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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偕同海内外学术机构和调查业界

同仁共同举办的“中国调查”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7月18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

为期三天。上海优唯市场研究公司的四位员工参与负责了本次大会的会务、组织工

作，优唯公司研究总监朱春贵作为来自市场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校友

主持了论坛和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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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式是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

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会长范伟达主持，由各大嘉

宾代表出席并致辞。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学会方法

研究会秘书长白宏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王庆基教授，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中国社会学

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副书记李友梅教授，国家统

计局社会科技司司长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副

会长马京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研究方

法》教材的作者艾尔•巴比（Earl Babbie）等。

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Jonathan 

Turner，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教授等也发来了贺信。  

开幕式 

会议介绍 

本次会议吸引了15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社会学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研讨会旨

在总结交流中国调查及其研究方法的进展与经验，为从事调查方法教学和研究的同仁提供交流平台。大会收到了15

0多篇论文，其中优唯公司提交的关于人类学研究的论文受到大会专家们的好评。  

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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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优唯市场研究公司研究总监朱春贵的邀请，联合利华市

场研究部总监方军也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报告 “跨国公司在

中国市场洞察的挑战”中提到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的特殊性，联合利华深知利用市场调研来了解中国消费者是赢

得中国市场的重要关键。但是尽管联合利华在中国建立了数十

人的市场研究团队，每年都会投资上亿人民币的调研预算在市

场研究领域，联合利华在中国市场的市场研究仍然面临众多挑

战： 

● 中国传统文化和转型社会对中国消费行为的影响多样性； 

● 中国消费者多样性对品牌战略的的影响； 

● 中国特色消费文化的形成发展对于市场研究

的影响很大； 

● 中国特色的市场研究； 

大会期间，来自于学术界和商业市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多达20场精彩的报告演讲。 

主题报告 

在会期间，优唯公司的员工与在会的很

多学术领域的教授和市场调研领域的专家进

行了交流和沟通，对于市场调查研究在理论

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实践经验上

有了更加多样性的交流总结。左图是优唯公

司的员工与艾尓·巴比夫妇交流期间的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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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谁动了我的数据”这个主题进行的多方面讨论，论坛总结数据误差的几点主要原因如下： 

● 政治方面：国家层面数据的变动是社会构建的一种常见的方式，政府层面的动数据就是为了引导。 

● 社会大环境方面：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大环境在动，中介机构也在动，市场调查也在动。 

● 技术方面：如果使用的方法不正确，那得出的结果和数据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偏差，特别是某些媒体

在引用数据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而不重视数据解读的全面性。从这个方面来讲，提倡整个社会学界或者调查学

界应该在方法使用的技术层面努力改善，倡导方法要与时俱进，完善与技术革新。 

● 文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使得中国消费者更加不愿意像西方消费者那样表达真实的自我，所以文化的政

治性再加上我们的民族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数据不真实。 

会议倡导数据的真实客观，提出了数据变动的本质——“资本动了数据”。论坛强调业界的乐观态度，呼吁媒    

体的采用正确的宣传方式，并提出采用部门联动等方式约束擅自改动数据的行为。同时也提到了分析方法的重要

性，市场调查研究这方面人才的缺口问题——高校与企业沟通不够，对于人才的培训的标准难于衡量。 

论坛讨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来最大程度的保证数据客观、公正，有代表性： 

● 调研的目的最好是单一维度的，做的东西不能太多，做的太多了，总有某个部分会出现问题。调研机构要想办

法让消费者/被访者觉得调研问题轻松的容易回答，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问卷回来的数据质量高。 

● 同时，调研问卷的设计需要简单明了，让被访者/消费者容易回答和填写。 

● 在样本选取上要确保抽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有效性。 

● 在执行上，确保监管，保证一定的利益空间和工期时间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 

● 尤其要注意数据的分析和解读方面，切忌避免断章取义。  

 

论坛专题讨论 

上海优唯市场研究咨询公司的研究

总监朱春贵主持了论坛“市场调查行业

的现状与趋势”和专题“谁动了我的数

据”。与会的嘉宾有中国社会学会方法

研究会会长范伟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副会长

丘海雄，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教授冯

波、国家统计局统计汪洪涛处长等十几

位来自中国社会学学术界和市场研究界

的学者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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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会通过学术界和商业市场研究领域学者和专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为中国市场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以下启示： 

● 对于动态的市场变化，采用相应变化的视角去观察和调查。 

● 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领域，通过对比选择最适用的调查方法，以及开发、推广及使用新一代调查方法。 

● 问卷设计需要贴合相应的研究目标，得到更加全面的反馈；研究指标的设计更好的诠释分析研究目标。 

● 在传统的分析工具（数据分析工具SPSS、SAS等）之外，考虑新型的分析工具运用（比如STATA等）。 

● 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紧密结合，相互辅助运用。 

● 考虑更多的研究模型，对比不同的研究模型所得出的研究结论。选择最优的研究模型以得到最有效的研究结果， 

● 在解释问题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以放大的视角发掘研究结论和研究问题之间的潜在的关系，从而为数据需要方提

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会议启示 

附录 

主题演讲 

上图为主题演讲大会邀请了多位海内外的多位嘉宾。 

     艾尔·巴比（Earl Babbie）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研究方法》教材的作者、把社会学方法研

究引入中国的查普曼大学教授 

● 报告题目：Using and Teaching an Evolving Science 

● 介绍美国的社会研究方法教学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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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玲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方法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 报告题目：社会模型与定量分析：对当前定量社会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 从社会模型与定量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对当前定量社会学研究的一点思

考。 

 丘海雄 

●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副会长 

● 报告题目：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研究 

 

刘德寰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协会会长 

● 报告题目：布劳顿肯分析思路的误区——深描述结构分析的新探索 

 

陈映芳 

●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 社会学系教授 

● 报告题目：在范式与经验之间：城市研究如何接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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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nicView 

→ Founded in 2004, UnicView is a full service research 
firm focusing on ad-hoc market research. Our main 
research industry are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I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utomotive, 
financial industry.  

→ The business of UnicView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major research areas: consumer need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products, concepts and packaging 
research, brand and advertising research,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research. 

→ We are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consumers, but also 
will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dustry & trade and the 
macro economic &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We expand our research network 
across China via high qualified FW 
partners. 

  Financial  
Industry 

  IT & Telecom 
  Automotive 

  F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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