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文件– 翻译成 XXXXXX（翻译语言）
20XX 人口普查
住宅文件—主要住宅

您的回答至关重要
每年，人口普查的问卷调查由部分人口完成。今
年，您被列入人口普查的名单。
这是为了使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每年都拥有与
人口和住宅相关的最新信息。
因为更好地了解法国的社会进程利于大众，您的参
与不可或缺，感谢您。

您的回答完全保密
您的回答将用于统计的制定，该统计不会包含您的
姓名或住址。然而，您仍有必要提供这些信息，以
确保姓名与住址不被重复录入多次，这同时也是为
了确保所得统计数据的质量。

如何完成问卷调查？
请着手于这份文件，随后填写住宅内每个常住人口
的个人问卷。
为方便问卷的自动阅读，请您使用黑色或蓝色圆珠
笔进行填写。
请不要使用铅笔或修正液。
回答问题时：
请在符合的空格内打叉
或者
请在每个空格内填写一个数字
或者
请字迹清晰地进行填写
请不要划去其他的空格，即使您与该问题无关。
请不要折叠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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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

主要住户的姓名

住宅地址

号码
乙，丙……
路（或地区）名

路/街/大道

道

公寓，村落，住宅……
幢
楼梯
层数

门牌号或与楼梯的相对位置（例如：走廊右边，左

手第一扇门）

邮编
马赛的区）

市镇（或巴黎、里昂与

前往第 2、3、4 页

Vu l’avis favorable du conseil Na onal de l’Informa on
Sta s que, ce e enquête, reconnue d’intérêt général
et de qualité sta s que, est obligatoire, en applica on
de la loi n° 51-711 du 7 mai 1951 modiﬁée sur
l’obliga on, la coordina on et le secret en ma ère de
sta s ques.

根据 1951 年 5 月 7 日第 51-711 号与统计义务、协
调和保密相关的法案，鉴于国家信息统计委员会的
有利意见，这项问卷调查被视为具有普遍利益和统
计性质，为强制性问卷调查。

Visa n° 2018A001EC du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经济财政部长的签发号为 2018A001EC，2018 年
ﬁnances, valable pour les années 2018 à 2022.
至 2022 年内有效。
En applica on de la loi n° 51-711 du 7 juin 1951 根据 1951 年 6 月 7 日第 51-711 号法案，本问卷调
modiﬁée, les réponses à ce ques onnaire sont 查的答案规避信息披露，仅供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
protégées par le secret sta s que et des nées à 所（Insee）使用。
l’Insee.
La loi n° 78-17 du 6 janvier 1978 modiﬁée, rela ve à
l’informa que, aux ﬁchiers et aux libertés, s’applique
aux réponses faites à la présente enquête. Elle garan t
aux personnes concernées un droit d’accès et de
rec ﬁca on pour les données les concernant. Ce droit
peut être exercés auprès des direc ons régionales de
l’In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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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 月 6 日第 78-17 号与数据、档案和自由度
相关的修正法案，适用于针对本问卷所做出的回
答。它确保相关人员有权访问和更正与该人员相关
的数据。可以通过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
（Insee）区域办事处行使这项权利。

住宅文件– 翻译成 XXXXXX（翻译语言）
住宅内的通常居住人员
A 住宅内的常住人员：
在该住宅内居住年份最长的人员
每个人员填写一份个人问卷
A
请在该住宅内居住年份最长的人员进行登记，其中
包括：
- 仍在产房的婴儿；
- 暂离的人员；
- 次承租人或共同承租人；
- 由于分居或离婚，同时在另一直系亲属家居住
的孩子，他在该住宅内生活：
超过一半时间，
或者一半时间，其中包括普查初始日的夜
晚，即从一月 XX 周三至一月 XX 周四。
请不要忘了计入您自己。
请同时登记：
- 因求学原因居住在他处的青少年，若该住宅为
其家庭住宅；
- 因工作原因分隔两地的夫妻；
- 因求学原因居住于此的成年人；
- 该住宅内无其他常住地址的现住户；
- 居住于此的房屋佣人、雇员或寄宿的年轻人。
请不要对下表内列出的人员进行登记。
对于同性夫妻，一方声明为父亲，另一方申明为母
亲，无关性别。

B 由于分居或离婚，在另一直系亲属家居住时间过
半的孩子
请不要为孩子填写个人问卷
B
请在此处为符合标准的孩子进行登记，在另一直系
亲属住宅内生活：
- 超过一半时间；
- 或者一半时间，其中包括在另一直系亲属住宅
内度过的普查初始日的夜晚，即从一月 XX 周
三至一月 XX 周四。

C 因求学原因居住在他处的青少年
请不要为孩子填写个人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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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求学原因居住在他处(城市房间、独立住宅、大学
宿舍、内联网等)、并在例如假期或周末回到此地居
住的青少年。

D 其他情形
此类人员无需填写个人问卷
D
人员编号
- 因职业原因居住于此、并在周末返回家庭住所
的人员 14
- 该住宅为私人住宅，但居住在其他机构（养老
院、住院超过一个月、居住在兵营或在国外服
役的军人、监狱……）内的人员。
- 在普查期间居住于此、但在另外一处住所度过
一年内大部分时间的人员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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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求学原因居住于此、父母居住在法国另一市
镇的青少年 16

住宅文件– 翻译成 XXXXXX（翻译语言）

Tableaux A – B – C – 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表格 A – B – C – D

人员
编号
1
2

姓

名

性别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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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出生年份
（XXXX
年）

住宅文件– 翻译成 XXXXXX（翻译语言）
Tableau A

表格 A
对于每一位居住于此的人员，请提供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员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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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分居或离婚原
因，同时在另一直系亲属
家居住的孩子，他在该住
宅内生活：

其配偶（婚姻、同居
协议、未经正式结婚
登记的同居、自由同
居）

其母亲
（生母或养母）

其父亲
（生父或养父）

超过一半
时间？

一半时间？

人员 1 的配偶是人员

人员 1 的母亲是人员

人员 1 的父亲是人员

1

2

人员 2 的配偶是人员

人员 2 的母亲是人员

人员 2 的父亲是人员

1

2

人员 8 的配偶是人员

人员 8 的母亲是人员

人员 8 的父亲是人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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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B

表格 B
在编号为 1-8 的常住人员之中

同时与另一直系亲属生
活的孩子……

其母亲
（生母或养母）

其父亲
（生父或养父）

超过一半时
间

一半时间

人员 9 的母亲是人员

人员 9 的父亲是人员

1

2

人员 10 的母亲是人员

人员 10 的父亲是人员

1

2

人员 11 的母亲是人员

人员 11 的父亲是人员

1

2

Tableau C

表格 C
在编号为 1-8 的常住人员之中
其配偶（婚姻、同居协议、未经正式结婚登记的同
居、自由同居）
人员 14 的配偶为人员
人员 15 的配偶为人员
住宅性质与舒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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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宅种类：
房屋
公寓
有公用设备的单人住房
旅馆客房
临时房屋
独立房间（有独立入口）

2 房屋或大楼的竣工年份为？

如果不同区域的年份不同，请指出居住最久的区域
的竣工年份。
1919 年之前
1919 年至 1945 年
1946 年至 1970 年
1971 年至 1990 年
1991 年至 2005 年
2006 年及以后
符合该情况，请注明年份

3 该住宅是否配备电梯？
是
否

4 该住宅共有几个居住房间？

请计入以下居住房间，例如饭厅、起居室、客厅、
卧室等……不论面积大小。
请不要计入以下房间，例如浴室，洗衣房、厕所等
……也不要计入专门用于职业用途的房间（工作
室、医生诊室等。）

5 住宅的面积为多少？

请计入所有的房间，其中包括走道、厨房、浴室、
厕所等。
请不要计入阳台、露天平台、地下室、阁楼以及专
门用于职业用途的房间。
小于 30 平方米
30 平方米至 40 平方米
40 平方米至 60 平方米
60 平方米至 80 平方米
80 平方米至 100 平方米
100 平方米至 120 平方米
大于 12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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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是：
该住宅的屋主（其中包括所有权、共有权或通
过使用权享有住房）？
该住宅的承租人或次承租人，空房出租？
该住宅或房间的承租人或次承租人，装修出租
？
被例如父母、朋友或者雇主（其中包括以终生
居住为条件出售该住宅的人员）在内的人士提
供免费居住？

7 该住房是否属于某低租金住房(HLM)机构？
是
否

8 您于何年搬入该住宅？

如果住宅的现住户并非于同一时间入住该住宅，请
指出第一位住户搬入该住宅的时间。
如果该住户始终居住在该住宅内，请注明他的出生
年份。

9 该住宅的卫生设施为？
没有浴缸或淋浴
浴缸或者淋浴在一个与厕所分开的房间
浴室（配有浴缸或淋浴）

10 该住宅的主要供暖设施为？
集体供暖（多个住宅共用锅炉或城市供热管
网）
独立锅炉（住房自用）
独立供暖（全电力）
火炉、壁炉、炉灶等
11 暖气的主要燃料为？
市区集中供暖
城市或网络燃气
燃油（重油）
电力
瓶装或油罐燃气
其他（木头、太阳能、地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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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该住宅住户拥有几辆车？

请不要计入专门用于职业用途的轿车或厢型车。
无
1
2
3 或更多

13 您拥有私人停车位吗？

该停车位可以是车库、个人停车泊位或者露天或地
下停车场的车位。
是

否

在表格 A 中登记的人员请不要忘记填写个人问卷并
签名。
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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