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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D，E，F，G，H，和I（C-I）包含的问题针对特定的学校膳食项目。这几个部分需各为每一个项目分别填写。 

从第一个项目开始，请填写如下的C-I部分。如果在该国在最近完成的一个学年内，还有更多的学校供膳项目，
请再次为额外的项目填写C-I部分。额外的PDF格式的文档（文件名为“Global Survey-Sections C-I”，即“全球调
查-C-I部分”）可于 www.survey.gcnf.org/2021-global-survey/下载。请为每个额外项目递交一份填写完整的部
分C-I。

范例：
国家A只有一个膳食项目。国际A只需填写部分C-I一次。只需填写主要问卷文档。 

2021  
全球学校供膳项目 

完整调查问卷

国家B 有两个学校供膳项目。 每个项目有各自独有的资金来源，独有的实施单位或实施伙伴单 
位，独有的食物供应和获得方式，和独有的食谱。该国需要回答C-I部分2次。对于第一个项目，国家B需要在
住要问卷文档填写C-I部分。对于第二个项目，国家B将需另外下载并填写PDF文档文件名为全球问卷-C-I部分 
（Global Survey - Sections C-I）。两个部分将会一起上交。 

2021  
全球学校供膳项目 

完整调查问卷

部分 C–I

C
C-I 部分填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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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C1 请填写学校供膳项目的名称（此指列在A1.1的项目） 

C2 该国该项目是从哪一年开始执行的? 

C3 是否由某一个政府机构来承担该项目的主要管理责任？ 

  是     否

C3.1 若C3题答案为是，哪个政府机构负责管理该学校供膳项目？ 

C3.2 若C3题答案为否，由谁来负责管理该项目？ 

C4  在最近学年中， 项目实行者（例如，政府，非盈利性机构，或私人企业）为该项目共计支出多少费用（包含
各种资金来源）？如没有具体统计数据，请提供估算数。 

C4.1 第C4题中涉及的币种是什么？请说明。 

C4.2 费用额度与预算相比较，是否因新冠疫情而增加或者减少？ 

  额度无变化   额度增加    额度减少 

C5 考虑到所有支持学校供膳项目的资金和实物捐助，资金和实物的来源各占多大的比例？  

无/不适用 少许 一些 大部分 全部

国家性的项目实行者           

非国家性的项目实行者           

区域性的项目实行者 （比如，省级，市
级，县级，区域级，当地政府）           

学生家庭和其他社区成员           

私人企业           

其他              

 

C
部分C: 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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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在最近学年中，多少名儿童通过该项目接受食物？ 

C7 与该项目的各个项目目标相比，每个目标达标程度是多少？ 

完全达标 大部分达标 稍微达标 未达标

收益学生人数         

供膳频率         

供给量         

膳食篮子多样化程度         

接受膳食的学校数量         

加收膳食的学校年级数量 （例如, 小学，中学）         

C8 在本学年（或下一学年），该学校供膳项目预计覆盖多少儿童？如果没有具体统计数据，请提供估算数。 

C9 如果在回答本部分问题过程中遇到困难，请提出简要意见。 

C部 分 C :  项 目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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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学校供膳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可多选。 

  实现教育目标 

  提供社会安全网 

  满足营养和/或健康目标 

  预防或缓解肥胖症 

  实现农业发展目标 

  其他：

D2 该学校供膳项目的供膳模式是什么？可多选。 

  校内正餐 

  校内加餐 

  回家带餐 

  其他：  

D2.1 若D2为校内正餐，供的是哪一顿正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D3  每年每个学生的成本是多少？这里的数据应当是每年每个学生。若只知晓每餐的成 本，那么估算每年每
个学生食用多少份餐并乘于每餐的成本。 
早餐 
午餐  
晚餐  
加餐  
回家带餐  
其他  

D3.1 D3题涉及到的货币种类是什么？请描述。  

D
第D部分: 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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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D4  年纪/年龄 

D4.1  这个年纪的学生是否受益于该学校供膳项目？  
若“是”请打勾 

D4.2  多少此年级的学生收益于该学校供膳项目

女生 男生 总共

学前班 （早领教育）    

小学   

中学   

职业/技术学校    

其他:       

D5 学校分类 

D5.1  这一类型的学校是否参与了学校供膳项目？若“
是”请打勾 

D5.2  多少学校参与了？ 

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其他:      

D5.3 该学校供膳项目是否包括寄宿学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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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校内正餐或校内加餐

若该学校供膳项目提供校内正餐或校内加餐，请回答问题D6-D11. 若非如此，请跳到问题D12. 

D6 在一整年中学校何时提供校内正餐和校内加餐？可多选。 

  学年内 

  学年以外 

D7 校内正餐和校内加餐是否达到全国所有的目标学龄或目标年纪的学生？ 
  是     否

D7.1 若D7题答案为否，这一模式的覆盖率是多少？

  75-99% 

  50-75% 

  25-50% 

  0-25% 

D7.2 若该D7为“否”，如何确定哪些目标群体的学生接受学校膳食供应？可多选。 

  地理因素  

  个体学生的特点  

  其他： 

D7.2.1 目标群体是以什么标准定位的？  

D8 年级/年龄阶段  

只需填写以下表格若数据与D4问题中有所差别。否则，请跳到问题D9. 

D8.1 以下阶段的学生是否通过本模式接受膳食
供应？若是，请打钩。 

D8.2 多少以下阶段的学生通过本模式接受膳食供应？ 

女生 男生 总共

学前班（早龄教育）    

小学   

中学   

职业/技术学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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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9 学校供膳的频率和时间间隔 

D9.1 本模式下，供膳项目的频率是什么？ 

D9.2 一年中有哪几个月提供供膳项目？ 

月
年

(2020  
or 2021)

若“是”， 请打勾 

是，所有的
学校 

是，部分
学校

  每周7次 一月

  每周6次 二月

  每周5次 三月

  每周4次 四月

  每周3次 五月

  每周2次 六月

  每周1次 七月

  每两周一次 八月

  每月一次 九月

  其他: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D10 以下哪些类别的食物包含在校内供餐和校内加餐里？可多选。 

  粮食/谷物   绿色叶类蔬菜 

  根茎类   其他蔬菜 

  豆类和坚果   水果 

  乳制品（酸奶，奶酪）   油脂 

  鸡蛋   盐 

  肉类   糖 

  禽类   其他:  

  鱼类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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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以下哪些类别的饮料包含在校内供餐和校内加餐里？可多选。 

无加糖 加糖

  牛奶   牛奶 

  酸奶饮品   酸奶饮品 

  果汁   果汁 

  茶饮    茶饮  

  水    水  

  其他:    其他:  

 

D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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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回家带餐 

若该学校供膳项目提供回家带餐，请回答问题D12-D16. 若非如此，请跳到问题D17.

D12 在一整年中学校何时提供回家带餐？可多选 

  学年内 

  学年以外 

D13 回家带餐是否达到全国所有的目标学龄或目标年纪的学生？ 

  是     否

D13.1 若D7题答案为否，这一模式的覆盖率是多少？ 

  75-99% 

  50-75% 

  25-50% 

  0-25% 

D13.2 若该D13为“否”，如何确定哪些目标群体的学生接受学校膳食供应？可多选。 

  地理因素  

  个体学生的特点  

  其他： 

D13.2.1 目标群体是以什么标准定位的？  

D14 年级/年龄阶段 

只需填写以下表格若数据与D4问题中有所差别。否则，请跳到问题D15. 

D14.1  以下阶段的学生是否通过回家带餐接受膳食
供应？若是，请打钩。 

D14.2  多少以下阶段的学生通过回家带餐接受膳
食供应？ 

女生 男生 总共

学前班（早龄教育）    

小学   

中学   

职业/技术学校    

其他: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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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15 回家带餐的频率和时间间隔 

D15.1 回家带餐的频率是什么？ 

D15.2一年中有哪几个月提供回家带餐？ 

月
年

(2020  
or 2021)

若“是”， 请打勾 

是，所有的
学校 是，部分学校

  每周7次 一月

  每周6次 二月

  每周5次 三月

  每周4次 四月

  每周3次 五月

  每周2次 六月

  每周1次 七月

  每两周一次  八月

  每月一次 九月

  一年四次  十月

  一年两次  十一月

  其他: 十二月

D16 以下哪些类别的食物包含在校内供餐和校内加餐里？可多选。 

  粮食/谷物   绿色叶类蔬菜 

  根茎类   其他蔬菜 

  豆类和坚果   水果 

  乳制品（酸奶，奶酪）   油脂 

  鸡蛋   盐 

  肉类   糖 

  禽类   其他:  

  鱼类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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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17 该学校供膳项目是否富化了任何食物或营养配方？ 

  是     否

D17.1 若D17.1题答案为是，请问富化了哪些食物配方？可多选。 

  粮食/谷物   肉类   水果 

  根茎类   禽类   油脂 

  豆类和坚果   鱼类   盐 

  乳制品（酸奶，奶酪）   绿色叶类蔬菜   糖 

  鸡蛋   其他蔬菜   其他:  

D17.2 若D17题答案为是，该富化食物中含有哪些额外的微量营养素？可多选。 

  铁   维生素B1    硒 

  维生素A   核黄素   氟 

  碘   烟酸   维生素D  

  锌   维生素B6    其他:  

  叶酸    维生素C  

  维生素B12    钙 

D18 该供膳项目是否包含生物富化食物？ 
  是     否

D18.1 若D18题答案为是，都有哪些生物富化食物？可多选。  

  铁富化豆   维生素A富化香蕉/芭蕉   锌富化玉米 

  铁富化豇豆   维生素A富化木薯   锌富化大米 

  铁富化土豆   维生素A富化玉米   锌富化高粱 

  铁富化扁豆   维生素A富化红薯    锌富化小麦 

  铁富化珍珠小米    其他: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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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19 该学校供膳项目是否包含任何营养补充剂或微量营养粉剂？ 

  是     否

D19.1 若D19 为是，补充剂或营养粉含有哪些补充营养元素？可多选。 

  铁   叶酸 

  维生素A   钙 

  碘   维生素 D 

  锌   其他:  

D19.2 若D19题答案为是，补充剂是如何提供的？可多选。 

  食物中 

  直接提供给学生 

D20 营养师是否参与最近学年的学校供膳项目？ 
  是     否

D20.1 若D20为是，多少位营养师参与了？ 

D20.2 若D20为是，谁承担了营养师的费用？可多选。 

  国家政府 

  区域政府 

  地方政府 

  学校供膳项目实施伙伴 

  没有支付营养师费用 

  其他：

D21 学校正餐/加餐在哪里烹制？可多选。 

   当场（校内） 

   校外中央厨房（非私营） 

   校外私营企业（膳食管理者） 

   不适用（采购加工食品） 

   不适用（采购未经加工产品并分发） 

  其他：  

D21.1  若D21题答案为校内当场校内或校外烹制，在参与该供膳项目的学校中， 
大约有多少比例具备校内厨房？  

  %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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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21.2  若D21题答案为校内现场或校外，参与项目的学校专有厨房具备何种便利设施？可多选。

  开放式烹饪区   储存间   天燃气炉灶

  封闭式烹饪区   电力   电灶

  现场水源（非管道输送）   冷藏   餐具

  管道输送水源   使用炭或木的炉子

D21.2.1 若D21.2选了使用碳或木的炉子，是否需要学生提供燃料？ 
  是     否

D22 是否建立了禁止浪费食物的制度？ 

  是     否

D22.1 若D22为是，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可多选。 

   密封食物储存袋 

   储存间烟熏法消毒/害虫防治 

    有效利用临过期食物 

   使用“不完美”商品或产品 

   阻止学生丢弃食物的营销活动 

   其他：  

D23 是否建有防止包装消耗的制度？ 

  是     否

D23.1 若D23题答案为是，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可多选。 

   袋/容器的重复利用     可降解材料的使用   

   回收     其他：  

D24 以下有哪些补充项目是提供并受益于大部分或全部的学校供膳项目受益者？可多选。 

  使用肥皂洗手   视力检查/眼镜发放   水净化 

  测量身高   听力检查/治疗   其他:  

  测量体重   牙齿检查清洁/检查   无  

  验贫血   生理期卫生 

  驱寄生虫   饮用水 

备注：补充项目即便不在学校供膳项目中，也可能涉及到接受供膳项目的学生。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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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25 以下有哪些补充教育项目是提供并受益于大部分或全部的学校供膳项目受益者？可多选。 

  食物和营养教育   性健康教育 

  农业教育   HIV预防教育 

  学校菜园子项目   体育 

  卫生教育   其他:  

  健康教育    无 

D25.1 若D25选了学校菜园子项目，菜园子出产的产品如何处理？可多选。 

  供学生食用 

  出售 

  其他：  

D26 学校供膳项目是否采取以下措施来防止或缓解超重/肥胖？可多选。

  膳食篮子的营养需求

  校内或学校附近的食物限制规定

  营养教学

  健康教学

  体育

  其他: 

  无（虽然肥胖是当前的问题）

  无（肥胖不属于当前的问题）

D27 如您在回答本部分问题时遇到困难，请简要说明。

第 D 部 分 :  设 计 和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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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E部分：膳食溯源

E1 膳食溯源

E1.1 该膳食项目下获得食物的不同
渠道所占比例是多少？ 

实物食品捐助  
（国内） 

食物食品捐助  
（国外） 

采购  
（当地） 

采购  
（国外） 

请确保次行总计为100%  %  %  %  %

E1.2 有哪些获得食物的渠道？可多选。. 

地方

区域

国内其他渠道

临近国家

远距离国际

国家食物储蓄（政府粮仓）

E1.3 实物食物捐助方是谁？ 

父母/家人

私人企业

外国政府

多国多边援助 （例如，世界粮食计
划署WFP，或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

其他: 

E2 若膳食溯源为采购（E1.1），且部分从当地采购（E1.2），当地采购的比例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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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3  若膳食溯源为采购（E1.1），是否采取公开招标（竞争性招投标）方式？ 

  是     否

E3.1 若E3题答案为是，请选择符合该学校膳食项目情况的描述。可多选。 

  竞争性，小农/ 小规模农民组织/小型企业竞争不成功 

  竞争性，小农/ 小规模农民组织/ 小型企业竞争成功 

  竞争性，对小农/ 小规模农民组织/ 小型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其他：  

E4 该学校膳食项目是否使用包装及加工食品？ 

  是，全部使用 

  是，大部分使用 

  是，部分使用 

  是，极少量使用 

  否

E5 如您在回答本部分问题时遇到困难，请简要说明。

第 E 部 分 ： 膳 食 溯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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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第F部分：管理和领导 

F1 贵国是如何管理学校供膳项目的？  

  国家政府部门管理该项目（中央集权式决策） 

  区域政府管理该项目（权力下放式决策）  

  地方政府管理项目（权力下放式决策）  

  居于中央集权式和权力下放式之间的决策（半权力下放） 

  国际捐助机构或其他实施伙伴管理该项目 

  一个或一组私人企业管理项目（包括私立学校） 

  其他：  

F2 负责管理该项目的层级或机构是否发生过改变？ 
  是     否

F2.1 若F2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F3 该项目的资金（资源）是如何分配的？ 

  资源分配完全中心化 

  资金分配给当地政府（比如区域政府）来购买食物 

  资金分配给学校来购买食物 

  其他：  

F4  该学校供膳项目分别有哪些政府部委、部门或机构参与了主要决策，或提供了技术和资源支助？可多选。 

  教育部门    性别事务   区域政府

  农业部门   青少年/体育部   当地政府 

  卫生部门   贸易/工业部门   实施伙伴

  财政部门   劳动部门   其他: 

  社会保障部门 

F5 如您在回答本部分问题时遇到困难，请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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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第G部分: 投资与预算 

G1 学校供膳项目的资金来源 

G1.1 最近学年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可多选。 G1.2 资金金额是多少？ G1.3 G1.2涉及的货币是
什么？请写出全名。 

  国家政府部门 

  区域政府 

  当地政府  

  私营企业 

  外部（国际） 

  其他: 

 备注：若是多年度资金拨付，请说明年均金额。 

G1.4 若G1.1题答案为外部 （国际），具体资金来源于哪里？ 

  McGovern-Dole 食物为教育项目 

  其他：

G2  在最近学年，学校供膳项目总支出（包括所有来源）中有多少比例用于以下内容？ 
这些数字总和可小于100%。  

膳食成本  %

管理，储存和运输  %

一次性固定成本（比如，厨房建设与设备）  %

其他所有成本  %

G3 学校供膳项目的投资是否属于政府预算？ 

  是     否

G3.1 若G3为是，由哪个部门确定预算额度？ 

  总统/总理办公室 

  议会/国会/立法机构 

  财政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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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学生家庭是否资助该供膳项目？ 

  是     否

G4.1 若G4题答案为是，学生家庭如何资助？可多选。 

  全额承担 

  部分费用承担 

  强制性实物捐赠 

  其他：  

G5 最近学年，该供膳项目的资金是否充足以完成项目目标？ 

  是     否

G5.1 若G5题答案为否，请说明资金短缺及其对该项目的影响。 

G6 如您在回答本部分问题时遇到困难，请简要说明。 

G第 G 部 分 :  投 资 与 预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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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 H部分: 农业，就业与社区参与 

H1 农民是否通过直接营销（或农民组织机构）参与到该学校供膳项目？ 

  是，只有小规模农户参与 

  是，只有中，大规模农户参与 

  是，小，中，大规模农户都有参与 

  否，没有任何农户参与 

若H1为是，农民提供一下哪些农作物？课多选 

  粮食/谷物   绿色叶类蔬菜 

  根茎类   其他蔬菜 

  豆类和坚果   水果 

  乳制品（牛奶，酸奶，奶酪）    油脂 

  鸡蛋   盐 

  肉类   糖 

  禽类   其他:  

  鱼类 

H1.2 若H1为是，农民是否接受到以下几种支助？若“是”请打勾 

小规模农户 中，大规模农场 

农业补贴（包括投入品） 

农业推广工作 

移动电话或电子产品成本 

专门为供膳项目开展的培训 

收获期前提前签订农产品购买合同 

  其他:  

第  H 部 分 :  农 业 ， 就 业 与 社 区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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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私营企业是如何参与学校供膳项目的？可多选。 

  毫无参与 

  膳食交易 

  膳食加工 

  运输 

  膳食管理 

  餐具供应 

H3 该供膳项目使用了多少厨师/膳食管理者？ 

 若H3为0，请跳到问题H4 

H3.1 女性厨师/膳食管理者的比例是多少？ 

  0-25% 

  25-50% 

  50-75% 

  75-100% 

H3.2 在实践中，支付了几名厨师/膳食管理者的工资？ 

  无 

  1-25% 

  25-50% 

  50-75% 

  75-100% 

H3.2.1 若H3.2题的答案不为无，支付工资的方式是什么？可多选。 

   现金 
   实物捐助   

H3.2.2 若H3.2题答案不为无，由哪个部门负责支付厨师/膳食管理者？可多选。  

   国家政府部门 

   区域政府 

   地方政府 

   学校供膳项目实施伙伴 

   地方社区 

   其他：  

H第  H 部 分 :  农 业 ， 就 业 与 社 区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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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 是否要求厨师/膳食管理者接受如下领域的特殊培训或资格认证管理？可多选。

  营养 

  膳食分量/计量 

  菜单设计 

  食品安全/卫生 

  经营/管理 

  其他：  

  无 

H4 最近学年的该项学校供膳项目涉及了多少个支付薪酬的工作岗位？请估算若无法确定具体数字。 

厨师和切配 

运输人员 

校外加工人员 

膳食包装与处理 

监督 

膳食服务管理 

安全与质量检查员

其他： 

H5 是否特意为妇女创造就业岗位或提高收入？ 
  是     否

H5.1 若H5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H6 是否特意为妇女设立部分领导岗位（支付薪酬或志愿劳动）？ 
  是     否

H6.1 若H6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H第  H 部 分 :  农 业 ， 就 业 与 社 区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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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是否特意为青少年人创造就业岗位或提高收入？ 
  是     否

H7.1 若H7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H8 是否特意为其他群体创造就业岗位或增加收入？ 
  是     否

H8.1 若H8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H9 社区（父母或其他人）是否参与了该项学校供膳项目？ 
  是     否

H9.1 若H9题答案为是，社区是按照要求参与项目吗？  
  是     否

H9.2 若H9题答案为是，社区是在鼓励下自愿参与项目吗？ 
  是     否

H9.3 若H9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H10 在实践中，学生是否在该学校供膳项目中，参与膳食的准备、分餐，和/或清扫工作？ 
  是     否

H11 社会团体是否参与该学校供膳项目？ 
  是     否

H11.1 若H11题答案为是，请具体说明。 

H12 如您在回答本部分问题时遇到困难，请简要说明。 

H第  H 部 分 :  农 业 ， 就 业 与 社 区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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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I部分: 学校膳食项目和新冠疫情 

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始于2019年末和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 

I1 该膳食项目经营在最近一个学年遭受到哪些变化？ 

供给学生人数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供膳频率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膳食分量大小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膳食篮子多样化水平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项目资金数额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收益者变化（比如，目标从学生改为
家庭）   是，暂时   是，至今   无变化

发放地点变化   是，暂时   是，至今   无变化

供膳模式变化（比如，由在校膳食改
为带食回家）   是，暂时   是，至今   无变化

食物溯源变化   是，暂时   是，至今   无变化

资金来源变化   是，暂时   是，至今   无变化

暂停供膳项目    是，暂时   是，至今   无

I1.1 若供膳模式或发放地点有所变化，具体是指什么？可多选。 

膳食在学校准备的，但

  供膳方式与以前不同（比如，只有少量的学生在一起供膳）  

  膳食供学生或家长从学校领取以带回家吃。  

膳食不再在学校准备，但膳食成分 

  递送到学生家里以供在家准备 

  供学生或家长从学校领取以带回家准备 

学校不再提供膳食，但是给予了学生的家庭现金或票券支助用来购买食物 

  通过电子方式发放资金或票券 

  通过现金或纸类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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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1.2 若学校膳食项目的资金来源因新冠疫情有所变化，请具体说明。 

I2 请具体说明该学校膳食项目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应当有何改善。 

I3 在疫情期间，有哪些政府行为和政策可以更好地支助儿童提供食物的活动？ 

I4 若此新冠疫情，对学校膳食项目造成了积极的影响，请具体说明。 

I5 是否有别的机构在新冠疫情期间帮助支援在校生膳食的问题？可多选。 

  食品银行      其他：  

  慈善/非营利性机构      无 

  私营企业

I5.1 若I5未填“无”，机构是如果参与协助的？ 

  与学校供膳项目合伙 

  独立于该学校膳食项目 

I6 在最近一个学年，贵国还遭受到其他的紧急情况吗（除新冠疫情外）？可多选。 

  缓慢发生的危机（例如，干旱）      流行性传染病 

  自然灾害（缓慢发生的危机除外）    其他：

  经济/金融危机      无 

  冲突 

I6.1 若I6未填“无”，请具体说明应急措施是如何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第 I 部 分 :  学 校 膳 食 项 目 和 新 冠 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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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 I 部 分 :  学 校 膳 食 项 目 和 新 冠 疫 情 

I7 如您在回答本部分问题时遇到困难，请简要说明。 

I8 贵国还有尚未提供给我们信息的其他的学校供膳项目吗？ 

  是     否

若I8为是，请为下一个学校膳食项目重新填写C-I部分。这些部分可在另外的独立文件中完成填写保存 
（在www.survey.gcnf.org/2021-global-survey/)并与调查问卷一同递交。您若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通过globalsurvey@gcnf.org联系一位调查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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