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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将为六盘山地区公路改善项目提供融资。六盘山地区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一处贫困山区。项目实施前，对该地区进行了基线调查，并针

对项目对受益人的影响进行事后评估调查。

本报告阐述了影响评估所采取的方法和基线调查结果，该调查创新性地运用了电子调查工具。

报告还指出了交通投资和农村减贫的科学背景。基线调查始于 2016 年，调查对象包含了干预组

（15 个村庄）和对比组（15 个村庄）共计 1,188 户家庭。利用电子调查工具记录被调查家庭的

精确位置并拍摄照片，从而在干预（公路改善）后可以重访同一家庭进行事后调查，进而获得

项目前与项目后的比较结果。基线调查结果表明，干预组与对比组在匹配变量上并无明显区别。

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农业生产、农业收入以及距离乡镇和市场的距离。人均年收入约 8,280 人

民币（1,300 美元），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38%。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44%）、公共转移性收

入（28%）以及农业收入（17%）。被调查家庭中，71% 拥有摩托车，并将其作为上下班通勤的

主要交通工具。近 75% 的受访者表示，每年因恶劣天气条件出行受限的期限为一周至一个月，

17%的人称一至两个月，7%的人宣称多达 4个月。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在导致贫困的九大因素中，

恶劣的公路条件位列首位。本报告同时阐释了计划采用的事后调查方法与分析方法。 

关键词：影响评估、电子调查、农村交通、减贫、公路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文献分类：R4、R42



一、 综述

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农村公路改善具有积极影响，但仍存在大量问题：村庄里谁受益最多：最富

有者还是最贫穷者？公路改善将对农村不平等现象造成何种影响？期望公路改善对在哪个方面影

响更深远？农业个体经营还是工资收入？公路改善将为人口迁出和日常通勤带来哪些影响？哪种

改善产生的影响最大：通路、土路铺面还是支线道路拓宽？公路标准对交通服务的影响是什么？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提供一笔项目融资，旨在提高宁夏回族自

治区南部贫困山区——六盘山地区的公路可达性（亚行 2016 年）。该项目包括（i）改善重要农

村公路，（ii）强化农村公路安全性与可持续性，以及（iii）进行影响评估和能力建设。

本工作报告介绍了 2016 年秋季六盘山基线调查的方法与结果。调查运用了创新性电子调查方法，

报告接下来将对此进行详细描述。本报告先介绍了交通投资和农村减贫的技术背景，然后对基线

调查进行了解释说明。报告选择性地展示了一些调查结果，并对事后调查将要用到的方法进行了

阐述。 

二、 交通投资和农村减贫

近期农村交通改善影响相关的文献综述，由 Sieber 和 Allen（2016）以及 Starkey 和 Hine（2014）

提供。研究证实，穷人主要从公路改善带来的间接影响中受益，如更好地享受国家和农村服务，

以及获得增加其他收入来源的谋生机会。研究者观察到下列重要影响：

(i) 农村公路通过为农产品销售创造便利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推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

收入。

(ii) 因农村公路改善而导致的非农业活动收入增加，意味着农村生活从维持生计向商业性农业

或制造业的转变。

Starkey 和 Hine（2014）对交通和贫困相关的 360 份文件进行了评估。根据他们的观察发现，埃

塞俄比亚、印度和尼加拉瓜农村交通通达性的改善增加了农业产出、改善了就业条件、提高了生

产率并提升了受影响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他们同时指出，优良的道路通达性可对农业价格、种

植模式、土地价格以及土地所有权等造成影响。公路改善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取决于当地环境；但

需注意，最有能力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情况和经济机会的往往是那些掌控资源的人。

Starkey 和 Hine 也提到，相比于主要公路改造，支线道路、小道和小路改善带来的减贫效果更强，

因为支线道路、小道和小路的修复将有助于产生更多的收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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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作者认为，应当改善严重贫困地区的农村公路，为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提供更多的市场和机

会，帮助他们增加农业产量、市场份额和农业收入。

另一部分作者则认为，应当改善经济机会富足地区的农村公路，从而增加更多的商业性农业和制

造业活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大部分作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建公路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在公路设计生命周期内对公路的养护

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公路出现养护不当现象，原因就在于公共资金不足，对农村公路的不

重视以及公路局管理不善。然而，公路投资的最大收益来源于公路养护，因此运营与研究应为当

务之急。

三、 调查中的主要概念

亚行启动了一项研究，用以衡量宁夏六盘山扶贫农村公路发展项目中六盘山地区主干道路与支线

道路改善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此次影响评估的方法事前调查和事后调查。然而，为了评估更为长

期的影响，建议开展必要的跟踪调查。详细调查方式参见下文：

(i) 基线调查（事前）已于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在公路改善项目实施前开展，目的是收集对照

数据。调查总结参见本报告。1

(ii) 底线调查（事后）将于 2021 年贷款项目结束后启动，目的是分析项目成果和影响。政府

批准同意使用贷款资金进行底线调查。

(iii) 此外，由于公路改善完工数年后，某些影响才会显现，因此还应开展跟踪调查（事后），

以分析更长期的影响。 

上述调查将加深人们对有关农村公路改善对减贫、农业生产和迁移影响现有知识的见解。迄今为

止，此类调查在中国屈指可数。 

本报告仅聚焦于基线调查。最终，本报告将通过对照基线调查的数据与事后调查收集的数据来估

算公路改善的影响。为筛选得出整个地区的总体经济与社会变化影响，调查同时包含了一个对照

组，由减贫农村公路开发性项目中不受任何公路改善影响的农村家庭组成。通过对照受影响村庄

（干预组）家庭与那些未受影响的村庄（对照组，或者说对比组）家庭，可以辨别本项目带来的

影响。

1 基线调查还运用了组合研究方法，2013—2017年间实施的亚行项目“在选定发展中成员体中发展影响评估方法、方
式和能力建设的技术援助组合”（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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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调查运用了电子调查工具，因此可以在事后调查中对同一个家庭再次进行采访以获得更好的

可比性。为确保调查效率，对被调查家庭的合理地理信息系统位置数据以及照片进行了记录。收

集数据过程中运用了一款叫做“droidSURVEY”的应用程序，并可将数据保存在“获得您的数据”

（HYD）网站上。 

四、 调查区域与公路改善项目 

A. 六盘山地区与公路改善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六盘山地区的总人口为 239 万，

其中 38% 的农民（超过 60 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2 回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 59%。约

77% 的居民靠农业维持生计。地区政府制定了 2018 年末六盘山地区消除贫困的目标（宁夏扶贫

办事处 2016 年）。

此次公路项目将改善六盘山地区七个县的 267 公里的农村主干道路和 168 公里的农村支线道路。3

这些县农村公路网的总长度为 11,600 公里，其中未铺面公路有 3,000 公里，此外 4,500 公里铺面

公路目前已处于恶劣或非常恶劣状况。本项目所选公路旨在增强当地的减贫力度，且预计受益贫

困人口达到 11.6 万。图 1 所示为当地地图以及项目公路的具体位置。

B. 选择接受调查的村庄和家庭

提前与县交通局和扶贫办官员共同协商选择用于基线调查的干预组和对比组。然后，两个县政府

机构的对口官员需要为每个干预组匹配一个对比组，不仅要考虑本项目公路，还要将其他倡议下

的公路改善考虑在内，尤其是有项到 2023 年改善多条公路的政府资助项目。此外，基线调查过

程中会发生很多变化；举例而言，一些村庄会因人口迁出率过高而放弃进行调查。

调查中进行影响评估的项目公路包括六条农村主干道路和九条农村支线道路。这些被选择的公路

长度均大于或等于 10 公里，覆盖了项目所在县广泛的地理区域。其中九条是铺面公路（六条主干

道路和三条支线道路），三条为砾石路面，另外三条是土路。 

每条被选择的项目公路都会选择一个干预组与其对应。干预组的选择标准具体如下：（i）村庄与

对应项目公路的距离必须在 3 公里以内；（ii）村庄在贫困程度、收入、经济活动以及其他因素上

在当地必须具有典型性；（iii）村庄位置必须接近项目公路中间而非两端。

2 自2011年起，官方国家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
3 七个县分别是：海原、泾源、隆德、彭阳、同心、西吉和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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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项目公路具体位置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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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照组的标准具体如下：（i）无论是亚行资助还是政府资助的公路改善项目，所选村庄必

须位于其所处汇水区范围之外；（ii）每个对照组必须与相应的干预组在贫困程度、收入、经济

活动以及其他因素上具有可比性；并且（iii）对照组与对应的干预组必须属于同一乡镇，以确保

在总体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可比性（如若在同一乡镇找不到合适的对照组，则从附近乡镇选

择一个）。

干预组与对比组由行政村官员选择。一般而言，一个行政村由三至七个自然村组成。选择行政村

后，行政村官员在职权范围内可最多选择四个自然村作为调查样本。自然村的选择应当遵循下列

规定：（i）如若行政村下的自然村数量小于或等于四，则选择其所有自然村；（ii）如若行政村

下的自然村数量大于四，则随机选择四个。

为保证足够的样本数量用以分层分析，所有村庄无论大小均应选择相似数量的家庭。平均，每

个村庄要采访 40 户家庭。家庭选择程序具体如下：（i）由被选择自然村的村委会列出本村所

有家庭的名单；（ii）如若行政村恰好包含四个自然村，则将这四个自然村纳入调查，并分别在

每个村庄随机选择 10 户家庭；（iii）如若行政村包含的自然村数量小于等于三，则从其他自然

村中随机选择额外的家庭，直到达到调查需要的 40 户家庭样本；（iv）如若一个自然村的家庭

数量少于 10 户，则从行政村下所有自然村中选择额外的家庭，直到达到调查需要的 40 户家庭

样本；（v）如若一个家庭拒绝参与调查（非常罕见）或者调查期间没有家庭成员在场，则由家

庭成员名单上的下一个家庭替补。

干预组和对比组村庄的位置，以及项目公路的位置可参见附件 1 图 A1.1 至图 A1.7。

五、 调查准备工作

HYD网站提供调查问卷英文版，本基线研究的调查问卷则是根据该英文版译制的中文版。采访中，

普查人员用笔记本电脑中安装的 droidSURVEY 应用程序把数据填入调查问卷表。 

调查开始一周前，对调查问卷和笔记本电脑进行实地测试，但是收集到的数据不用于调查。实际

调查过程中，每天将收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局域网（WLAN）上传到HYD网站。手机上传同样可行。

由于采用每天上传更新数据的方法，从而可快速掌握收集到的数据，并及时对调查问卷信息作出

修改。有两种调查问卷类型：适用于被选择家庭的家庭调查问卷，以及针对村干部的村庄调查问卷。

测试阶段会反复修改村干部调查问卷与农村家庭调查问卷，以减少错误和完善结果。八名中国普

查人员接受了来自国内专家、团队领导和国际专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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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线调查

A. 数据采集

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27 日开展调查工作。在此期间，对 30 个村庄的 1,188 户家庭成员

进行了采访；同时还对 30 名村干部进行了采访。调查团队由一名曾实地工作的团队负责人以及

八名普查人员组成。每名普查人员每天进行四次采访。通常情况下，对家庭成员和村干部的采访

持续时间不足一个小时，但要花费大量时间到达被采访家庭家中。因此有效组织调查至关重要。

B. 电子调查工具

在普查人员笔记本电脑中安装 HYD droidSURVEY 应用程序来收集调查数据。使用笔记本电脑进

行调查是因为笔记本比智能手机更容易处理数据。安装后，笔记本电脑会指定到 HYD 网站，该网

站会作为所有收集数据的数据库。普查人员将每日调查结果、图片以及 GPS 定位数据通过 WLAN

连接上传到该网站。如果无可用 WLAN，也可使用电话连接来上传数据。可在晚间下载已上传的

数据，便于针对一致性或错误进行审查。 

基线调查测试阶段 测试阶段采访期间，普查人员使用调查问卷并将问卷结果通过droidSURVEY应用程序输入笔记本电
脑（图片由尼克拉斯 · 西贝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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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载数据会转换成为 Excel 和 Stata 格式。然后，人工进行初次检查，确认县、乡镇以及村庄的

名字。发现代码错误或其他错误时，与调查团队领导磋商后立即更正。然后进行多轮数据一致性

检查，所有错误都会被标记下来发送给普查人员用以更正。把更正后的数据编制合并到一起。从

而实现对已收集数据的快速掌握与更正。

图 2 是家庭调查问卷的电脑截图。

表 1 详细列出了电子调查相比于传统纸质调查方法的诸多优势。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获得您的数据。 2016 年宁夏家庭调查 。

图 2：获得您的数据网站英文调查问卷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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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传统和电子调查方法对比

问题 传统调查方法 电子调查方法

方法 (i) 文字记录调查问题

(ii) 打印调查问卷

(iii) 调查采访期间填写调查问卷

(iv) 收集调查问卷

(v) 将受访者回答录入到Excel
(vi) 改正错误，处理数据 

(i) 线上编制调查问题

(ii) 测试技术设备

(iii) 调查采访期间在笔记本电脑上填写调查问卷表

(iv) 上传回答

(v) 将受访者回答下载到Excel
(vi) 改正错误，处理数据 

调查问卷完善 调查问卷一经打印无法再进行完善 测试阶段期间容易实现

错误修正 调查结束后，在录入到Excel文件时进行修正 第二天，普查人员可获得即时反馈

家庭GPS位置 需要GPS设备或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自动提供此功能

成本 (i) 打印1,200份家庭调查问卷和30个村庄的
调查问卷。 

(ii) 将问题录入到Excel文件中

粗略估算：2,400a美元

(i) HYD网站费用445美元，进行两项调查，使用

3个月

(ii) 八台笔记本电脑，每台293美元，还可能日后
用于其他用途（移交给亚行驻中国代表处）

总成本：2,800美元

所需额外时间 将数据录入到Excel以及打印：40天b 安装和测试八台设备：1天

GPS = 全球定位系统，HYD= 获得您的数据，PRCM=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处。
a 该粗略成本估算假设 40 天内每天 60 美元（包含普查人员工资在内）计算得出。
b 任务持续时间假定每份调查问卷 15 分钟。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七、 基线调查的主要成果发现

村庄主要人口学特征见表 2，其中每户就业人员平均数量接近 1，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表 2：调查村庄的主要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干预组 对比组 所有村庄

村庄总数 15 15 30

家庭总数 594 594 1,188

每村家庭平均数量 432 390 411

平均家庭规模 4.2 4.2 4.2

每户从业者平均数量 1.00 0.93 0.96

每村农民工平均数量 305 281 293

每户农民工平均数量 0.71 0.72 0.71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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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贫困与收入

在六盘山地区，38% 的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4 不同村庄贫困家庭数量大相径庭，比例从 0% 到

68% 不等。关于贫困原因，受访者认为缺乏信贷与缺乏技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道路不畅在九大原

因中仅排第六。

卫生统计揭示了不容乐观的形势：村庄中，患病居民达 23%，其中 18% 承受慢性病折磨。这是因

为许多健康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把老人和病人留在了家里。 

平均家庭年收入是 33,116 元人民币（约合 4,900 美元），范围从海原县的 22,005 元人民币到西

吉县的 38,677 元人民币不等。村民收入分布极不均衡，占 10% 的富人收入却占总收入的 29%。

基尼系数经计算为 41。这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整体收入分配情况，但要高于欧洲约

30%的基尼系数。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44%），其次是公共转移性收入（28%）以及农业收入（17%）。

令人吃惊的是，对私转账在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足 5%。

在有工作的村民中，55% 是在外县工作的农民工；24% 在本地县城工作；6% 在乡镇工作；仅有

15%在村里工作。从他们从事的经济领域来看，25%属于农业，35%属于工业，剩下40%属于服务业。

4 当地政府和村委会对贫困家庭的认定基于（i）按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每人每年2,300元人民币这一国家贫困线；
以及（ii）家庭在食品、衣服、住房、教育和医保上的实际支出。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

图 3：被调查村庄的收入来源 
(%)

工资 公共转移性收入 畜牧销售
商业 对私转账 农作物销售

其他收入

44

28

12

6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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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农业

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数据显示，农作物的影响相对较低。每户每年农业生产的平均值经计算为

11,891 元人民币（约合 1,760 美元），其中约一半（5,824 元人民币）在市场上出售。家庭销售的

农产品总价值中，农作物仅占五分之一，相比而言，牛、羊、猪显然更重要（见表 3）。

表 3：调查村庄的农业生产和销售情况

产品
每户产出额
（人民币/年）

每户销售额
（人民币/年）

市场份额
(%)

土豆  541.4  442.4 81.7
玉米  711.4  588.7 82.8
茴香  141.4  141.4 100
牛  7,319.6  2,790.0 38.1
山羊  2,481.6  1,348.8 54.4
猪  183.9  101.8 55.3
其他产品  511.5  410.8 80.3
所有产品 11,890.8 5,823.9 49.0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一种常用农用车辆 大部分村民都会使用“三轮车”运输他们的农作物到市场上去，这是一种单缸三轮小型卡车（图片

由尼克拉斯 · 西贝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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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村庄产出的农作物，95% 通过一种被称为“三轮车”的单缸三轮小型卡车（见图片）进行

运输，这是专门为农用而设计的交通工具。生产农作物的大多数家庭（71%）都有三轮车，而这

些家庭 20%将其出租出去，4%通过经销商运输农作物。至于牲畜，78%的牲畜通过三轮车运输，

15% 的通过轻型四轮卡车（不足 3.5 吨）运输。经销商收购了 43% 的动物，而其他 41% 是村民用

自己的车辆运输的，另外 16% 是村民用租来的车辆运输的。

把农作物运输到市场的成本在向市场销售所得收益中所占比例高达 7.4%。销售农产品的位置各

不相同：牲畜在农场附近出售，茴香在村中心出售，玉米和土豆在主要集镇出售。因各种农产品

市场位置的不同造成的损失仅占获得价值的 0.1%，因此不能将这一因素视作导致贫困的原因。

图 4 所示为各种农产品市场的具体位置。 

C. 交通

被调查地区交通工具的持有量非常广泛，71% 的家庭拥有摩托车，60% 拥有三轮车，17% 拥有电

动自行车，15% 拥有普通自行车。不过，这些车辆的主要使用者是男性。24% 的家庭中，女性不

使用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13%的家庭中，女性使用摩托车；11%的家庭中，女性使用电动自行车；

7% 的家庭中，女性使用普通自行车（见图 5）。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

图 4：市场位置 
(%)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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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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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所示为到达村庄外当地目的地的出行情况，包括工作场所、县行政办事处、乡镇行政办事处、

银行、诊所、医院和市场等。平均每户家庭每年出行 168 次。工作场所是最频繁的目的地，其次

是乡镇行政办事处和市场。村民根据目的地的不同会选择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通常乘坐公交车

图 5：当地目的地的交通工具  
(%)

注：此图展示了接受调查的村庄中各种交通工具平均使用率。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

图 6：当地目的地的交通频率   
（每年户回程平均数量）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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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医院、中学、工作场所和县城。摩托车是去银行、市场和乡镇的优选出行方式。小学生通常步

行上学，初中生往往选择每周一次往返公交车出行，因为他们通常就读于寄宿学校。

村庄近 75% 的受访者表示，每年因恶劣天气条件出行受限的期限为一周至一个月，17% 的人声称

为 1 至 2 个月，7% 的人宣称多达 4 个月。

三分之一的家庭可以直接到达铺面公路，另外三分之一距离铺面公路 250 米内，而 12% 的家庭距

离铺面公路 1,000 米以外（见图 7）。5

救护车在天气状况良好时可以直接到达 75% 的村庄。然而，天气恶劣时，比例则会下降到 50%。

病人不得不运送到救护车的最大距离范围是 100 米到 8.5 千米。 

家庭调查问卷参见附件 2，村庄调查问卷参见附件 3。

5 铺面公路在这里不一定会连接到更大公路网。例如，一条公路或许只在村庄内铺面。底线调查后将根据当地交通局的
数据对公路网的相关方面进行分析。

图 7：村庄家庭到最近铺面公路的距离 

m = 米。

注：百分比代表村庄家庭到最近铺面公路不同距离范围的例。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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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事后研究与分析方法

A. 研究方法综述

本报告将通过对照基线调查的数据与事后调查的数据来评估公路改善的影响。调查同时纳入了对

照组，这样公路改善项目的影响可以与当地发生的总体经济与社会变化相区别开来。因此，干预

组受到的影响应当与那些公路没有改善村庄的对照家庭（如对比组，或对照组）体验的影响进行

对比；并通过使用双差回归分析技术进行上述操作。 

应用下列方法：

B. 外生性假定的干预方法

既然无法随机指定干预组与对比组，因此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PSM 的优势是对分布

式假定的依赖较小。这意味着偏倚更少，但也可能以牺牲精确性为代价（Imbens，2004；Abadie

和 Imbens，2006）为估算干预组受到的实际影响，应当基于观察变量来选择组，这样干预组与

对照组协变量相同值观察结果的系统差别可归因于公路改善项目的影响。为估算匹配估算量受到

的干预影响，而进行外生性假定。

Smith和Todd（2005年）对如何提高估算可靠性提出下列建议：避免匹配观察结果之间的地理差别，

干预组与对照组使用的调查问题和调查方法应保持一致，以及横断面匹配应当使用双重差分法进

行匹配。Abadie 和 Imbens（2006）提出一种消除非精确匹配干预组与对照组观察结果协变量引

起偏倚的方法；他们的方法是用固定数量匹配量来进行最邻近匹配。 

对于每个干预观察结果 i，利用下列公式估算干预组的因变量 Yi，式中：如若没有干预，则 Yi =

（ (0)iY ）；如若干预发生，则 Yi =（ (1)iY ）：

 
(1)

(1)i iY Y=

 (2)

Yi = Δ RYi – Δ NYi

Yi =  对指标i的影响

Δ RYi =  干预组指标i在公路改善前后的变化

Δ NYi =  同一时间阶段没有公路改善的村庄指标i的变化（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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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 1 中， 是 Yj 基于自变量 Xj 运用控制观察结果的拟合线性回归函数。可以用来进行调整

估算，说明每个干预观察结果（Xi）和与其配对的控制观察结果（Xj）之间匹配变量差异的原因。

这种修正导致了对干预组平均干预影响的一种无偏估算，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3)

公式中 N1 是干预观察结果的数量，Wi 表示干预组的观察结果（Abadie 和 Imbens，2006 年）。 

某些匹配变量 X 反映了村庄特点，汇总数据详见表 4。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

量、贫困发生率、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每户从业者数量、农作物收入、牲畜收入、农作物种类、

牲畜种类、与当地乡镇的距离、与主要市场的距离等。在 T 检验结果中，干预和对比组在八个变

量上并未发现明显差别，但是干预组在另外四个变量上的价值更高（人均消费、每户从业者数量、

农业收入、农作物种类）。因此，尽管干预组在涉及农作物生产、就业、农业收入和消费方面的

情况更为良好，干预组和对比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

干预组和对比组更详细的对比信息参见附件 4。

表4：调查前匹配变量

变量 单位 干预组 对比组            T 检验
家庭规模 编号 4.30 4.29 无显著差异

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的家庭 % 2.9 3.2 无显著差异

贫困发生率 % 30.7 30.2 无显著差异

人均收入 CNY 人民币 8,671.3 7,892.8 无显著差异

人均消费 CNY 人民币 5,491.1 5,057.2 干预组更高

每户从业者 编号 1.00 0.93 干预组更高

每户农业收入 CNY 人民币 2,183.3 1,039.9 干预组更高

每户畜牧业收入 CNY 人民币 1,931.8 2,723.5 无显著差异

每户农作物种类 编号 0.66 0.59 干预组更高

每户牲畜种类 编号 0.47 0.52 无显著差异

与乡镇的距离 公里 13.5 11.4 无显著差异

与主要市场的距离 公里 11.67 12.67 无显著差异

CNY=人民币，km=公里，No.=数量。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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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可能会受到干扰，因为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央政府规划之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五”规

划中也规划了多项公路改善项目。鉴于此，应密切关注事后分析以应对政府项目影响对照组的情

况。此类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因为可能缺少可靠的对比基础，而且干预组与对照组有限的数量进

一步增加了估算干预影响的难度。可以采用一种替代方法，在家庭层面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回归分析，从而基于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对样本家庭公路通达性变化的影响进行跟踪。基线调查

阶段对家庭公路通达性进行直接测量，在跟踪调查中进行再次测量，这样分析就不用必须建立在

对照组基础上。OLS 估算的可靠性取决于公路通达变量的外生性。无偏估算可能需要工具变量。 

C. 影响评估指标

本部分阐述了将在事后调查阶段评估的影响。主要问题是：项目建议书所列期望中哪项已成功实

现？项目文件对待研究议题的描述如下： 

1. 对贫困的影响

调查主要集中于扶贫，家庭层面的影响将通过变量组合进行评估，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家庭支出、

家庭养老、从业者数量以及产品销售等。评估还应利用基线调查阶段拍摄的照片进行居住条件的

对比。主要问题包括：公路改善对扶贫影响的强弱程度如何？公路改善与贫困之间关系的强弱程

度如何？农村居民如何通过加强农业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摆脱贫困陷阱？

2. 指标

在基线调查基础上对下列指标进行评估：

表 5：影响评估指标

社会 经济 交通

贫困

医疗卫生

教育

性别问题

向外迁移a

收入和支出

就业

农作物生产和销售

畜牧生产和销售

其他营收活动

旅游景点

工业

交通模式

旅行频率

出行时间

所使用交通工具

村庄道路

救护车到达时间

家庭与铺面公路网络的距离

交通成本

公共交通可用性

交通安全
a 这里指接受调查的家庭中不能永久居住的人口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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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铺面公路通达性网络改善对比

铺面公路通达性网络改善的效果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将为未来聚焦于农村扶贫的公路

投资战略提供指导。总体而言，预期实现的交通网络改善如下：

(i) 通过拓宽路面、减轻公路路面粗糙度以及固定平纵线形改善现有铺面公路，尤其是新增铺

面支线公路的网络效率。这些改善将提升行驶速度、减少出行时间、降低运输成本，使得

大型车辆也可使用公路。 

(ii) 通过土路铺面以及砾石支线公路铺面提升公路通达性。基线调查显示，村庄家庭与铺面公

路的通达性受季节天气条件限制。 

鉴于主干道路与支线道路并未直接连接到网络中，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大大提高了估计干

预经济影响的准确性。 

4. 支线道路与主干道影响对比

调查同时分析了哪种形式的公路改善影响最大。本项目通过改善支线道路和主干道路、为土路和

砾石路铺面以及改善现有铺面公路的条件提供了多种有吸引力的方案选择。表 6 所示为公路改善

五种可能组合方案。

表 6：公路改善类型

公路 现行标准 未来标准

主干道路 砾石路 铺面公路

铺面公路 新建公路

支线公路 土路 铺面公路

砾石路 铺面公路

铺面公路 新建公路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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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额外需要收集的信息

除了对干预和对照组家庭以及村干部进行调查以外，本报告同时建议收集其他信息以完善调查数

据并实现对调查发现的准确解读。这种理念旨在除了从村庄受访者搜集信息以外获取更多公路影

响信息。可应用下列额外信息类型：

(i) 交通流量数据，

(ii) 事故数据，

(iii) 路边采访，以及

(iv) 采访优秀的行政主管以及私人交通企业家。

九、 会议总结与后续措施

其他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公路改善会通过产生更多收入机会从而间接为贫困人口带来福利。本

报告所述村庄调查亦是旨在估计公路改善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本案例评估了宁夏六盘山扶贫农

村公路发展项目为六盘山地区贫困居民带来的福利。本报告对支撑调查以及后继分析运用的技

术和方法进行了阐述。实际效果链与因果分析有益于六盘山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农村公路项目的

进一步规划。基于各项调查的影响评估将提供建立在观察到的基线调查与底线调查不同结果上

的相关分析。

到目前为止，基线调查已证实，公路改善开始前干预组和对比组在大部分匹配变量上并无明显差别。

例如，干预组的平均贫困率为 30.7%，而对照组的平均贫困率为 30.2%。本项目完成后将开展对

宁夏六盘山扶贫农村公路发展项目的下一轮（中线或底线）调查与影响评估。为观察更长期变化，

此后将进一步开展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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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接受调查的村庄地图

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 A1.1：海原县地图

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A1.2：泾源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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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A1.3：彭阳县地图

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A1.4：同心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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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A1.5：西吉县地图

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A1.6：原州县地图（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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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靠近干预和对比组主干道路和支线道路的位置地图数据：谷歌地球；注释：亚行。

图A1.7：原州县地图（南部）



附件 2：家庭调查问卷

类型 问题 办法

1 文本 县城名字

2 数字 县代码

3 文本 乡镇名称

4 数字 乡镇代码

5 文本 行政村名称

6 数字 行政村代码

7 文本 自然村名称

8 数字 自然村代码

9 数字 家庭代码

10 GPS 家庭GPS位置
11 单选 对谁进行的采访？ 1. 户主（男性）

2. 户主（女性）
3. 儿子（＞18岁）
4. 女儿（＞18岁）
5. 父亲
6. 母亲
7. 其他家庭成员
8. 其他人

12 数字 有多少家庭成员？

家庭成员

本屏是家庭成员重复问题集的开始部分。如需添加重复问题集，轻触“添加问题集”。在完成添加问题集后，请在屏

幕右上角按“下一个”按钮。

13 单选 家庭成员循环：此人是否为家庭当前户主？（说

明：如果男性属于农民工，则他的妻子是家庭

当前户主）

1. 是 
2. 否

14 单选 家庭成员性别 1. 男 
2. 女

15 数字 此人年龄

16 单选 此人健康状况 1. 身体健康

2. 慢性病
3. 重大疾病
4. 伤残

17 数字 2015年此人待在家中时间有多长？（月份）
18 单选 此人去年是否工作过？ 1. 是 

2. 否
19 数字 此家庭中的农民工数量（每年不在本乡镇工作至

少6个月的工人）
20 数字 就读小学的子女数量

21 数字 就读初中的子女数量

22 数字 就读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的子女数量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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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问题 办法

23 数字 就读寄宿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子

女数量

24 数字 就读大学及以上的子女数量

25 多选 家庭条件 1. 洗衣机

2. 电冰箱
3. 彩色电视
4. 计算机
5. 高保真音响组件系统
6. 相机
7. 摄像机
8. 微波炉
9. 手机
10. 电磁炉
11. 无

26 单选 这个家庭是否有网络连接？ 1. 是

2. 否
27 单选 这个家庭是否有自来水？ 1. 是

2. 否
28 单选 饮用水是否安全？ 1. 是

2. 否
29 坐标比

例尺

家庭条件一般印象

30 数字 此家庭就业人数

就业

就业：本屏是重复问题集的开始部分。如需添加重复问题集，轻触“添加问题集”。在你完成添加问题集后，请在屏

幕右上角按“下一个”按钮。

31 数字 就业循环：2015年此人每周工作多少个小时？
[每周小时数]

32 单选 2015年此人在哪个经济行业工作？ 1. 第一产业农业、矿业和渔业

2. 第二产业：工业
3. 第三产业：

33 单选 2015年此人在哪里就业？ 1. 本行政村内

2. 本乡镇内
3. 本县城内（非农民工）
4. 不在本乡镇内至少6个月的农民工

34 数字 2015年每周此人要去工作场所多少次。
[次/每周]

35 数字 2015年此工作场所离家有多少千米？[千米]

附件2表续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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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问题 办法

36 单选 2015年此人使用何种交通工具？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火车
9. 飞机

37 数字 2015年工作场所出行次数（单程）。[分钟数/每
次单程旅行]

48 数字 2015年每次返回到工作场所的成本[人民币/每
次返程]

39 数字 2015年工作年净收入情况请扣除所有税金。仅
包含农民工的交通费 [人民币/年]

农作物销售

本屏是农作物销售重复问题集的开始部分。请遵循村庄调查顺序输入农作物。如需添加重复问题集，轻触“添加农作

物”。在你完成添加问题集后，请在屏幕右上角按“下一个”按钮。

40 文本 农作物名称 请遵循村庄调查的名称和顺序。
41 数字 2015年产量[千克]
42 数字 2015年销售量[千克]
43 数字 此农作物平均价格[元/500克]
44 单选 2015年将此农作物卖向哪个市场？ 1. 靠近农田

2. 靠近农场
3. 村中心
4. 靠近主干道
5. 村庄调查问卷中所给出农作物的主要集镇
6. 其他市场[类型名称]

45 网格-单
选

如何将农作物运输到市场上？ 1. 摩托车

2. 驾车
3. 三轮车（农用拖拉机）       1.   私家车
4. 轻型货车（<3.5吨）             2.   雇车（包括雇用邻居或村庄的车）
5. 重型货车（>3.5吨）             3.   经销商车辆

46 数字 你是否会花钱将此农作物运输到市场上？若

是，2015年你在处理此农作物方面花费了多少
钱？[人民币]

接下页

附件2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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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问题 办法

47 数字 2015年你是否因为交通限制而损失过一些农作
物？举例而言，无可用交通服务、或者道路无法

通行。[损失量按千克计]
48 文本 若有损失，请注明

49 数字 2015年你种植了多少棵树并进行出售？
50 数字 2015年你卖树赚了多少钱？
畜牧销售

本屏是牲畜销售重复问题集的开始部分。如需添加重复问题集，轻触“添加问题集”。在你完成添加问题集后，请在

屏幕右上角按“下一个”按钮。

51 文本 2015年出售的牲畜名称。使用村庄调查中所提及
的牲畜序列。

52 数字 2015年喂养此种牲畜的数量
53 数字 2015年出售此种牲畜的数量
54 数字 此牲畜平均价格[元/只]
55 单选 2015年将此牲畜卖向哪个市场？ 1. 靠近农田

2. 靠近农场
3. 村中心
4. 靠近主干道
5. 村庄调查问卷中所给出农作物的主要集镇
6. 其他市场[类型名称]

56 网格-单选 如何将动物运输到市场上？

1. 私家车

2. 雇车（包括雇用邻居或村庄的车）
3. 经销商车辆

1. 摩托车

2. 驾车
3. 三轮车（农用拖拉机）
4. 轻型货车（<3.5吨）
5. 重型货车（>3.5吨）

57 数字 2015年你是否会花钱将此牲畜运输到市场上？若
是，2015年花了多少钱？[人民币]

58 数字 预估2015年你的家庭会从出售动物产品（牛奶、
羊毛、鸡蛋等）中获得总收入是多少钱？

[人民币/年]（除牲畜本身外）
59 数字 预估2015年你的家庭在农作物生产方面支出的总

成本是多少？（成本包括肥料、种子、农药、塑

料薄膜、机器费、电费、燃料费、灌溉、有偿工

人等）[人民币/年]
60 数字 预估2015年你的家庭在畜牧生产方面支出的总

成本是多少？（成本包括新生动物、饲料、药

品、有偿工人、机器费、燃料费、电费等）[人
民币/年]

61 数字 预估2015年你的家庭在植树方面支出的总成本
是多少？（成本包括肥料、种子、农药、塑料

薄膜、机器费、电费、燃料费、灌溉、有偿工人

等）[人民币/年]
62 数字 2015年，你的家庭是否在运营着非农业业务？

若是，净收入有多少？[人民币/年]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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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问题 办法

63 数字 你从对公转帐中获得了多少钱？

64 数字 你从对私转帐中获得了多少钱？

65 数字 最近半个月你在食品方面的支出是多少[人民

币/年]（食物消费包含所有最近半个月内通过自
己生产或从市场购买而消耗的食物物品，其中包

括：主食、油、肉、鸡蛋、牛奶、鱼、蛋糕、软

饮料、调味品、香烟、酒精饮料等）

66 数字 2015你在服饰（包括床上用品）方面的支出是多
少[人民币/年]

67 数字 2015年你在教育和娱乐方面的支出是多少[人民
币/年]

68 数字 2015年你在药品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是多少[
人民币/年]

69 数字 2015年你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是多少[人民
币/年]

70 数字 2015年你在通讯方面的支出是多少[人民币/年]
71 数字 2015年你在创收活动之外的交通方面的支出是多

少[人民币/年]
[人民币/年]

72 数字 2015年你在住房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包括家具和
设施（水、电、气或煤炭）在内[人民币/年]

73 数字 你的家庭与最近铺面道路的距离[千米]
74 数字 你如何到达铺面道路？可多选 1. 通过砾石路

2. 通过土路
3. 通过小路、小径或人行道

75 数字 在回家途中你经历过什么样的限制？ 1. 全年回家顺利通畅

2. 回家断断续续受限
3. 回家全年受限

76 数字 一年当中多少天会受限？

如果全年受限，则填写365天。
77 多选 在此期间哪种交通工具受限？

可多选

1. 双轮车

2. 汽车（4 x 4除外）
3. 四轮驱动车（4 x 4）
4. 三轮车（农用拖拉机）
5. 轻型货车（<3.5吨）
6. 重型货车（>3.5吨）
7. 救护车
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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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问题 办法

78 多选 家庭拥有哪种交通工具 1. 自行车

2. 电动车
3. 摩托车
4. 汽车（4x4除外）
5. 四轮驱动车（4x4）
6. 三轮车（农用拖拉机）
7. 轻型货车（<3.5吨）
8. 重型货车（>3.5吨）
9. 畜力车
10. 无

79 单选 女性家庭成员使用哪种交通方式？ 1. 自行车

2. 电动车
3. 摩托车
4. 汽车（4x4除外）
5. 四轮驱动车（4x4）
6. 三轮车（农用拖拉机）
7. 轻型货车（<3.5吨）
8. 重型货车（>3.5吨）
9. 畜力车
10. 无

80 数字 你的家庭成员去县城的频率是多少[每年返程数]
请将工作出行次数排除在外！如果给出答案是以

每周为基础，则乘以55.
81 单选 你最常使用哪种交通方式？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无

82 数字 你的家庭成员到乡镇中心的频率是多少[每年返
程数]请将工作出行次数排除在外！如果给出答
案是以每周为基础，则乘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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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问题 办法

83 单选 你最常使用哪种交通方式？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无

84 单选 如果你有子女上小学，他们使用哪种交通工具？

如不相关，跳过下一个问题。

1. 步行

2. 自行车
3. 乘坐摩托车
4. 搭乘他人车辆
5. 乘坐电动车
6. 校车
7. 公共汽车
8. 无

85 数字 与小学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86 单选 如果你有子女上初中，他们使用哪种交通工具？

寄宿学校除外，只包括日均出行量！

1. 步行

2. 自行车
3. 乘坐摩托车
4. 搭乘他人车辆
5. 乘坐电动车
6. 校车
7. 公共汽车
8. 无

87 数字 与初中学校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88 数字 你的家庭成员到邻近银行的频率是多少[每年返

程数]请将工作出行次数排除在外！如果给出答
案是以每周为基础，则乘以55.

89 单选 你去银行最常使用哪种交通工具？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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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数字 你的家庭成员到邻近卫生站的频率是多少[每年
返程数]请将工作出行次数排除在外！如果给出
答案是以每周为基础，则乘以55.

91 单选 你去卫生站最常使用哪种交通工具？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无

92 数字 你的家庭成员到邻近医院的频率是多少[每年返
程数]请将工作出行次数排除在外！如果给出答
案是以每周为基础，则乘以55.

93 单选 你去医院最常使用哪种交通工具？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无

94 数字 你的家庭成员去距离最近的市场的频率是多少

[每年返程数]
请将工作出行次数排除在外！如果给出答案是以

每周为基础，则乘以55.
95 单选 你最常使用哪种交通方式？ 1. 步行

2. 自行车
3. 摩托车
4. 自己开车
5. 搭乘他人车辆
6. 公交车
7. 电动车
8. 无

96 图片描述 住房图片

附件2表续



附件 3：村庄调查问卷

否 类型 问题 办法

1 文本 县城名字

2 数字 县代码

3 文本 乡镇名称

4 数字 乡镇代码

5 文本 行政村名称

6 数字 行政村代码

7 单选 这是否是干预组？ 1. 是 
2. 否

8 数字 如果是干预组，则已改善公路的数量是多少？

9 数字 如果是对比组，则干预组的已改善公路数量是多少？

10 GPS 村中心的GPS位置
11 数字 这个行政村有多少个自然村？

12 单选 村庄附近的地形如何？ 1. 平坦

2. 不平坦
3. 丘陵
4. 多山

13 文本 对于村庄描述有什么其他需要提及之处？

14 数字 行政村家庭数量

15 数字 行政村居民数量

16 数字 男性居民数量

17 数字 孩童数量（<18岁）
18 数字 老年人数量（>60岁）
19 数字 农民工数量（每年不在本乡镇工作至少6个月的工人）
20 数字 根据PAO评估下的贫困居民数量。请根据扶贫办公室所提供数据

填入。

21 坐标比例尺 贫困的重要原因

1. 疾病

2. 医疗支出
3. 缺少劳动力
4. 缺乏技能
5. 缺乏水资源
6. 缺乏信贷
7. 学校支出
8. 道路不畅
9. 其他原因其他费用

1. 不重要

2. 有些重要
3. 重要
4. 非常重要

22 文本 对于村庄贫困描述有什么其他需要提及之处？

23 数字 村庄公司总数量

24 数字 村庄公司总数量：第一产业（农业、矿业、渔业、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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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类型 问题 办法

25 数字 村庄公司总数量：第二产业（工业）

26 数字 村庄公司总数量：第三产业（服务业）

27 数字 在行政村公司工作的员工总数量

28 单选 此村庄是否生产某种农作物并进行销售？例如，玉米、小麦、小

米、蔬菜等

1. 是

2. 否
29 数字 村庄边界内农作物种植总面积[公顷]
所销售农作物

本屏是农作物销售重复问题集的开始部分。请列出所有在村庄中销售的重要农作物。先从最重要的农作物开始。如需

添加重复问题集，轻触“添加问题集”。在你完成添加问题集后，请在屏幕右上角按“下一个”按钮。

30 信息披露 请分别标注——农作物名称，按照重要性顺序——农作物出售的

集镇，以及——把这一信息提供给您的普查人员同事。必须在同

一村庄所有家庭调查问卷中使用相同的名称与数字。

31 文本 所销售农作物名称。请只给出具有较大价值的销售农作物。

32 数字 村庄内销售农作物的价格[人民币/500克]
33 文本 农作物主要销售到的集镇名称。

34 数字 集镇上销售农作物的价格[人民币/500克]
35 数字 与集镇的距离[千米]
36 数字 三轮车出行时间（农用拖拉机）[分钟数]
37 数字 如果要雇车或使用交通服务：运输此农作物到市场上的成本。请

计算运输一吨农作物到市场上的价格。[人民币/吨]
38 多选 农作物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主要的交通限制是什么？可多选 1. 农作物运输无主要限制

2. 诸如肥料、杀虫剂等投入
的运输问题

3. 往返农田的运输问题
4. 村庄内装载农作物
5. 运输到市场
6. 产品运输途中损坏
7. 其他交通限制

39 单选 去年农作物损失或浪费了吗？ 1. 没有损失

2. 损失较小
3. 损失较大
4. 损失极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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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类型 问题 办法

40 单选 如若农作物损失，主要原因是什么？ 1. 交通限制，没有经销商

2. 天气限制
3. 市场不盈利
4. 以上都不是

41 单选 是否会种树并将其出售？ 1. 是

2. 否
42 数字 栽培树木的总面积[公顷]
43 数字 2016年村庄内树木出售的平均价格[人民币/树]
44 数字 2016年村庄外树木出售的平均价格[人民币/树]
45 单选 村庄内是否饲养并出售牲畜？ 1. 是

2. 否
畜牧销售

本屏是牲畜重复问题集的开始部分。如需添加重复问题集，轻触“添加动物”。在你完成添加问题集后，请在屏幕右

上角按“下一个”按钮。

46 信息披露 请分别标注——动物名称，按照重要性顺序，以及——把这一信

息提供给您的普查人员同事。必须在同一村庄所有家庭调查问卷

中使用相同的名称与数字。

47 文本 销售牲畜的名称

48 数字 牲畜销售价格[人民币/动物]
49 数字 如果要雇车或使用交通服务：运输此动物到市场上的成本。请计

算运输一只动物到市场上的价格。[人民币/动物]
50 文本 是否存在牲畜销售的限制?
51 数字 到县城的距离[千米]
52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县城的出行时间[分钟]
53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达县城的出行时间[分钟]
54 数字 乘坐摩托车到达县城的出行时间[分钟]
55 数字 公共交通的出行成本[人民币/每次往返]
56 数字 到镇政府的距离[千米]
57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镇政府的出行时间[分钟]
58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镇政府的出行时间[分钟]
59 数字 乘坐摩托车到镇政府的出行时间[分钟]
60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镇政府的出行成本[人民币/每次往返]
61 文本 村民访问最频繁的邻近银行是哪里：镇的名称　请用拼音打出所

有中文名称

62 数字 到邻近银行的距离[千米]
63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邻近银行的出行时间[分钟]
64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邻近银行的出行时间[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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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类型 问题 办法

65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邻近银行的出行时间[分钟]
66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邻近银行的出行成本[人民币/每次往返]
67 文本 村民访问最频繁的卫生站是哪里：镇的名称　请用拼音打出所有

中文名称

68 数字 到邻近卫生站的距离[千米]
69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邻近卫生站的出行时间[分钟]
70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邻近卫生站的出行时间[分钟]
71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邻近卫生站的出行时间[分钟]
72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邻近卫生站的出行成本[人民币/每次往返]
73 文本 村民访问最频繁的邻近医院是哪里：镇的名称　请用拼音打出所

有中文名称

74 数字 到邻近医院的距离[千米]
75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邻近医院的出行时间[分钟]
76 数字 乘坐私家车到邻近医院的出行时间[分钟]
77 数字 乘坐摩托车到邻近医院的出行时间[分钟]
78 数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邻近医院的出行成本[人民币/每次返程]
79 数字 救护车可直接到达的自然村有多少？

80 坐标比例尺 请估算您的行政村内救护车可直达的家庭所占比例？ 1. 没有可直达的住户
2. <20%
3. 20–39%
4. 40–59%
5. 60–79%
6. 80–99%
7. 所有家庭

81 数字 把病人从其家中运送到救护车的最大距离是？[米]
82 文本 关于救护车问题是否存在评价意见

83 数字 铺面公路：村庄内公里长度[米]
84 数字 砾石路：村庄内公里长度[米]
85 数字 土路：村庄内公里长度[米]
86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自行车

87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摩托车

88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三轮车（农用拖拉机）

89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轻型货车（<3.5吨）
90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重型货车（>3.5吨）
91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小客车（4x4除外）
92 数字 村庄可用车辆总数：四轮驱动客车（4x4）（四轮驱动）

附件3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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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数字 一年中有多少天内部通行（村内）因天气恶劣受限？

94 数字 一年中有多少天外部通行（村外）因天气恶劣受限？

95 数字 公交服务：每个工作日发车次数。

96 数字 公共汽车站距离村中心的距离是？[千米]
97 间隔尺度 如何评价公交服务的可靠性？公交车晚点，公交车没有出现，公

交车来得太早等

1. 非常差

2. 差
3. 平均值
4. 好
5. 很好

98 多选 近3年的道路交通事故 1. 没有事故

2. 有事故，无人员伤亡
3. 有事故，人员轻微受伤
4. 有事故，人员严重受伤
5. 有事故，人员死亡

99 单选 村庄内是否有旅游景点？（旅游胜地、宗教场所） 1. 是

2. 否
100 数字 如有，有多少外地游客?
101 文本 关于交通，普查人员可随意评论

102 文本 关于整个调查问卷，普查人员可随意评论

103 图片描述 行政村村委会成员照片

104 图片描述 行政村村委会大楼照片

105 图片描述 待修复公路图片（仅干预组）

106 图片描述 村庄照片

107 图片描述 村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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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干预组和对比组之间的结果对比
道
路
编
号

县 干预组 对比组 家
庭
规
模

女
性
为
户
主
的
家
庭

人
均
收
入

人
均
消
费

每
户
从
业
者

农
作
物
收
入

牲
畜
收
入

农
作
物
数
量

牲
畜
数
量

主干道路

01 海原
南山
（Nanshan）

沙波
（Shabo） +  +  +    

02 泾源
沙塘
（Shatang）

红土
（Hongtu）      +   +

03 彭阳
草滩
（Caotan）

河沟
（Hegou） + +       

04 同心
张二水
（Zhang’er Shui）

青阳泉
（Qingyangquan）  +    +  + 

05 西吉
甘岔
（Gancha）

何家庄
（Hejiazhuang） +     +  + 

06 原州
官厅
（Guanting）

后川
（Houchuan） + +    +  + +

支线公路

07 海原
袁河
（Yuanhe）

红井
（Hongjing）    +  +  + 

08 泾源
庞东
（Pangdong）

西贤
（Xixian）   +  + +  + 

09 原州
姚磨
（Yaomo）

闫堡
（Yanpu）     + +  + +

10 彭阳
曹川
（Caochuan）

丑畔
（Choupan）     +   + +

12 原州
陈儿沟
（Chen’er gou）

河套（
Hetao） +        

13 同心
柳树堡子
（Liushupuzi）

何家塬
（Hejiayuan）  +    +   

14 西吉
权岔
（Quancha）

八岔
（Bacha）        + +

15 西吉
李章
（Lizhang）

蒙集
（Mengji）  + + +     

16 原州
郭庙村
（Guomiaocun）

柯庄
（Kezhuang）   +  +    

图例

 无显著差异

+ 干预村明显较高

+ 对照村明显较高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行）。



公路改善和农村减贫的影响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夏六盘山地区基线调查

改善农村公路可产生更多收入机会，从而造福贫困人口。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农村地区一

项重要的公路改善项目提供了融资。为评估改善后农村交通的影响，需要进行两种调查：项目实施前

的基线调查，以及项目完成后的事后调查。可通过调查结果的对比来了解其影响。本工作报告介绍了

基线调查的方法、实施与结果。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的愿景是建立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亚行的使命是帮助其发展中成员体减少贫困，改善

人民生活质量。尽管亚太地区发展迅速，但全世界大部分贫困人口仍然集中在该地区。亚行致力于通

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帮助亚太地区减少贫困。

亚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现有 67 个成员，其中 48 个来自亚太地区。亚行主要通过政策对

话、贷款、股本投资、担保、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等方式向发展中成员体提供帮助。

亚洲开发银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菲律宾马尼拉） 
www.adb.org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三期）A座17层 
邮编：100004 
www.adb.org/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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