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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河南共青团开展的河南省党执政的青年群

众基础调研目标聚焦、 方法科学、 材料翔实, 触及了青

年工作的根本性问题, 发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 为

下一步推进改革、 加强基层建设、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实

效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前, 全团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 “大抓基层冶 的工作要求, 按照团十八届

二中全会部署, 全面加强团的基层建设。 开展科学的调

查研究是完成好这项工作的基础工程。 现将团河南省委

的调研做法编发全团, 供学习借鉴。

—1—



河南共青团开展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调研

2018 年 7 月以来, 按照中共河南省委要求, 作为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 “7·2冶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之一, 团河南省委对

全省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状况进行了调研。

一、 明确基本原则

把确保取得真实有效的调研数据作为设计问卷、 开展调研、

统计数据的根本指向。

一是坚持正向引导。 调查主要聚焦当代青年的思想政治特征

和政治认同情况, 在设计具体问卷问题时反复对比表述的导向

性, 确保不向青年传递负面信息。

二是坚持真实客观。 在调研对象的选取上, 坚持按调研方案

随机抽取调查对象; 在与调研对象的交流中, 确保访谈问题的客

观性、 逻辑性, 不掺杂访谈者的主观理念、 力求收集真实数据和

观点。

三是坚持科学规范。 问卷的整理和录入主要通过统计学和社

会学相关软件来完成。 录入后进行多轮再审核, 对数据进行合理

性分析, 确保录入过程严谨科学、 统计数据真实有效。

二、 聚焦核心内容

在调研过程中, 调研组征求青少年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建

议, 确定了从青年认知角度破题的基本定位, 将调研重点聚焦在

6 个方面。

—2—



1. 政治认同状况。 针对青年关于 “中国梦冶、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爱国主义等内容的认同情况进行调研, 同时考察青年对

于 “精日现象冶 等有关社会热点的态度。

2. 组织认同状况。 针对青年关于党的基本理念、 从严治党

的效果、 党员先锋模范形象等内容的认同情况进行调研, 同时考

察青年向党组织靠拢的内在动机。

3. 社会服务评价状况。 针对青年关于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

服务的质量、 媒体可信度的评价情况进行调研, 同时考察青年对

于社会参与渠道的满意程度。

4. 青年政策评价状况。 针对青年关于涉及青年民生的政策,

特别是就业、 创业、 教育、 婚恋、 权益维护等方面政策的评价情

况进行调研, 同时考察青年对于 “网络沉溺冶 等有关社会现象

的态度。

5. 共青团工作评价状况。 针对青年关于共青团整体印象、

共青团改革成效、 团干部形象等方面的评价情况进行调研, 同时

收集青年对于团的基层组织覆盖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形式的

意见建议。

6. 河南发展认知状况。 针对青年关于 “中原更加出彩冶 目

标的认知情况进行调研, 同时收集青年关于如何促进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意见建议。

三、 进行合理抽样

采取科学的样本选取原则, 综合考虑发展状况、 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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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种类、 学生专业年级等因素, 确保选 样 的 客 观、 科 学、

有效。

1. 重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区域分布, 进行综合调研

抽样。 河南省青年人口约为 3000 万, 按照社会调查通常 0. 1译的

抽样要求, 结合城市、 小镇、 农村的户籍差异, 同时考虑到人口

普查中的统计误差, 本次调研样本设计总量为 10000 人。

本次调研覆盖河南省全部 18 个地级市, 对全省 158 个县区

按照约 1 / 3 的比例进行抽样, 共抽取 55 个县区作为调研样本。

根据 2016 年县 (区) 生产总值 (GDP) 排名, 在 1-50 名中选取

21 个样本, 在 51-100 名选取 19 个样本, 在 101-158 名选取 14

个样本, 其中 5 个国家级贫困县均被纳入。

2. 重点结合高校类别和区域分布, 进行专项调研抽样。 河

南在校大学生约有 204. 95 万人, 其中研究生 4. 48 万人、 本科生

107. 71 万人、 专科生 92. 76 万人, 分别占比约为 2% 、 52% 、

46% 。 本次在校大学生调研设计样本总量为 6120 人, 其中研究

生、 本科生、 专科生分别按比例选取 120 人、 3240 人、 2760 人。

结合高校类别和区域分布, 进行具体调研学校选取。 河南省

共有 134 所高校, 18 个地市均有分布, 其中郑州市内有 58 所高

校 (本科 25 所、 专科 33 所), 在校大学生人数为 96. 1 万 (本专

科 93. 5 万、 研究生 2. 6 万), 高校类型全面, 大学生人数接近总

体容量的 1 / 2。 除郑州外, 抽取省内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高校数量

较多的地市, 分别为开封市、 信阳市、 洛阳市、 新乡市。 按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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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高校数量、 高校类型比例, 共抽取 20 所高校, 其中本科高

校 8 所 (公立 6 所、 民办 2 所), 专科高校 12 所 (公立 9 所、 民

办 3 所)。

四、 认真组织实施

河南团省委班子成员带领专业社会调研队伍开展工作, 坚持

把调研工作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7·2冶 重要讲话精神和

团十八大精神相结合, 与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相结

合, 与修改完善 《河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 2018—2025

年)》 相结合, 在调研中密切与青年的联系、 锤炼严实作风。

一是严格组织调度。 成立督察组、 协调组、 调度组、 调研

组, 确保调研过程中沟通协调顺畅。 调研人员提前 3 至 4 天联系

调研地的团县区委确定行程, 报请督查组和调度组同意后、 将符

合抽样的人员尽量集中在同一地点, 核对选取样本和访谈对象是

否符合抽样标准, 对问卷进行相关说明、 做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工作, 同时做好深度访谈工作。 访谈结束后, 报请调度组前往下

一调研地。

二是集中业务培训。 分 6 个调研组同时开展工作, 由 33 名

社会学专业老师全程参与。 根据调研问卷内容要求、 深度访谈提

纲要求, 结合当前河南各类青年群体特点, 从调研方法、 谈话技

巧、 数据采集等方面, 有针对性地对调研组所有成员进行集中业

务培训。

三是科学处理误差。 根据社会学调研方法要求, 为保证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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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的信度与效度, 严格限定了样本的合格率, 力争将误差

控制在 5% 以内。 结合统计学要求, 对实地调研过程中出现实际

样本比例与抽样比例不统一的情况, 科学研判后进行规范处理:

当实际样本符合抽样率在 95% 以上, 经由调度组研判后可继续开

展工作; 当实际样本符合抽样率在 95% 以下, 由调研组核对具体

缺失的样本比例, 与当地团委协调补齐样本量, 再行开展后续

工作。

四是规范数据录入。 经过核实和清理, 并检查问卷的信度和

效度后, 用统计学专业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对有关文字资料, 按

照不同个案进行保存, 并导入专业软件进行校对。 确保录入规范

严谨、 数据详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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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9 年 1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