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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欢迎来到“全民参与”——一项支持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展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倡议。

感谢您愿意成为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官方合作伙伴，该项目将于2016年3月21日至6月20日期间展开。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无
论您是地方政府、基于社区的组织、基于信仰的组织、学校、媒体、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机构，我们都倚赖您，帮助人口普查测试
取得成功。德克萨斯州的哈里斯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被选为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唯一两个县，作为哈里斯县的居民，您
和您的邻居有一个特殊的机会。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测试项目，协助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更低的成本采集到最全面的人口数据。我们共事取得的成就，不仅可以造
福您所在的社区，而且可以造福整个国家。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决定了每个州在国会拥有的代表席位数，并且影响了选区和学区的划
定。针对住房、教育、交通、医疗护理和经济发展，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还可用于辅助拨款和政策的制定。

该伙伴工具包附有以下材料，提供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和韩语译本。请点击 

census.gov/2016Partners 浏览工具包译本。

• 使用工具包： 解释如何使用工具包的各个组成部分

• 入门指南： 包含入门小窍门

• 事实快讯： 了解关于人口普查测试的要点，对您的社区和国家都很重要

• 您的社区： 针对多个社区的关切所收集的信息

• 常见问题： 关于人口普查和此次人口普查测试的常见问题及解答

•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问题： 解释说明人口普查测试中所提出的问题

• 电子邮件范本： 在给社区成员发送电邮时，您可以参照的模板

• 文章范本： 您可以发布在网站或者新闻邮件上的内容

• 举办活动的建议： 成功举办社区聚会的方法

• 社交媒体内容： 在给社区成员发送信息时，您可以参照的信息内容

• 公共电脑： 罗列了提供公共电脑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电脑填写人口普查测试表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联系合作伙伴专员Angeles Ortega，拨打 720-962-3872 (办公室)，303-653-1798 (手机)，或者发送电
邮至angeles.ortega@census.gov；您也可以联系合作伙伴专员Eduardo Guity，拨打301-763-9794 (办公室)，202-329-1574 (
手机)，或者发送电邮至eduardo.i.guity@census.gov。

再次感谢您愿意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与您携手，我们可以教导、告知和鼓励社区成员完成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确保全民参与。 

此致敬礼，

Cathy L. Lacy  

丹佛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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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the word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使用工具包
感谢您成为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合作伙伴。您为了确保社区的每位成员参与测试所付出的努力，将帮助这个国家
在2020年全面展开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伙伴工具包中所附带的材料，将帮助您接触到社区成员，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工具包所提供的

信息也将帮助您解答邻居的问题和关切。

请参照以下方法，充分利用工具包里的每一件“工具”。

 • 入门指南：首先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这些建议将帮助您很快进入状态。使用工具包的其他材料与社区成员交流

时，这些建议也会帮助您记住关键要点。 

 • 为合作伙伴准备的事实快讯：宣传单囊括了合作伙伴需要熟知的关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基本信息,其重要性以

及合作伙伴的工作任务，协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它也可以帮助您解答社区成员所提出的问题。

 • 您所在的社区和人口普查：宣传单解释了为什么成员的参与对您的社区尤为重要。只要有机会，请将这些材料分

发出去。 

 • 关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常见问题：此处罗列的常见问题和答案，不仅可以帮助您解答可能遇到的问题，也可

以与社区成员分享。

 • 人口普查测试问题详解：问题的组成以及提问的原因：人们在填写人口普查信息的时候经常会好奇为什么需要回

答这些问题。该资料解释了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参照此处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分发给社区的其他成员。 

 • 电邮信息的范本：一封措辞精准的电子邮件，可以让您同时与社区的很多成员展开有效的沟通。您可以完全采纳

范本的内容，在恰当的地方输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也可以亲自撰写，更好地反映您所在社区的利益和关切。

 • 新闻邮件和网站的文章范本：网站和新闻邮件是另一种可以同时与社区很多成员沟通的有效方法。您可以完全采

纳该范本文章的内容，也可以添加从工具包资料中挑选出的，您认为社区最关注的信息。 

 • 为合作伙伴准备的社交媒体内容：您令人信服的声音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可以帮助我们向社区传播关于人口普查

测试的知识。此处建议的社交媒体内容将帮助您向公众介绍此次测试。

 • 公共电脑：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选用了在线普查的方式，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电脑、笔记本、智能手机或者

平板电脑。此处罗列了提供免费公用电脑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电脑填写普查表格。

 • 举办活动的建议：宣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活动可以像简易午餐或者咖啡聚会般简便。此处罗列了一些成功举

办活动的常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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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入门指南

做一名骄傲的合作伙伴

宣传普查测试的第一步：让别人知道，您作为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合作伙伴的职责。

• 交谈 与同事、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教会挚友以及其他联系人分享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有关的信息，并且以电

邮的方式告知您的职责。

• 发布 使用社交媒体。如果您使用包括Facebook、 Twitter、 LinkedIn或者Instagram在内的社交网络平台，那

么请在状态信息栏发布您担任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伙伴的信息，并且附上在线普查测试的网络链接(访问census.

gov/2016Partners浏览可以简易共享和下载的信息)。

• 传播 运用工具包中的信息宣传单提高人们对于人口普查测试的关注，激发讨论。将宣传单带到办公室，随身携带

分发。

成为优秀合作伙伴的四大秘诀

• 了解项目 熟悉工具包里信息宣传单的内容。

• 重复信息 可能您是很多人获得普查测试信息的唯一渠道，还有些人可能要重复听到好几次之后才会完成普查测试

的问卷调查表。后续随访：询问社区成员是否已经完成了人口普查测试表格的填写。提醒他们表格的填写非常简

单，建议现在就使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或者公用电脑填写表格。

• 调整方法 信息的有效性因人而异。从工具包中挑选出可以帮助您针对特定人群，提高他们参与度的材料。

• 有问题? 请问! 人口普查局的工作人员竭诚为您服务。请联系以下工作人员：

Angeles Ortega, 合作伙伴专员,720-962-3872 (办公室),303-653-1798 (手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 angeles.

ortega@census.gov 

Eduardo  Guity, 合作伙伴专员,301-763-9794 (办公室),202-329-1574 (手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

eduardo.i.guity@census.gov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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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为合作伙伴准备的事实快讯：
 • 美国人口普查局将于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在德克萨斯州的哈里斯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进行

人口普查测试。

 • 居住在这两个测试县的居民可于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参与普查。

 • 此次测试将帮助人口普查局为2020年每十年一次的全面普查做好准备，力争普查到全国境内的每一个人。

 • 全国仅有两个县参与此次测试：分别是德克萨斯州的哈里斯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

 • 居民可以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在线参与普查测试。

 • 如果测试区的居民未能在2016年5月在线完成普查表格的填写，人口普查局将派专员至居民家中收集普查信息。

 • 人口普查局也在测试专为2020年人口普查所编写的系统，熟悉如何同时管理在多个地点运作的新系统。

 • 此次普查测试将帮助人口普查局就2020年的普查方案和执行做出关键决策。

 • 人口普查通过以下方式，造福您和您的社区：

1. 社区使用普查信息规划公交车路线，划分校区，提供社区服务。

2. 企业借鉴普查数据就商店、办公室或者工厂进行选址。这些新的商业活动促进就业，支持社区经济。

3. 商户使用普查信息来决定店内出售的商品，满足社区的需求。

4. 信息也将帮助您的社区，获取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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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您的社区和人口普查：

根据宪法规定，美国必须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即便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美国人口普查局还是很难普查到全

美境内的所有人口。

3月21日至6月20日，哈里斯县的居民将参加人口普查局开展的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该普查测试将对新流程和新方法

进行测试，希望可以极大地提高2020年全国普查工作。

精确的人口普查统计的重要性：

 • 帮助您所在的州在国会拥有足够的发言权。普查结果决定了每个州在美国众议院可以拥有的代表人数。

 • 帮助您的社区获得拨款，资助合理的、必要的服务。就很多联邦项目而言，人口的数量和特点在资金分配中发挥

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您所在社区的部分居民没有计入普查，那么社区可能会在10年的时间里失去数百万的联邦拨

款，影响包括医疗补助计划、妇幼保健项目、公共住房补助、营养项目、社区发展、“启蒙”等其他教育项目在

内的核心项目和服务。

 • 帮助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构建更多的购物场所。企业借鉴人口普查数据，为商店、办公室、购物中心和工

厂进行选址。数据也可以帮助政府就经济发展做出更好的决策。

 • 帮助确定您的投票地点和子女可以入学的学校。准确的人口统计在划分选区和校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普查统计结果也曾被用于应对人们对法律所提出的质疑，比如有人抗议选区的划分削弱了少数族裔的政治权利。

 • 可以提高您每日的驾驶体验。规划修建隧道、桥梁、停车标志、交通路灯和道路时，都会参照普查数据。

 • 双语服务的推行可能取决于普查结果。人口统计结果在决定政府工作是否或者必须推行双语服务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向某一特定社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可能也会受到普查结果的启发，雇佣双语员工，在非英语的

媒体平台发布广告，翻译广告材料或者在英语能力有限人口居多的地区，提供其他语种的资料译本。

 • 帮助捍卫每个人的公民权利。统计到准确的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对维护公民权利和执行与投票、住房、就业和教育有关

的反歧视法律至关重要。

 • 帮助明确您所在社区的关切和需求。研究员利用统计结果，研究医疗护理、刑事司法体系和其他领域
存在的分歧。

WE COUNT 
                  censu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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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关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常见问题：

作为2016年普查测试地区的居民，您可能有很多疑问，例如普查测试为什么以及如何展开？为什么选择了您所在的地

区？采集到的数据将如何使用？请见如下提供的背景介绍和相关信息。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是什么？

今年，人口普查局在您所在的区域测试新的普查流程和方法，希望可以极大地提高2020年人口普查在全国展开的相关工

作。例如，居民可以使用电脑、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在线填写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表格。我们分别在德克萨斯州和

加利福尼亚州同时测试新的系统。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普查测试的结果，开发出适用于2020年全国普查的运作流程，力争节省开支的同时恪守人口普查局对

高质和精准的承诺。在此次普查测试中，我们想提高居民的主动参与度，让居民可以主动完成普查的问卷填写，而无需

普查员亲自随访，节约成本。我们也将针对没有回复的家庭，测试后续随访的相关流程和机制。

我们地区的测试在哪里开展？

测试将在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的部分地区展开。

为什么挑选该地区进行人口普查测试？

• 地处城市

• 语言多样化

• 人口组成多样化

• 房屋空置率高

• 互联网使用率参差不齐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网络数据采集什么时候开始？

您可以在2016年3月21日至6月20日期间完成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我怎样才能参与此次普查测试呢？

选中参加2016年普查测试的家庭将收到纸质邀请函，随后可以在线参加普查。您也可以选择通过电话或者填写纸质

问卷的形式提供普查信息。

人口普查测试会问到哪些问题？

针对每一位家庭成员，我们会问家里一共住了多少人。针对每个个人，我们会问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种族和与普查

对象的关系。我们也会问房屋是自置还是租用，以及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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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Census Test

我必须要参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吗？

是的。按照法律规定，您必须要参与普查测试。同一项法律也规定，人口普查局必须对您的回复予以保密，并且只可以

将回复用于生成统计汇总数据。换句话说，人口普查局不会公开任何可能会泄露您身份的数据。人口普查局严禁与执法

部门共享您的个人信息。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会有双语问卷吗？

2016年普查测试提供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和韩语版本的纸质和在线问卷。电话协助可以选择西班牙语、中文（普通话

和粤语）、韩语、越南语、塔加拉族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服务。

人口普查局会公布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结果吗？

不会。此次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重心是为2020年的全国普查研究新的方法，而不是发布测试地区的最新官方数据。

WE COUNT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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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the word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人口普查测试问题详解：问题的组成以及提问的原因

美国人口普查局正在测试一些现代化，节约成本的普查方法，力争找到在美国进行人口普查的最精准的渠道。此次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将于2016年3月21日至6月20日展开，届时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和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的居民将

受邀完成普查问卷。

人口普查测试的问卷和每十年一次的正式普查问卷相似，下一次全国普查将于2020年展开。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目

的是找到改进普查工作的方法，其成果将影响到2020年的全国普查。

以下罗列了普查中您将会被问到的问题，以及人口普查局为什么选择这些问题：

1. 有多少人于2016年4月1日在这座房屋、公寓或者移动住房居住或者留宿？

每一位普查对象都会被问到相同的日期，此处选用了2016年4月1日普查日，为了确保结果的一致性。

获得准确的人口统计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州可以在国会拥有的代表席位数。人口数量也影响了超过100
个联邦项目，涉及数千亿美元款项的分配。

2. 还有其他人于2016年4月1日在这里留宿吗？

人口普查局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确保普查对象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没有疏忽掉任何人，例如亲戚、养子女或者住

家保姆。

3. 这所房子、公寓或移动式房屋是否属于此地址住户的某个人（有房贷或房屋净值贷款）；属于此地址住户的某个

人，但没有任何债务（无房贷或贷款）；租用；或为免租金住用？

该问题所收集到的答案可以帮助地方、州级、部落和联邦政府就住房项目和规划做出决策。另外，住房自有率也

是国家经济状况的一项指标。

4. 您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人口普查局要求您留下电话号码，只会在办理公务有需要时才会与您联系。

5. 请提供每一位住户的信息。如果支付租金的房客或者业主住在这里，请将他/她列为1号住户。如果业主或者支付

租金的人不住在这里，请将成年人列为1号住户。

提供信息时使用姓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您保持清晰的思路，确保未遗漏任何人。当人口普查局想要就某一

位或者多位住户收集表格上遗漏的信息时，提供姓名就能找到正确的普查对象。请您放心，法律禁止人口普查局

泄露或者公开任何可以确定您身份的私密信息（包括您的姓名）。

8



2016 Census Test

Spread the word

6. 1号住户的性别是什么？

很多联邦项目在筹备经费、贯彻实施和项目评估时必须考虑性别因素。比如说，法律提倡女性享有平等的就业机

会。该信息也可以在分析社会和经济趋势时发挥重要的作用。

7. 1号住户的年龄和出生日期是什么？

很多关于经费和规划的决策都基于与年龄相关的统计数据和趋势。例如，联邦政府使用这些数据来决定如何分配

教育经费，保护老年人和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需求。州级和地方政府使用这些数据来明确与年龄相关的需求，比

如学龄儿童的数量是否会激增。

8. 1号住户符合以下哪项描述？

该问题与种族和拉美族裔背景有关。该问题用于观察《投票权法》和《民权法》的贯彻情况，同时也用于协助选

区的划分。与种族有关的数据也用于评估就业操守的公平度，监测健康和教育领域的种族差异。

9. 1号住户有时会居住或者留宿在其他地方吗？

这是另一个帮助人口普查局确保准确性和完整性的问题。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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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电邮信息的范本

以下是您可以发送给社区成员的电邮范本。您可以完全采纳范本的内容，或者根据我们所提供的信息宣传单和其他信

息撰写电邮内容。以下是撰写电邮内容的几项建议：

 • 构思出引人瞩目的主题，保持精简，电邮系统的主题栏通常只能显示50个字符。

 • 从最重要的信息开始。

 • 号召读者听取您的建议，采取行动。

 • 内容短小精悍。人们通常只花几秒钟的时间浏览一封电邮。

 • 使用粗体、副标题、项目符号或者其他方法，明确想要表达的信息，大力呼吁采取行动，让读者可以很快领略到

大意。

请仔细参阅下面几页，内容包括了应在3月14日那周发出的介绍性电邮的范本，以及两封应在普查测试开始后发出的

资讯类电邮范本：一封应于3月21日发出，另一封应于3月28日那周发出。您可以完全采纳范本的内容，也可以将范本

作为参照，亲自撰写电邮内容。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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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UNT
census.gov/2016Partners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以下是介绍性电邮范本的内容（应于3月14日那周发出）：

主题栏：响彻全美：全民参与！

自3月21日起，通过回答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有关的问题，您将有机会帮助您的社区和国家。

在2020年开展每十年一次的正式普查之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将在哈里斯县的部分地区进行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此次测试将针对统

计人口数量和普查宣传工作，对现代化、性价比高的方法进行测试。比如说，您和您的邻居将可以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

板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完成普查问卷的填写。

请留意您的信箱，查收附有您普查识别码的明信片。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将于3月21日开始。

通过参加此次普查测试，您将帮助人口普查局达到为2020年普查所设立的目标，即节省多达50亿美元支出的同时确保每个人都参与

普查。 人口普查统计对我国的开支影响巨大。2020年的普查结果将影响到来自100多个政府项目，超过4000亿美元的经费在州级和

当地的分配情况，其中就包括了类似于我们这样的社区。收集到的数据也将影响到一些决策的制定，例如哪些道路需要维修，在哪

里修建学校和商户，需要提供哪些医疗服务等等。

通过参加人口普查测试，我们可以帮助人口普查局达到为2020年人口普查所设立的目标，确保普查到每个人。一起参加这场重要的

普查测试吧！欲知更多详情，点击浏览census.gov/2016censustest。

此致敬礼，

[在此输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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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以下是第一封资讯电邮范本的内容（应于3月21日那周发出）：

主题栏 （根据收件人的关注点构思主题）：

 帮助您的社区：全民参与，为教育发声 

 帮助您的社区：全民参与，为医疗服务发声 

 帮助您的社区：全民参与，为住房发声 

 切记，我们还要为商界发声 

 切记，我们还要为交通发声 

 表达我们的心声！全民参与，为社区发声 

 表达我们的心声！全民参与，为国家发声

全民参与，为自己发声。全民参与，为国家发声。我们为教育、医疗保健、住房、交通和商界发声。

在随后的几周，我们的社区将为此给予支持。

虽然下一次全国普查将于2020年展开，但是我们社区拥有这次特殊的机会，可以让2020年人口普查变得更精准，更全面。2016年人

口普查测试仅挑选了包括哈里斯县在内的2个测试县。我们可以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参与此次普查测

试。

我们可以通过参加普查测试，帮助人口普查局达到为2020年普查所设立的目标，确保普查到每个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定要确

保普查的全面精准。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影响到了每年来自100多个联邦项目，超过4000亿美元的经费在州级和当地的

分配情况。以下是与普查结果息息相关的部分项目列表：

• 医疗补助计划 

• 学校午餐项目 

• 社区发展资金 

• 道路和校园的修建 

• 医疗服务 

• 商业选址

请点击https://survey.census.gov/censustest，完成普查问卷的填写。问问您的邻居，他们完成了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了吗？让

他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全民参与”！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输入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把握住这次宝贵的机会！

此致敬礼，

[在此输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nsus.gov/2016census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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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the word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以下是第二封资讯电邮范本的内容（应于3月28日那周发出）：

主题栏：全民参与：为什么一个都不能少

自上一封提醒您参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邮件发出后，已经有一个礼拜了。如果您还没有参与普查，请允许我简单地强调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3月21日至6月20日期间，哈里斯县的居民拥有参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特殊机会，帮助2020年全国普查削减成本的同时，采集

到更加精确全面的信息。我们和左邻右舍被选中协助改进全国普查的相关工作，不仅可以为纳税人节省高达50亿美元的支出，还可

以确保4年后的人口普查数据既全面又精确。

这意味着什么呢？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影响了每年来自100多个联邦项目，超过4000亿美元的经费在州级和当地的分配情况。以医疗

补助计划为例，布鲁金斯学会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每多一位普查对象，医疗补助计划就会向大多

数的州 ，每人额外补助几百到几千美元，积少成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全民参与！点击https://survey.census.gov/censustest，现在就参与完成普查测试。 您的参与，将帮助我们

从2020年的普查中统计到准确的人口数量。

此致敬礼，

[在此输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备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输入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把握住这次宝贵的机会！

\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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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UNT
census.gov/2016Partners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新闻邮件或网站的文章范本

您可以将以下这篇关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文章发布到新闻邮件或者您的网站上。

建议标题：普查测试走进你我，确保全民参与

哈里斯县部分地区的居民在3月21日至6月20日期间，拥有特殊的机会，为自己、社区和国家做出贡献。美国人口普查局仅挑选了包

括哈里斯县在内的两个县，作为2016年人口普查的测试县。

人口普查局此次开展普查测试，是为了让2020年的全国普查取得更加全面、精确的统计结果，降低工作成本，节省金额可高达50亿

美元。

居民可以在线完成人口普查是此次测试的一大特色。这就意味着，居民可以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完

成普查问卷的填写。除了在线参与以外，人口普查局还将测试其他几项新流程，并且同时在多个地点对新系统进行测试。

每十年一次采集到的普查数据影响了道路和学校的修建、医疗服务、经济发展、商业选址等决策的制定。统计到的一个州的总人口

决定了该州在国会拥有的代表席位数，州内的人口的组成也将影响选区的划分。

欲知更多详情，请点击浏览census.gov/2016censu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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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作伙伴准备的社交媒体内容：2016年3月

合作伙伴们：感谢您帮助我们宣传在哈里斯县开展的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工作。您令人信服的声音具有强大的号召

力，可以帮助我们向社区传播关于人口普查测试的知识。此处建议的社交媒体内容将帮助您向公众介绍此次人口普查

测试。

将此处内容发布到您的Facebook页面时，手动输入“@”符号和“uscensusbureau”,U.S. Census Bureau（美

国人口普查局）就会出现在下拉菜单中。选择U.S. Census Bureau（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页面之后，继续输入其他

内容。采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在Facebook标记（tag）人口普查局，创建可以跳转到人口普查局Facebook页面

的“活链接”。

合作伙伴也可以浏览人口普查局的Facebook页面，点击“Share”，并且从下拉菜单中选择“On  a page you 

manage”就可以分享已发布的帖子。采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连接到人口普查局的Facebook页面，并且将相关内

容发布到合作伙伴本人的Facebook页面。合作伙伴也可以访问人口普查局的Twitter账号，分享该平台的相关内容 

。

关于社交媒体的其他建议：

1. Follow（关注）人口普查局在Twitter平台的账号 @uscensussbureau，点击“Like”（赞）人口普查局

（U.S.Census Bureau）的Facebook页面，掌握最新动态。

2.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相关的内容时，附上#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这样

一来，您的帖子和多媒体内容就会出现在主题标签的搜索结果中。

3. 在社交媒体平台搜索“#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评论回复相应的帖子和推文，加强与网友的互

动。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就“人口普查测试”创建有机的、双向的沟通。

4. 关注帖子的动态，及时回复相关问题和评论。如果您不知道答案，请建议提问者访问人口普查局的Facebook页

面，并将问题发表在评论栏里。如果是Twitter平台，请建议提问者将问题发送至@uscensusbureau（@美国人口

普查局），并且使用#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的主题标签。

5. 鼓励哈里斯县的居民加入#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的照片分享活动中，操作细则请见下一页的社交媒

体内容。

在线人口普查信息，供您参考：

•普查的Facebook页面：www.facebook.com/uscensusbureau

•普查的Twitter页面：http://twitter.com/uscensusbureau

• 2016人口普查测试引导页：census.gov/2016censustest

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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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帖文 Twitter推文
图片（在Twitter平台，图片占

23个字符）

哈里斯县的居民们！邀请大家
参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点击链接http://go.usa.gov/

cySqP，查看相关细则。如果您支
持#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请点赞

2016普查测试将于3月21日开
始！#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http://go.usa.gov/cySqP

我们与@Uscensusbureau（@美国
人口普查局）一同携手宣传2016年
人口普查测试，它将帮助我们的社区
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和服务。如果你
将参与#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的话，http://go.usa.gov/

cySqP ，请点赞

我们携手@uscensusbureau（美国
人口普查局）#WeCount2016（#全
民参与2016）共同宣传2016年人口
普查测试。欲知更多详情，请点击浏
览http://go.usa.gov/cySqP

为什么要#WeCount2016（#全
民参与2016）? 2016年人口普
查测试由美国人口普查局组织开
展，从此次测试中获得的发现将改
进#2020Census（#2020全国普
查）的相关工作，节省纳税人的金
钱。了解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如何
在您所在的社区开展，请点击浏览
http://go.usa.gov/cySqP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2016年人口普查
测试在您社区的相关动态，访问@

uscensusbureau创建的测试网页
http://go.usa.gov/cySqP

您做好改写历史的准备了吗？通过
参加@Uscensusbureau（@美国
人口普查局）组织开展的2016年人
口普查测试，哈里斯县的居民将有
机会改变2020年全国普查的工作方
法。#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将于3月21日开始。您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参与：http://go.usa.

gov/cySqP

#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

）改进#2020Census （#2020全国
普查）的工作方法。加入我们，改写
历史：http://go.usa.gov/cySqP

为什么挑选哈里斯县作为@

uscensusbureau（@美国人口普
查局）的测试县呢？学习我们所
在地区的人口因素，了解何以入选
2016年普查测试县，与我们分享您
支持#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的原因：http://go.usa.gov/

cySqP

阅读我们所在区域入选2016年人口
普查测试县的原因，转发推文，分享
您支持#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的原因：http://go.usa.gov/

cySqP

2020年全国普查即将到来，通过参
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您可以
帮助美国为#2020census（#2020

全国普查）做好准备！请点击浏览 
http://go.usa.gov/cySqP

转发推文：如果您将参
与#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帮助改进#2020Census 
（#2020全国普查），请点击浏览 
http://go.usa.gov/cySqP

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伙伴——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范例：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2016年3月——5月

Spread th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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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帖文 Twitter推文
图片（在Twitter平台，图片占

23个字符）

为什么要#WeCount2016（#全民
参与2016）? 因为如果我们社区的
居民没有纳入2020年的普查结果，
那么我们可能会损失几百万美元的
联邦拨款。了解为什么通过参与@

Uscensusbureau（@美国人口普查
局）组织的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我们可以为国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http://go.usa.gov/cySqP

为什么要#WeCount2016（#全民
参与2016）? 因为我们想要帮助@

uscensusbureau（@美国人口普
查局）为#2020Census（#2020全
国普查）做好准备：http://go.usa.

gov/cySqP

@Uscensusbureau(@美国人口普
查局)采集到的数据帮助我们社区确
定选区和校区的划分。这就是为什么
每个人都应该参与2016年人口普查
测试，确保我们享有平等的代表权。
加入我们，分享与#WeCount2016

（#全民参与2016）的合照，表达参
与普查的决心：http://go.usa.gov/

cySqP

2020年全国普查即将到来，表达参
与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决心，
确保#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请点击浏览http://go.usa.

gov/cySqP

在我们地区组织开展的2016

年人口普查测试将为美国人
口普查局提供可靠的见解，节
省#2020Census（#2020全国
普查）的支出。加入我们，确
保#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请点击浏览http://go.usa.

gov/cySqP

加入#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让#2020Census（#2020

全国普查）变得更加省时高效http://

go.usa.gov/cySqP

 

通过参加@Uscensusbureau（@

美国人口普查局）组织开展的2016

年人口普查测试，确保每个人都能
计入#2020Census（#2020全国
普查）结果，您保护了我们这个国
家的公民权利。每个人都应该享有
被代表权，了解如何加入我们，宣
传#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http://go.usa.gov/cySqP

确保每个人都参
与#2020Census（#2020全国普
查），帮助宣传#WeCount2016（#
全民参与2016）：http://go.usa.

gov/cySqP

改进2020年全国普查的相关工作，创
造历史！找到加入#WeCount2016

（#全民参与2016）的方法，参加@

Uscensusbureau（@美国人口普
查局）组织的2016年人口普查测
试：http://go.usa.gov/cySqP

了解2016人口普查测试的结果将
如何塑造#2020Census（#2020

全国普查）的未来，以及为什么
要#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http://go.usa.gov/cySqP

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伙伴——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更多范例：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3月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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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伙伴--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范例：关于普查日的推文、贴文

Facebook帖文 Twitter推文 推荐图片

我们携手美国人口普查局，一齐倒数
迎接普查日！不要忘了填写普查表
格，真正做到#WeCount2016（#全
民参与2016）！

我们与@uscensusbureau（@
美国人口普查局）一齐倒数迎
接普查日！转发推文，加入我
们#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
）

距离普查日还只剩下XX天了！
帮助美国人口普查局为2020年全
国普查做好准备，见证历史，确
保#WeCount2016（#全民参与2016
）！

距离普查日还只剩下XX天
了！#WeCount2016（#全民参与
2016）

想要见证历史吗？请务必填写您的普
查表格，一起宣传#WeCount2016
（#全民参与2016）

想要见证历史吗？请务必填写您的普
查表格！#WeCount2016（#全民参
与2016）

census.gov/2016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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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公共电脑：

辅助您完成人口普查测试

通过在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开展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工作，美国人口调查局将测试采集数

据的新方法，为2020年的全国普查做好准备。人们可以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或

者平板电脑，在线完成普查测试问卷的填写，无需再填写寄出纸质表格。

家里没有电脑或者网络连接怎么办？不用担心，下一页罗列了县里提供公用电脑的场所。温馨

提示，个人用户必须凭图书证才能使用图书馆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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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Census Test

census.gov/2016Partners

Collier Regional Library 

6200 Pinemont Drive 

Houston, TX 77092 

Fairbanks Branch Library 

7122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40

Katherine Tyra Branch Library 

16719 Clay Road

Houston, TX 77084 

Kendall Neighborhood  Library

609 N Eldridge Pkwy

Houston, TX 77079

McGovern Stella-Link Library

7405 Stella Link Rd

Houston, TX 77025

Robinson-Westchase  Library

3223 Wilcrest Drive

Houston, TX 77042

Spring Branch Memorial Library 

930 Corbindale Rd

Houston, TX 77024

Walter Neighborhood Library

7660 Clarewood Dr

Houston, TX 77036

温馨提示，个人用户必须凭图书证才能使用图书馆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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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

举办活动的建议：
宣传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的活动可以像简易午餐或者咖啡聚会般简便。您甚至可以举办一场虚拟的活动，比如网上

讨论会或者谷歌视频群聊，与更多人展开互动。以下是一些成功举办活动的常见步骤。

第一步：确定主要的参与者

作为活动的主办者，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邀请函要尽早发出。建议您考虑邀请以下社区成员出席活动或者担任
讲者：

 • 社区领袖：他们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 当地项目代表：其代表的项目会根据普查统计结果对款项进行分配，例如医疗补助计划、“启蒙”或者全国学校
午餐项目。

 • 美国人口普查局代表：可以是来自人口普查局当地办公室的代表。请与合作伙伴专员Angeles Ortega取得联
系，拨打720-962-3872(办公室), 303-653-1798(手机),或者发送电邮至angeles.ortega@census.gov。您也
可以联系合作伙伴专员Eduardo Guity，拨打301-763-9794(办公室),202-329-1574(手机)，或者发送电邮至 

eduardo.i.guity@census.gov。

第二步：确定活动日期

选择日期的时候请考虑以下几点：

 • 如果想要组织户外活动，务必安排好替补方案，以防下雨。 

 • 避开工作日、公共假日、与宗教有关的假日，以及在普查测试期间开展的任何仪式。建议将活动安排在4月1日人

口普查日。

第三步：确定活动场地。

确保人们可以方便简易地抵达活动场地，场地的规模应当按照参加活动的人数酌情考虑。

第四步：策划和宣传活动

制定议程：给予参与者发言和提问的机会，明确活动的主题。其他考虑事项：

 • 活动一般时长为60-90分钟。考虑播放人口普查测试社交中心提供的幻灯片文件，请点击浏览census.

gov/2016Partners. 

 • 口口相传！将宣传的重心放在人们常去的地方，比如社区中心、基督教堂、犹太教堂的集会室、学校、老年人中

心和公共图书馆。

第五步：举办活动

倘若可行的话，准备几台电脑或者平板电脑，邀请可以帮助参与者完成2016年人口普查测试问卷的人到场协助。

第六步：后续随访

如果可以的话，请与我们分享活动的效果——哪些地方做得很好？哪些地方还有待提高？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改进
未来的伙伴关系工具包。您也可以借助后续随访的机会，向参与者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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