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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
“家政圈”
宁波家政业呈现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过去，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家政服务只是简单地做做家务、
带带孩子，从业人员也大多是四五十岁甚至年纪更大的中老年
人。实际上，随着新型家政需求的爆发性增长，宁波家政市场
从业者正不断呈现专业化、职业化、年轻化的趋势。

退休工资没收到，
人在外地来电求助 12345

一趟都没有跑
老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宁波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莫小芬正在为宁波家政学院学生授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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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家政圈”

“近年来，我们与本地院校形成
合作，不断引进专业从业人员进入
到家政、养老服务行业。今年我们
从浙江东方职业学院引进了 8 名老
年护理专业的应届生，目前为止不
管是员工的工作状态还是客户的反
馈，都非常好。”宁波市润家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江伟凡告诉记
者，实际上，前几年润家就从宁波卫
生职业技术学校、北仑宏途学校等
引进应届毕业生，如今有不少已经
成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了。
这并非个例。宁波市安健家政
服务有限公司也一直与宁波家政学
院进行合作，对家政专业在校学生
进行实践带教，每年有 1/3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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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员工制管理模式
稳定“家政服务”输出质量

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不同，
为了降
低员工队伍的流动性、
同时保证家政
服务的输出质量稳定性，早在几年
前，
宁波市安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就
在宁波率先实行员工制管理模式。
“我们与员工签署劳务协议、签
订劳动合同，符合年龄要求的我们
会给员工缴纳社保，有部分则采取
商 业 保 险 等 保 障 方 式 ，并 发 放 工
资。尽可能全方位维护家政服务人
员的权益，也打破了因人员不稳定
而服务不到位的怪圈。目前，我们
公司旗下有超过 1000 名员工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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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健进行实践。为了吸引毕业生
加 入 ，安 健 还 创 新 建 立 合 伙 人 制
度。目前该公司吸纳了 5 位宁波家
政学院毕业生进入团队。
从校企合作、学历教育等角度
切入，吸引年轻人加入“家政圈”
，正
在成为宁波家政公司提高服务水
平、强化团队专业性的新尝试。
据了解，早从 2013 年开始，我
市就组建成立了宁波家政学院。目
前，宁波家政学院已累计招收多届
全日制学生，为全市家政行业提供
了近 300 名大学生，并不断有相关
专业毕业生在各类家政企业中担任
中层管理职务，为行业输入了新鲜
血液，带去现代管理理念。

工。”
安健家政总经理王培红表示。
与此同时，持续的专业化建设，
也是保证“家政服务”
输出质量稳定
的必要条件。据了解，安健家政建
设了专业的技能培训团队和服务质
量考核机制。
“我们每个服务项目都
建立服务质量考核机制；在母婴护
理项目上由第三方机构对部门主管
进行每周抽查管理；在居家养老服
务项目上实施精细化管理，实行客
户需求调查、入户踏查、三方服务质
量监管、客户回访、服务人员考核等
方面的创新。
”

宁波持续探索
家政服务业改革

据介绍，我市先后组织制定了
《宁波市家政服务企业等级标准》等
10 项宁波市地方标准，其中《家政
企业等级评价体系》
《家政员、师资
质等级评价体系》和《代办代购服务
规范》三项标准升格为全国标准，
着
力于推动实现家政服务的专业化、
标准化和规范化。
积极开展家政企业等级评定和
从业人员星级评定工作，截至目前
2000 余人次通过评审；规范行业服
务。如《宁波市家庭服务行业消费争

“退休工资已经收到了，感谢你
们的帮助，
让我一趟都没有跑就解决
了问题！”
最近，宁波市 12345 政务服
务热线中心接到市民楼先生的来电，
感谢热线话务员以及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帮他解决社保卡更换的问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0 月 15 日，记
者进行了了解。
楼先生和夫人都已退休，
因为最
近想到外省居住，为方便社保卡使
用，今年 9 月份，他们便到银行办理
了社保卡升级更换。
“ 因为之前是老
的社保卡，
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嘱咐
说，
回头还要到所在社区办理一下手
续。因为我们急于外出，
心想反正卡
都已经办好了，
以为没有问题了。
”
楼
先生说，他们到了外省后，到了 10 月
7 日，按惯例退休工资应该进账了，
但却没有收到。
身在外地的楼先生给宁波市
12345 热线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
是话务员陈赟仔细了解情况后，向楼
先生解释，
可能是因为银行更换升级
社保卡后，
没有及时申请更新其预留

在社保中心的信息，
需要到社保中心
窗口更新信息。
“我现在人在外地，而且疫情期
间来来回回也不方便，你们能不能
帮 我 一 下 ？”楼 先 生 说 出 自 己 的 难
处。考虑到市民的实际困难，话务
员陈赟便马上将这一问题向班长作
了汇报。本着急群众之所急的原
则，市 12345 热线中心当即将此件
进行了转办，转到了市人社局社保
中心。
10 月 12 日，市社保中心待遇计
发和社会化服务处工作人员张盼盼
给楼先生回电，了解情况后，发现楼
先生是因为社保卡升级更换，
没有及
时申请更新其预留在社保中心的信
息，
导致退休工资发放失败。张盼盼
通过电话连线远程核实操作，
顺利帮
楼先生更新了社保卡信息，
并表示会
尽快发放退休工资。当天下午，
楼先
生便收到了手机短信提醒，
退休工资
到账了。楼先生没到市社保中心窗
口，
便将问题顺利解决了。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王琼燕

小故事诠释大情怀！

江北这场红色故事汇演
“声”
动人心

惠贞书院胡梦妍同学讲述《不忘来时路》。
议暂行处理办法》，对家政服务消费
争议的规范处理进行规定，
同时发布
了家政服务合同
“宁波范本”
。
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家政行业
信用体系建设。紧紧围绕以构建信
用为核心的新型行业管理体系为目
标，推动建立和完善家政服务员和
家政企业信用记录，加强信用体系
建设宣传，探索建立并逐步试行具
有宁波特色的持证上门、亮码服务
制度，构建良好的家政服务市场环
境。
记者 史娓超

讲红色故事，抒爱国情怀。10
月 16 日下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实践活动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暨宁波市江北区中小学红色故事汇
演活动在钟书阁举行。
10 名从江北区中小学“小小向
日葵”
党史故事我来讲活动中脱颖而
出的优秀小讲解员，或引经据典、激
情澎湃，
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用他
们的青春朝气赋予红色故事新的生
命气息。
在小讲解员的深情演绎下，
一件

件革命文物映照历久弥新的初心使
命；
一桩桩英烈事迹彰显奠基立业的
精神追求；
一处处革命旧址见证矢志
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些震撼人心的
红色符号，
再现成一个个鲜活动人的
故事，
传递生生不息的思想伟力。
本场活动由中共宁波市委宣传
部主办，中共宁波市江北区委宣传
部、宁波市江北教育局、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都市报系承办。
记者 鲍玲玲/文
实习生 陈艳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