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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

海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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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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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

海曙区

鄞州区

余姚市

镇海区

鄞州区

慈溪市

鄞州区

慈溪市

余姚市

北仑区

镇海区

余姚市

镇海区

海曙区

鄞州区

宁海县

鄞州区

海曙区

镇海区

慈溪市

鄞州区

鄞州区

镇海区

鄞州区

象山县

宁海县

鄞州区

镇海区

鄞州区

鄞州区

鄞州区

浙江捷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宸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欣佳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甬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贝嘉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大众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开米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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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管家婆爱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捷信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润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胖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贝贝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明楼曙光家政服务部

慈溪给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宸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慧阖商务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润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家乐美家政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住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管家婆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安和之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一串红家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益民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如翼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海田阿姨家政服务工作室

宁波好月子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童年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谐久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爱你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艾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绿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万家红家政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中河晟易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乔福家政服务部

宁波育儿佳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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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公司名称

孙佳丽 郑家成 文/摄

这段时间，宁波家政服务市场
恰逢旺季，越来越多的家政服务人
员把出示居家上门服务证和安心码
当作一种职业习惯。那么，家政服
务业信用体系经过半年的建设，已
取得哪些成效？家政服务企业和服
务人员们的反馈如何？后续将如何
发展？带着这些问题，2 月 25 日，
记者对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莫小
芬、秘书长李霞进行了专访。

据介绍，2020 年 9 月开始，我
市启动建设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
先后发放了居家上门服务证和安心
码，推行持证上门服务，成效显
著，具体可以通过三组数据体现。
其一，截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我
市 已 制 发 居 家 上 门 服 务 证 30385
张。其二，甬城 59216 位家政服务
员已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
台录入，253 家家政服务企业信用
档案已经建立。其三，行业信用体
系建设完成情况居全省前列。

可查可评可追溯，这
个证很赞

“推行居家上门服务证是家政
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
一步，对我们家政服务企业和服务
人员而言是重大利好。”莫小芬说。

在她看来。“二孩时代”的来
临及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宁波的家
政服务市场已经变成一片蓝海。然
而，职业化程度低、管理水平粗
放、监管难等问题却严重阻碍了家
政服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尤其在现实生活中，家政服务
人员往往呈“散兵游勇”状态，经
常“打一枪换个地方”，其职业道
德、个人诚信、技能水准如何，雇
主往往不得而知，只能在短短的面
试时间中“盲选”，或经由熟人介
绍，能否请到称心如意的家政服务
人员全靠“碰运气”。同时，大部

分家政服务企业还需要在审核家政
服务人员的资质上下很大的工夫。

为规范宁波家政服务业发展，
打造“放心家政”，去年，市商务
局专门出台了 《宁波市家政服务业

“居家上门服务证”管理办法》，规
范我市家政服务业居家上门服务证
管理工作，并联合市 81890 求助服
务中心、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共同
推进居家上门服务证和安心码的制
发和管理。

居家上门服务证包含了实体证
件和线上家政安心码，实现“一人
一码”“一证一档”。通过这一证一

码可以查询家政从业人员的服务信
用记录，实现对从业人员的信用情
况来约束经营和服务行为。

市商务局还创新了家政服务员
执证方式，在国内首次推出“服务证+
交通卡”双证合一的服务。该服务证
支持在宁波地区使用公交、地铁、自
行车、咪表、城际铁路等功能，也可在
全国71个互联互通城市使用。

困难不难培训服务两不误

办法出台后，市家庭服务业协

会积极响应，很快动员了下属 141
家会员单位参与其中。

“不过，在推行服务证的过程
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李
霞跟记者列举了一些，比如家政企
业分布分散难以统一培训、部分从
业人员智能手机操作困难、家政企
业没有人员配合上报信息及领取服
务证工作等。

市商务局了解后，结合部分家
政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通过开展
集中轮训和分片辅导相结合的方
式，把送培上门、线上辅导、定点
培训工作做深做细，为家政企业和

家政服务员提供商务部家政服务信
用信息平台的使用操作培训。

“2020 年 ， 市 商 务 局 同 81890
平台和协会一起，开展了 20 场次
的线下集中培训，参加培训的企业
数达 500 余家。对于无法参加的企
业，或者参加完培训会仍然有问题
的企业，我们也会通过建立线上微
信群来及时答疑解惑。”莫小芬介
绍说，光是她手机里的微信群就有
近 10 个，包括宁波家政信用建设
群、江北家政企业群、余姚市家庭
服务业行业协会群、慈溪家政人员
信用平台建设、象山家政服务业群
信用体系建设群、镇海家协理事群
等微信群等。

李霞还会经常听到负责居家上
门服务证发放的工作人员发出“幸
福的抱怨”。

“因为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时间
及性质的特殊性，他们需要时刻关
注手机上的信息，就怕没有及时回
复大家的消息，毕竟大部分家政服
务人员只有在休息时间才有时间注
册。对于完成信息注册的并完成制
证的企业，他们也会一对一电话回
访提醒他们领证，甚至上门一对一
培训。”李霞说，据不完全统计，
2020 年，我市组织面向物业保洁
员、医院护工月嫂等群体提供的送
培上门服务，累计超 300 人次。

期待服务证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

为了引导及促进家政企业、家
政服务员、普通市民更好地了解宁
波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
并将持证上门的放心家政服务切实
地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市商
务局、市 81890 等部门组织了多场
形式多样的“宁波家政信用”主题
宣传活动，同时发布家政行业信用
评优与表彰。

莫小芬表示，抓诚信，不仅是
为了治乱，更是推进行业良性有

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之一。
核发居家上门服务证、实行持证上
门服务制度，是市商务局贯彻国务
院 36 条的实际举措，是我市家政
行业从自由发展向诚信发展转变的
一个阶段性标志和起点。

居家上门服务证的发行、推广
和使用，不仅解决的是家政服务放
心消费问题，也为家政服务人员与
消费者建立互信提供了便捷可靠的
载体。家政服务人员上门服务，将
服务证给雇主扫码查验后，只需要
专注做好服务便可；家政服务企业
审核服务人员的资质、证书等也不
用再“费尽周章”，只需上传验证
即可一目了然。

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已有
半年，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在全市
家政企业推广使用居家上门服务证
和安心码，不断树立行业新风尚，
形成家政新优势。

同时，在第一批服务证发放使
用的基础上，市商务局、81890 服
务平台和市家协还将继续推广使用
居家服务证和安心码，提高“两
率”：一是持证率，做到持证持码
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的广
覆盖；二是亮证率，通过宣传推
广，引导家政员首次上门主动亮
证，市民查证、验证、评价，使服
务证真正成为规范行业发展的有效
途径。

市家政服务业协会也向全市消
费者发出倡议，市民购买家政服务
要找持证的企业、用持证的家政
员，自觉查证验证评，提升亮证验
证率，逐步营造验证签约、亮证服
务的信用消费氛围。

家政安心码打造服务人员的“放心名片”
——访宁波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莫小芬、秘书长李霞

说明：数据时间截至2021年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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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务部家政信用平台建立信用档案人数排名前100的宁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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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镇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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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

海曙区

慈溪市

海曙区

象山县

镇海区

海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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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曙区

北仑区

慈溪市

余姚市

鄞州区

慈溪市

余姚市

镇海区

宁波市江北昌瑞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兴隆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兴隆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城北成浩家电维修店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宣兴家电维修店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文化家政服务部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好帮手家政服务部

宁波海曙蓝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世纪物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安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伟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万家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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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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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卫康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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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姚市红嫱母婴护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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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镇海区金生怡养院

区域 公司名称

镇海区

北仑区

北仑区

余姚市

宁海县

象山县

慈溪市

鄞州区

慈溪市

鄞州区

北仑区

镇海区

慈溪市

慈溪市

余姚市

北仑区

鄞州区

宁海县

鄞州区

镇海区

余姚市

镇海区

北仑区

宁海县

镇海区

鄞州区

北仑区

奉化区

镇海区

镇海区

宁波市鼎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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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迪邦奥美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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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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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公司名称

莫小芬 （左） 和李霞 （右） 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