了，”没想到这么烦琐，董
琪向记者展示了账本，光各类支出项就有 300
多，连喝瓶矿泉水都要记账。
“ 我们要一遍遍
上门解释，争取他们的理解。”
平时，小董需要常常联系她所负责的 9
户记账户，每月固定时间上门指导记账，月底

将这些账本数据进行编码处理，白天没时间
就晚上去收，
住户不在家就去他们单位收。
按照规定，账本每个月一换，9 户样本一
年就是 100 多本，5 年时间，小董接手了 500 多
本 账 本 ，直 接 感 受 了 每 户 家 庭 所 发 生 的 变
化。
“ 哪家生小孩了，结婚了，换工作了，感觉
都是自家发生的事情一样。”小董说，现在老
年人也会用智能手机，
“ 平时有什么事，微信
一下就好了”
。
这些记得细细密密的记账本，里面的每
一项指标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小董说，比如支出中，五年来网购的人数
越来越多、数额也越来越大。
“ 刚开始也就是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是一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民生调查，主要采用居民记日记账的方式来收集
数据，即被抽中的调查户如实记录每天的收入、支出
情况，
每月上报。
而调查汇总所得到的数据，将广泛用于生活质量
评价、收入分配格局分析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编制等领域，同时还为政府制定最低工
资标准、扶贫标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最低生活保障
线等提供重要依据。
区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9 月中下旬进入摸底
调查阶段，将有工作人员持调查证入户摸底调查。希
望被抽中的调查户能够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认真填
写相关信息，提供真实的资料。一方面有利于养成好
的记账习惯，另一方面，账本上的每一笔小数据，最终
都将汇集成国家发展的
“大数据”
。

“住户调查样本”
为什么要轮换？
小年轻有网购的支出，数额也不大，现在手
机、电器这么大数额消费的都网购了，而且老
年人也会‘网上淘’了”；再比如说家庭收入，
五年前的收入相对比较简单，现在收入水平
高了，收入来源也多了不少，除了工资，还有
房屋出租、村里分红、银行理财等收入等等。”
而民间所称的“红包”，统计上要归到“馈
赠支出”。小董说，这一项变化非常大，五年
的“行情”一涨再涨。比如，结婚人情，5 年前
500 元已经“有面子”了，300 元也拿得出手。
而现在，基本都是 1000 元起步，关系好一点的
2000 元也不在话下。而且，全年生日宴、升学
宴等名目繁多的
“红包雨”也是接连不断。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旧城改造的推进，新建小区
的增加，原先一体化改革抽选的样本已经老化，代表
性不足。
“ 样本轮换”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样本老化，而
其主要意义更在于用最新的样本更加真实地反映城
乡居民现实收支和生活状况。
目前开展的城乡住户调查是 2012 年样本轮换抽
选出来的样本户，经过五年时间，当时抽选的样本户
已经老化：一方面家庭成员中，年轻人已结婚成家搬
出去居住，样本户中年轻人比例减少、老年人占比增
加；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调查小区中
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已陆续购买面积较大的新房迁
址居住，原有样本户人均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已不能
更好地代表全区居民的收支和居住状况。

将涉及全区 3000 余户家庭

【居民样本】
媳妇工资越来越高 儿子改行开网约车
魏阿姨：
媳妇生了二胎，压力也不大
记账人数：
6人
昨天，记者在小区见到魏阿姨，她正抱着
小孙子去散步。聊起五年的变化，魏阿姨感
觉特别明显，从 4 口之家到 6 口一家：
“ 五年
前，我儿子第一个小孩还没出生，一晃已经上
幼儿园了，现在二胎都抱在手里了。”
魏阿姨是社区的老居民，1997 年就住进
来了。
“ 当时村里有人让我们来帮忙，我们就
不种田了，进城来打工。”
现在魏阿姨和丈夫都是一家企业的员

工，每个月几千元的固定工资。
“5 年，工资肯
定涨了一点，最重要的是有按时缴纳养老保
险和医保，过两年退休有保障。”魏阿姨笑着
告诉记者，除了工资，她还买了一点理财，老
家的地也租给别人了。
5 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赚钱的
途径也越来越多。比如，
“互联网+分享”改变
了出行方式，不少私家车主成为网约车司机，
或 全 职 或 兼 职 ，魏 阿 姨 的 儿 子 也 是 其 中 一

位。魏阿姨说，她儿子以前是合同工，拿一点
固定工资。后来有了小孩，花销大了，就想多
赚点，
开始开网约车，
收入还可以。
不仅如此，从事会计职业的媳妇，这几年
收入增长也比较明显。
“ 虽然生了二胎，但生
活条件还是越来越好了。”魏阿姨说，最直观
的就是一家人吃得比以前好多了：
“我每天都
要去给家里买菜，现在一家 6 口，稍微买一点
也要 100 多块钱。”

样本轮换工作各时间节点安排

爱打扮、也爱旅行、
“没有负担，该花就花”
张阿姨：
过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记账人数：
2人
你有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是怎么样的
吗？张阿姨的生活或许让很多人羡慕，时不
时和小姐妹聚个餐，一年和老伴出游两三次，
平时有空帮忙看看小孩。
今年 67 岁的张阿姨是名退休教师，记者
见到她，张阿姨烫着头发，穿着新做的连衣
裙，显得很有气质，性格也很开朗。
张阿姨说，她家的收入主要是她的退休
金，
“ 退休金每年都在涨，而且前两年老伴也

能拿了，吃吃用用根本不愁”
。
钱主要花在哪里？
“ 以前也是糊里糊涂
的，自从 5 年前被抽中、作为调查样本记账户
后，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鸭肉 72 元、牛肉 86 元、大白菜 3 元、茭白
10 元……每天买菜回家，张阿姨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拿出账本，
记下菜品、数量和金额。
初步估计，张阿姨每个月正常的开支是
3000—4000 元。
“ 这不包括各种人情，而且我

为做好样本轮换的前期准备工作，今年 4 月，区统
计局就组织乡镇（街道）对基础抽样框中的常住人口
和村级单位以及新建楼盘进行了全面更新，最终形成
了覆盖全面、间隔时间短、信息资料新、与现实情况最
为接近的“村级单位抽样框”。经过国家统计局科学
抽样，调查样本量已确定：调查小区仍为 30 个、大样本
摸底调查户 3000 余户，
常规样本户仍为 300 户。
“样本轮换”过程中，每个常住家庭都有可能参
与。记账户样本的抽选是随机的，既有收入较高的住
户，也有收入较低的住户；既有各行业就业者，也有离
退休人员、失业离岗人员。此外，一旦某个住宅被抽
中，就不能随意更换，否则将影响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调查数据就无法准确反映全区的情况。
新的样本轮换周期从 2018 年开始至 2022 年为
止，一共 5 年，准备工作都在今年。在今年 12 月底前，
第一轮转组样本户将正式开始记账，2018 年将根据新
样本调查结果发布居民收支等主要指标数据。

平时还蛮喜欢打扮的，所以一年的开支也不
小。”
收入一年年高了，也更舍得花了。张阿
姨每年都要出去旅行两三趟，一趟就花费好
几千。张阿姨笑着说：
“不是有句话叫要对得
起自己吗，
趁现在身体好，
才要多享受。”
最近几年，小姐妹的聚会也多了。
“ 富阳
哪里有新开的农庄，我们都会去尝尝鲜，今天
你请客、明天我请客，
以前哪里舍得呀。”

接下来，富阳将进入大样本摸底调查和常规样本
户抽选阶段，在全区 30 个村（社区）内随机抽选 3000
户住宅，开展问卷摸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最终抽
选 600 个常规样本户。今年 11 月底前，区统计局将完
成常规样本户开户，并开展试记账指导。从 12 月开
始，新一轮第一组样本户将正式开始记账，2018 年将
根据新样本调查结果发布居民收支等主要指标数据。
由于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本身的特殊意义，区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各有关乡镇（街道）和相
关部门能够配合、开展宣传动员，全力争取调查户的
理解和配合，
做好样本轮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