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0 特别报道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郑 勇

奉化区

余姚市

海曙区

余姚市

鄞州区

海曙区

海曙区

慈溪市

慈溪市

鄞州区

海曙区

海曙区

象山县

海曙区

海曙区

镇海区

慈溪市

镇海区

鄞州区

海曙区

鄞州区

余姚市

鄞州区

鄞州区

镇海区

鄞州区

北仑区

慈溪市

宁海县

慈溪市

高新区

江北区

余姚市

鄞州区

海曙区

鄞州区

镇海区

北仑区

慈溪市

鄞州区

余姚市

北仑区

鄞州区

慈溪市

余姚市

宁海县

镇海区

海曙区

镇海区

镇海区

北仑区

北仑区

余姚市

象山县

宁海县

宁海县

鄞州区

鄞州区

鄞州区

象山县

慈溪市

鄞州区

慈溪市

鄞州区

北仑区

镇海区

海曙区

慈溪市

慈溪市

余姚市

镇海区

浙江捷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家乐美家政有限公司

宁波欣佳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宸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贝嘉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甬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蓝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给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世纪物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开米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安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大众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伟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乐乐园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红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万家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贝贝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润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管家婆爱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欢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欣和陪护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捷信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胖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洁娜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亚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靓婴堂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今缘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三合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巧妇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美乐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瑜管家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宸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育儿佳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卫康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明楼曙光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住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家明家政服务部

浙江东海港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谐久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红嫱母婴护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慧阖商务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新邦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宇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舜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万家红家政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金生怡养院

宁波市管家婆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鼎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润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艺轩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家前家政家电维修服务部

宁波颐和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象山绿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一串红家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迪邦奥美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安和之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益民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中河晟易家政服务部

象山迅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红围裙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悦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顺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慷贝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安居家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明泽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如翼家政服务部

慈溪市悦子阁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妈咪女人花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康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海田阿姨家政服务工作室

区域 公司名称
北仑区

鄞州区

宁海县

鄞州区

慈溪市

镇海区

余姚市

镇海区

北仑区

镇海区

鄞州区

宁海县

镇海区

鄞州区

北仑区

奉化区

镇海区

镇海区

慈溪市

象山县

鄞州区

镇海区

江北区

江北区

海曙区

海曙区

象山县

镇海区

余姚市

镇海区

镇海区

象山县

鄞州区

鄞州区

江北区

慈溪市

鄞州区

江北区

鄞州区

江北区

海曙区

鄞州区

鄞州区

江北区

鄞州区

镇海区

鄞州区

镇海区

江北区

鄞州区

江北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江北区

宁海县

象山县

镇海区

镇海区

余姚市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君行货运服务部

宁波市妙林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县暖暖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小花伞母婴护理有限公司

宁波好月子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九龙福利院

余姚市家事无忧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张姐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锐佳家政服务部

宁波爱你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艾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县益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润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女人帮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北仑鸿福家政服务部

宁波惠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敬老院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云龙福利中心

慈溪市优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金服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象山分公司

宁波舒和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悦悦满母婴护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惠民为老服务中心

宁波甬上家政有限公司

江苏美世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海曙亿华快乐宝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兴兴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乔福家政服务部

余姚市白云家政服务中心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敬老院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诚舒家政服务部

象山丹东凯来家政服务部

宁波婴为爱母婴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中河平平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江北昌瑞家政服务部

慈溪市浒山蚂蚁搬家服务部

宁波鄞州明楼宁馨家政服务部

宁波福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才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宁波福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刘大琴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江东亮亮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中河瑞友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江北洪兴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白鹤胜兵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骆家家政服务部

宁波新街坊环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诚心家政店

宁波市江北永诚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宝丽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江北区义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兴隆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兴隆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朋友开锁店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大胡子开锁店

宁波市江北孔浦惠民家政服务部

宁海海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速清爽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多菱电器维修部

宁波市镇海区城北成浩家电维修店

余姚金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卫星修锁店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宣兴家电维修店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立新开锁修锁摊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文化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金泉家政服务中心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高产家电维修店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荣耀家电铺

宁波市镇海亲情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老梁家电维修店

宁波市镇海区蟹浦庆厢修理店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飞儿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好帮手家政服务部

区域 公司名称

说明：数据时间截至2020年9月30日；排名顺序以家政企业在商务部家政信用平台建立信用档案的家政服务员数量多少依次排名；后续每月排名通
报一次。

宁波市在商务部家政信用平台建立信用档案企业名单

“看到阿姨出示了安心码，我的心就
放下了一大半。”10 月 28 日，市民杨女士
在线上预约了一位保洁阿姨，阿姨还没进
门就主动亮出了自己的居家上门服务证和
安心码，这个举动顿时收获了杨女士的好
感。

据了解，宁波在家政服务领域极具潜
力，但一直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
展不规范、群众满意度不高等问题。加快
补齐这块民生短板，非常必要、非常迫
切。

目前，居家上门服务证和安心码正在
宁波全面铺开，家政信用平台也正式上
线。每一位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会与信用
挂钩，让他们的每一次家政服务可查、可
评、可追溯，让市民放心消费、敢于消
费。宁波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已初有
成效。

家政信用“大家庭”已经汇聚

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始于生活水平的
提高，兴于老龄化现象与全面二孩政策，
但“雇主用得不放心、保姆干得不开心”
等痛点仍存在，家政服务业如何破局？

答案就是加快推进家政服务业信用
体系建设，让家政服务向职业化培训、
规 范 化 管 理 、 品 牌 化 推 进 、 企 业 化 运
作、社会化服务的方向健康发展。

在这一方面，宁波已走在全省前列。
前不久，宁波正式上线了家政信用

平台，并依托宁波 81890 生活通 APP、宁
波市民通 APP 平台，为家政企业和家政
服务人员建立信用档案。该平台能实现
家政行业信用信息的汇聚和共享，从而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透明的家政服务。

据悉，消费者在这两个平台注册后，
即可查询家政服务企业的信用信息，如果
想得知一名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可
以通过扫描家政服务人员居家上门服务证
和安心码，经授权查看其个人信用信息，
包括所属企业相关信息、个人基本信息、
体检合格信息、从业责任保险信息、公安
部门违法犯罪背景核查结论信息等。

截至目前，我市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上录入信用信息的家政服务企业已
达 218 家，家政服务人员达到 5.81 万余人，
发放居家上门服务证近 1 万张。

家政服务“正规军”亟待扩容

不过，据不完全统计，宁波拥有近 15
万名家政服务人员，但仅有三分之一的家
政服务人员已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

平台上录入信用信息，已录入信用信息的
人员中仍有近 1 万人未完成人脸认证和授
权。宁波家政服务“正规军”亟待扩容。

“通过在平台登记认证，可以全面保障
消费者、家政服务业、家政服务员三方利
益，带动家政服务行业专业化、规范化发
展。”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该平
台，家政企业可以查询家政服务员的身份
信用信息，消费者可以查询家政企业和家
政 服 务 员 的 信 用 信 息 ， 做 到 “ 权 益 有 保
障、信用可查询”。

如何在平台上注册和验证？
据介绍，第一步是家政服务员应使用

安卓手机下载“家政信用查”APP；第二
步，通过手机号注册账号，注册时需选择
所属家政企业；第三步，进行人证合一验
证，包括读取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等操
作；第四步，在人脸识别成功后，需签署

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授权书，随后点击下
一步，确认信息后再次进行刷脸授权。授
权成功就代表着注册和验证完毕。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家政服务业
信用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信用信息录入和
验证工作，让越来越多家政企业实现“一
企一证一码”持证经营，越来越多服务人
员 可 以 “ 一 人 一 卡 一 码 ” 持 卡 上 岗 。

（孙佳丽）

建信用惠民生 有信用更放心

@全市家政服务人员，快来验证专属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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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阿华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大头开锁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满意锁具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宝国五金修配店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刘氏开锁店

象山丹城佳杰家电维修部

宁波市镇海建港制冷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洗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首南梦龙开锁服务部

宁波高新区鸿锐开锁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首南永慧家政服务部

宁波冰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先达家电维修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振金家电维修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财广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中河甬捷电器维修服务部

宁波鄞州宁东吉运家庭服务部

宁波鄞州新河骁诚家庭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红旺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金顺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新爱甬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万家家政服务部

宁波鄞州明楼小骆锁店

宁波鄞州新城林梅锁具店

宁波鄞州新城陈氏锁匠锁具维修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甬鑫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赛加家电维修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姜山源伟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鄞州新河一顺家政服务部

宁波甬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速维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源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清雅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小杨家政服务部

宁波甬锦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天旺家政服务部

宁波童年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庄兴家政中介服务部

慈溪市浒山好帮手家政服务社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巧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蓝彩云家政服务部

慈溪市弘佳居民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和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海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象山好帮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开心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芝麻开门钥匙修配店

良彬家政

宁波海曙清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昌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中河文标家政服务部

宁波海曙陈波家政服务部

宁波鄞州明楼明瑞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海曙区丰慧家政服务部

宁波极致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捷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骏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大拇指搬家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大众欣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惠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张计划家政服务部

宜家家政

宁波海曙区心美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骆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泰好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耀协装饰服务部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甬越家政服务部

宁波喜悦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好时光家政职业培训学校

宁波新宝婴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培联会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小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区婕美在家家政有限公司

宁波市苏氏家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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