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信息表
“平等证据”（Evidence for Equality）全国调查（EVENS）：记录危机时期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
派的生活
参与者信息表
我们诚邀您参与平等证据全国调查（EVENS）。在您决定是否参与之前，您了解开展这项研究
的原因以及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重要。请在参与之前仔细阅读以下信息，如果您愿意，也可以
与他人讨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或进一步澄清，请联系我们。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本
文。
谁将开展这项研究？
这项研究将由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代表曼彻斯特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
的研究人员开展。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想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和封锁是如何影响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少数民族的。我们将询问
您生活的不同领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例如，教育、就业和经济状况、住房、社会、政治参与、
健康以及种族主义和歧视经历。
为什么选中我参与？
我们想了解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经历。我们特别想记录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经历。这项
调查还会在更广泛的公众中开展，以便我们能够了解不同群体的观点。
研究结果会发布吗？
这项研究的结果将发布在研究网站 www.ethnicity.ac.uk/evensurvey 和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
@EVENSurvey （Twitter）以及@evensurvey （Instagram）上。调查结果将通过在线工作论文、
同行评审期刊上的文章、编辑丛书、专论、研讨会和会议简报等方式发布并与学术用户分享。
我们还将根据调查结果发布政策简报、媒体文章和博客文章。我们将通过研习会、播客和视频
与公众分享调查结果。
这个研究项目由谁审核？
本项目已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2021-10455-17768]。

谁在资助这个研究项目？
这项调查由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如果我参与了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将在简短的注册调查中询问您几个问题，以确认您是否符合参与主调查问卷的条件。
如果您符合条件，则需要参加 30 分钟的在线调查，或者，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参加 40 分钟的
电话调查访谈，以了解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经历。
我参与调查会获得报酬吗？
如果您符合参与主调查问卷的条件并全部完成，您将在完成调查后获得一张礼券。
如果我不想参与或者改变主意会怎样？
完全由您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调查。如果您决定参与调查，您可以通过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
的信息页面（evenssurveyinfo.ipsos-mori.com）在线查看该信息表。您需要同意在线或通过电
话参与调查（如果您通过电话参与，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调查员可以在您需要时向您
完整地阅读此信息表内容）。如果您决定参与调查，您仍然可以随时退出，不需要给出理由，
也不会对您自己造成损害。这不会影响您的数据保护权利。如果您决定不参与调查，您不需要
做任何其他事情。
你们会收集关于我的哪些信息？
为了参与这个研究项目，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将要求您提供能够识别您身份的信息，称
为“个人身份信息”。具体来说，您需要提供您的性别、年龄、种族、宗教、婚姻状况、性取
向、出生国家和邮政编码。

在调查即将结束时，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还将在您允许的情况下询问您的联系方式，以
便向您发送礼券，并在您允许的情况下与我们（曼彻斯特大学）分享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可以
通过电子邮件、邮寄或短信邀请您参加未来的研究。
你们收集这些信息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曼彻斯特大学和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依据数据保护法收集和存储您的个人身份信息，从
而保护您的权利。这些法律规定我们收集您的数据必须有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对于本研究，
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收集数据的具体理由是“同意参与研究”和“同意将您的数据传递给

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分析数据的具体理由是，这是“一项公众利益任务”和“研究目的
所必需的过程”。

对于你们收集的有关我的信息，我享有什么权利？

根据数据保护法，您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享有多项权利。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之前，您有权
请求访问任何个人数据、撤销您的同意或反对处理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所保存的您的个
人数据（他们将仅在履行其在本研究中的职责所需的时间内保存您的数据——向您发送调查链
接、礼券和向曼彻斯特大学传输数据）。在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处理数据并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提交给曼彻斯特大学之前，您可以随时反对对您提供的调查答案进行处理。对于曼彻
斯特大学保存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在 2026 年 7 月 31 日这些信息被销毁之前撤销保存联系方式
的同意，除非这些信息被提前销毁，因为曼彻斯特大学决定没有必要在整个保留期内保存它们，
例如，未来研究比预期提前结束。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您的各种权利或您的个人信息使用方式，以确保我们遵守相关法律，请
查阅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隐私声明和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隐私声明，详见调查信息页面：
evenssurveyinfo.ipsos-mori.com
我参与这项调查是否会保密？我的个人身份信息能否得到保护？
是，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您泄露了您打算伤害自己或他人的信息；我们将就此事与您进行讨
论，并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联系警察、救护车或社会服务机构。
根据数据保护法，曼彻斯特大学和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是该项目的数据控制方。这意味
着我们有责任确保您的个人信息的安全和保密，并且仅按告知您的使用方式进行使用。所有研
究人员接受培训时都牢记这一点，您的数据将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您的联系方式和同意记录将与您的个人答案分开存储，并且只能由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
的调查团队和曼彻斯特大学的指定研究人员访问。如果您同意曼彻斯特大学再次联系您参与以
后类似主题的研究，该大学的研究人员将能够链接这些档案，以邀请您参与调查。您可以随时
要求将您的联系信息从用于未来再次联系的数据库中删除。
您的联系方式和个人答案将分开存储，首先由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使用他们的安全加密
数据服务器存储（只有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指定研究人员可以访问在他们那里存储的
您的数据）。一旦数据传送至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处，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将在项
目结束后三个月内安全销毁他们对您联系方式的记录。

一旦联系方式和个人答案传送至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处，它们将分开存储在该大学高度安
全的研究服务器上，最长可保留五年。保留期结束后，您的联系方式将被销毁，调查数据将完
全匿名化。

如果您选择通过电话完成调查，出于质量控制目的，电话调查访谈可能会被录音。益普索·莫
里（Ipsos MORI）存储的电话调查访谈录音将在数据收集期结束后 3 个月内删除。
完全匿名化的数据集也将存放在英国数据服务中心，并可供其他研究人员使用。任何人都无法
在这些数据中或本次调查发布的任何结果中识别出您的身份。
另请注意，曼彻斯特大学或监管机构的人员可能需要查看本次调查收集的数据，以确保项目按
计划顺利进行。这可能涉及查看个人身份数据。所有调查审核和监控人员对您作为调研参与者
负有严格保密责任。

我想投诉该怎么办？
如果您想直接向研究团队成员进行投诉，请联系 Nissa Finney 博士（Nissa.Finney@standrews.ac.uk）或 James Nazroo 教授（james.nazroo@manchester.ac.uk）。
如果您想向独立于研究团队的人员提出正式投诉，或者如果您对研究人员的最初回复不满意，
请联系：
研究伦理管理员，地址：Research Office, Christie Building,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xford
Road, Manchester, M13 9PL，发送电子邮件至：research.complaints@manchester.ac.uk 或致电
0161 275 2674。

如果您想就您的数据保护权利与我们联系，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ataprotection@manchester.ac.uk，或者写信至：Th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Office, Christie
Building,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xford Road, M13 9PL，我们将指导您如何行使您的权
利。

您也有权向信息专员办公室就您的个人身份信息相关问题进行投诉，电话：0303 123 1113

联系方式
如 果 您 想 参 与 此 调 查 ， 您 可 以 在 此 访 问 注 册 调 查 ：

https://surveys.ipsosinteractive.com/surveys/?p=jZt9VfdUz0lpKjKSVU19dx7XQulvdp%2b
HMIFDym5IOKg3UL40L4YcPmzT3Zhgs2XRRcsH3f9aYbvF9XZJqv9RXf%2f2dlVd2Xvs
3qZdmM5qxS4%3d&id=partxtest]
如果对本调查有任何疑问，您可以浏览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专用信息页面：
evenssurveyinfo.ipsos-mori.com
如果您在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信息页面上找不到您问题的答案，或者想通过电话参与
调查，您可以使用以下联系方式直接联系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
•

对于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信息页面上没有提供答案的任何其他问题，请发送电
子邮件至：evenssurvey@ipsos-mori.com

•

如需通过电话用英语参与调查或询问更多信息，请拨打以下免费电话号码：0808
1296800（这是语音信箱服务，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会有人给您回电，帮助回答
您的问题，或者对您进行注册调查，以确认您是否符合参与主调查问卷的条件）。

•

如需通过电话用以下任一指定语言参与调查或询问更多信息，请拨打以下任一免费电
话号码（这是语音信箱检索服务，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会有人给您回电，帮助
回答您的问题，或者对您进行注册调查，以确认您是否符合参与主调查问卷的条件）。
语言

免费专线

阿拉伯语

0800 470 2983

孟加拉语
中文

0800 470 2965
0800 470 2986

古吉拉特语

0800 470 2989

波兰语

0800 470 2987

葡萄牙语

0800 470 2977

旁遮普语：果鲁穆
奇语

0800 470 2978

旁遮普语：
Shahmukhi

0800 470 2979

罗马尼亚语

0800 470 2980

索马里语

0800 470 2981

土耳其语

0800 470 2982

乌尔都语

0800 470 2984

威尔士语

0800 470 2985

下面还列出了一些您可以寻求支持的其他组织。

英国老人援助中心（AGE UK）
英国老人援助中心（Age UK）的咨询热线为老年人及其家人、朋友、护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提供
保密性的全国免费电话服务。该团队将为您提供可靠的最新信息，帮助您获得您需要的建议。

有关金钱、护理、健康、住房或其他建议主题的咨询服务可于早上 8 点至晚上 7 点联系我
们，全年无休。
电话：0800 055 6112
网站：https://www.ageuk.org.uk/

公民咨询局（Citizens Advice）
一个由独立慈善机构组成的网络，通过网络、电话和面对面的方式免费提供保密咨询服务。他
们可以提供有关福利、工作、债务、住房、家庭、移民和健康方面的建议。
咨询热线（英格兰）：03444 111 444
咨询热线（威尔士）：03444 77 20 20
咨询热线（苏格兰）：0800 028 1456
所有热线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提供服务。
网站：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英格兰和威尔士）
网站：https://www.cas.org.uk/（苏格兰）
您可以与受过培训的顾问在线交谈。您可以：
•

与他们讨论债务问题。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about-us/contact-us/contactus/chat-service-money-and-debt/聊天服务通常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到下午 7 点开放

•

与他们讨论任何其他类型的问题 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about-us/contactus/contact-us/web-chat-service/聊天服务通常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开放

新冠肺炎互助小组（Covid-19 Mutual Aid）
您所在的地区有当地小组为因新冠肺炎而遭遇困难的群体提供支持。
请访问：https://covidmutualaid.org/，输入您所在的地区或邮政编码，找到离您最近的互助小
组。

克鲁斯丧亲关怀组织（Cruse Bereavement）
克鲁斯丧亲关怀全国免费服务热线由受过培训的丧亲志愿者提供服务，他们为受丧亲影响的任
何人提供情感支持。
电话：0844 477 9400（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网站：https://www.cruse.org.uk

平等咨询和支持服务（EASS）
平等咨询和支持服务（EASS）设有服务热线，就歧视和人权问题提供信息和指导。这项服务是
免费的，英国手语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邮政和视频链接获得服务，精
神疾病患者和学习障碍者也可以获得宣传服务。聊天功能也将很快推出。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晚上 7 点，周六上午 10 点至下午 2 点。
咨询热线：0808 800 0082
文本电话：0808 800 0084
网站：http://www.equalityadvisoryservice.com/

英国心理健康组织（MIND）
英国心理健康组织（MIND）专门为任何遇到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提供建议和支持，以增强其自
主权。他们致力于改善服务、增强意识和促进理解。
您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到下午 6 点（公共假日除外）拨打信息热线联系英国心理健康
组织（MIND）：0300 123 3393

电子邮件：info@mind.org.uk
网站：https://www.mind.org.uk/
短信：86463

英国国家理债专线（National Debtline）
他们在提供专业债务意见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良好业绩记录。他们承诺提供能够给予支持并
且接受过高标准培训的专业债务顾问。
可于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晚上 8 点以及周六上午 9：30 至下午 1 点致电 0808 808 4000 获取
免费债务咨询服务
网站：https://www.nationaldebtline.org/

英国女性救助慈善组织“避难所”（Refuge）
任何遭受家庭暴力的人都可以拨打的 24 小时求助热线：
电话：0808 2000 247
网站：https://www.refuge.org.uk/
他们还在 www.refuge.org.uk 和 www.nationaldahelpine.org.uk 上提供一系列的数字资源。

撒玛利亚会（Samaritans）
为经历痛苦或绝望情绪的人提供保密性支援：
电话：116 123（24 小时免费服务热线）
电子邮件：jo@samaritans.org
网站：www.samaritans.org.uk

英国反仇恨团体（Stop Hate UK）
英国反仇恨团体（Stop Hate UK）是一家为受仇恨犯罪影响的人提供独立、保密援助的慈善机
构。他们在英国多个地区提供保密的仇恨犯罪报案服务，包括 24 小时服务热线。请在拨打电
话之前仔细核对他们的地区列表。

网站：www.stophateuk.org

24 小时服务热线：0800 138 1625
传真：0113 341 0396
短信：07717 989 025
电子邮件：talk@stophateuk.org

受害者援助机构（Victim Support）
如果您受到犯罪行为的影响，该机构能够提供您继续生活所需的援助。这些服务是免费且保密
的，在英格兰、威尔士或苏格兰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无论犯罪行为是否已报案或发生在多久
之前。
免费拨打援助热线
08 08 16 89 111（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天 24 小时）
0800 160 1985（苏格兰，上午 8 点至晚上 8 点）
使用
https://www.victimsupport.org.uk/（英格兰和威尔士）网站上的在线表格向服务人员发送电子
邮件
https://victimsupport.scot/（苏格兰）
感谢您抽空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