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险”保障，员工发展更加安心

■ 本报记者 袁野

“我们做的点
心是给产后恢复
的妈妈吃的 ，要
注重营养平衡 。
现在，我给大家
示范一遍曲奇
饼干的制作方
法 ， 请大家认
真看 、 认真记
录配方 。 ”近
日，记者来到位
于六安市舒城
县的百合职业
培训学校， 在餐
饮培训教室里，糕
点师傅正在耐心传
授点心制作要点，围
绕着操作台的 20 多
位月嫂、 育婴师一边认
真观看师傅的手法，一边

在笔记本上记录着食谱。
热闹的不仅仅是厨房，在

育婴教室里， 学员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学习为婴儿按摩、洗澡、换尿布

的手法；在另一间教室里，消防战士正在
给培训中的养老护理员讲解居家养老的消
防安全知识。

“百合职业培训学校是六安六嫂家政
有限公司旗下的培训机构， 主要培训母婴
护理员、育婴师、养老护理员、保育员、厨师
等多种职业。 ”六嫂家政负责人孙红云告诉
记者 ， 公司每年培训各类人员 1600 人左
右，其中优秀学员将会留在公司，成为公司
的正式员工。

“以舒城县为例 ，该县有家政企业 20
余家 ，然而绝大部分都是中介机构 ，只有
六嫂家政一家是员工制企业 。 ”舒城县商
务局副局长朱冠仓说。 通过员工制规范化
运营，六嫂家政的每一名家政工作人员都
与公司签订了合同 ，提供身份证 、无犯罪
记录证明 、健康证等各类证明 ，并经过专
业的技能培训方可持证上岗。 在客户家工
作时 ，也会由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为客户
提供售前、售中、售后流程化服务。 依靠规
范化运营，六嫂家政在沪苏浙等地的大城
市很受客户青睐。 不仅客户放心 ，六嫂家
政还为每一位家政工作人员购买了五险 ，
并每年提供技能升级培训课程 ，让公司员
工更加安心。

来自舒城县春秋乡三塘村的黄修凤是
一位金牌月嫂，刚刚从合肥的客户家中结束
服务，她立刻回到了培训学校，参加了新一
轮糕点师培训。

“我以前就在县里的工厂打工 ，一个
月也就 3000 多元钱收入。 2017 年，我参加
了月嫂培训 ， 留在了六嫂家政做一名月

嫂。 这里的机构运营比一般的中介机构要
规范。 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但也给我
们买保险、进行技能升级培训 。 我一步步
成为金牌月嫂，现在一个月收入 14800元。 ”
黄修凤说。

目前， 已有 6000 余人通过百合职业培
训学校在全国各地就业，其中大部分是舒城
县本地群众， 而六嫂公司签约的员工也有
800 余人。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重点支持现
有的家政企业提档升级，将员工制家政企业
推广到全市各个县区，并制定完善员工制家
政服务企业在社会保险、就业创业等方面的
扶持政策。 ”六安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邵红艳
告诉记者。

六安市还将继续推行新上岗人员岗前
培训，组织开展家政技能培训班，吸纳农村
劳动力参加培训，并编印《六安市家政服务
人员培训教材》。 该市还将制定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推进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登记认
定，全量归集家政服务企业、人员的基础信
息和信用信息，开展对家政服务企业、人员
的星级评定工作。

“我们将以‘提质扩容’为主线，坚持‘政
府引导、主体主导、强化诚信、健全标准、规
范管理、示范引领’的原则，到 2025 年培训
家政服务人员 10.82 万人次，实现全市家政
服务人员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的显著提
升。 ”邵红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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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模式 打造放心家政

“放心”服务，家政消费让人舒心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怀抱着婴儿，麻利地脱衣、翻身、洗
澡、抚触、唱儿歌，王廷凤面带微笑，轻声
细语地跟婴儿“交流”。 7 月 14 日，在凤
台县福海园社区产妇刘小月的家里，王
廷凤的贴心母婴护理家政服务， 让宝妈
很舒心。

“这年头，好月嫂真是‘一人难求’，
这要感谢凤台县巧燕职业培训学校推
荐的王阿姨！ ”刘小月告诉记者，王廷凤
指导自己母乳喂养， 细致入微的照顾，
温馨暖心的话语，让自己的身体顺利恢
复，宝宝的体重和智力发育也达到优秀
等级。

家政一头牵着就业，一头牵着群众。

为回应民生关切，突出“放心”二字，淮南
市制定放心家政行动方案， 突出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主线，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体，强化诚信、健全标准，规范管
理、示范引领”的推进思路，推进服务创
新、 落实支持政策， 以行动带动就业创
业，让家政服务消费更舒心。

记者从淮南市家政行业协会了解
到， 该市家政服务业服务内容涉及多个
门类、200 多个服务项目。 除保洁、保姆、
月嫂、育婴、养老等传统的服务项目外，
医院护理、家庭教育、营养餐配送、家电
水电维修等新兴服务进入了家政服务范
畴，服务对象涵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收
入水平的群体， 成为服务百姓生活不可
或缺的重要行业。

“手置于宝宝身体两侧，开始第一个

伸展运动……”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淮南
八公山区的安徽好孕妈妈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一堂生动有趣的育婴课正在开展。
台上，高级育婴师、高级催乳师顾正丽正
在进行育婴师技能培训，台下，学员按照
要领，用仿真娃娃进行实操。

“我们给学员培训了如何给婴幼儿
喂奶、拍嗝、洗澡等技能，让学员上岗后
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让宝妈们满意
放心。 ”顾正丽向记者介绍。

为进一步规范家政服务市场， 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 ， 全面推行 “一人一码
（牌）”，淮南市商务局积极推进从业人员
素质提升、 家政主体提升、 家政信用提
升、服务质量提升四项提升行动，促进家
政服务业朝着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
多元化方向发展，着力打造满意家政、身

边家政、放心家政、省心家政。
“前几天就联系好了，今天我是来签

合同的。家政服务既能实现就业，也能为
别人提供帮助。 ”7 月 12 日，家住淮南市
大通区九龙岗镇的王立霞， 来到田家庵
区佳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参加岗前培
训。一名学员扮演久病卧床的偏瘫老人，
另一名学员一边与 “偏瘫老人” 语言交
流，一边将其扶坐在轮椅上。

“岗前培训是必修课，讲究的是对服
务细节的掌控能力和技巧。 ”佳美家政服
务公司负责人许文告诉记者。

“今年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2.5 万人
次 ， 推进中介制家政服务企业规范转
型 ，新增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4 家 ，员
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级覆盖率达到
80%。 ”淮南市商务局负责人贾俊告诉
记者，到 2025 年，该市将培训家政服务
人员 7.5 万人次以上，实现家政服务实
训能力应培尽培 ，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
业延伸覆盖全市 ， 实现家政品牌企业
做大做强做优 ， 中小家政企业做专做
特做新。

“五进”服务
发展触角延伸基层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建安社区家政服务网点正在建设中。 淮北市惠平家政
保洁服务中心即将进驻，届时社区居民可扫码‘点单’，轻松
享受各项家政服务。 ”7 月 22 日，淮北市相山区西街道建安社
区党总支书记岳贝告诉记者。

相山区相南街道中城社区等也在谋划设立家政服务网
点，促进解决家政服务“不好找”的难题。

相山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探索建立放心家政
便民服务圈，以放心家政进社区、进医院、进学校、进物业、进
养老机构“五进”为依托，建立线下综合服务网点，引导家政
企业按需制定服务供给菜单， 建立便捷畅通的消费评价机
制，全面打造家政“五进”服务新模式。

“围绕‘一老一小’，家政服务刚性需求与日俱增。 ”采访
过程中， 淮北市惠平家政保洁服务中心负责人周平告诉记
者，随着放心家政行动的实施，企业的发展触角朝基层延伸，
力图为市民提供更为暖心的服务。

为了解决家政服务“不满意”问题，淮北市商务局、市人
社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教育局等部门，多渠道、多形式开
展岗前培训、回炉培训，拓展职业学历教育，开展技能等级认
定，打造产教融合基地，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职业道德
和技能服务水平。

6 月初，淮北放心家政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淮北市家政协
会组织专业讲师走进直播间，开展婴幼儿护理技能直播培训
活动。

“我市放心家政行动今年要实现的目标是，培训家政服
务人员 2 万人次，新增家政服务人员 3300 人；培育 4 家员工
制家政服务企业，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区）覆盖率 100%；
线上家政综合服务平台全面建成，线下家政综合服务网点稳
步推进。 ”淮北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淮北市因地制宜细化实施方案，推出了三
项创新举措：一是积极搭建淮北市放心家政线上综合服务平
台，实现网上下单、网上运行、网上支付、网上评价等功能，打
造“滴滴家政”，对家政服务价格、服务程序、服务质量等实行
统一线上管理，促进全市家政服务行业网络化、制度化、规范
化发展；二是探索建立淮北市放心家政便民服务圈，以放心
家政“五进”为依托，建立放心家政线下综合服务网点；三是
强化示范引领，扩大“惠平家政”“淮海大嫂”等家政品牌影
响力，培育具有区域引领和示范效应的龙头企业。

“回炉”培训
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 本报记者 陈成

“怎样准确判断宝宝是否想吃东西呢？ ”日前，在安庆市
高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举办的“回炉”培训班现场，员工张利
平问道。

“如果宝宝尝试将食物舔进嘴里并咽下，说明他有兴趣，
反之他会将食物吐出，把头转开。 ”培训师王霖回答张利平提
出的问题。

高乐公司是一家提供老年护理、母婴护理等多种家政服
务的员工制企业。 举办“回炉”培训班，是该公司研读我省《放
心家政行动方案》后采取的第一个举措。

“这些年，政府和公司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而这次‘回炉’
培训更像一次员工个人技能大检查，大家坐在一起，提出问
题、现场答疑。 ”高乐公司负责人杨青说。

“家政从业人员大部分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而雇主
们要求又越来越高，所以专业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安庆市
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王春告诉记者，协会成立于 2018 年，目
前有成员单位 56 家，其中员工数在 300 人以上、年利润在 50
万元以上的家政服务公司有 10 家。

“安庆市家政市场现在面临需求快速扩张和升级， 而有
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王春告诉记者，针对这一情况，不少成
员单位也在创新做法， 比如高乐公司推出个性化定制服务，
把家政服务拆分成不同项目，按项目付费，这样既可以减轻
雇主经济压力，又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服务。

“我们家不需要全职保姆，现在请了个‘阿姨’每天过来
帮忙两小时，一个月费用 1400 元，经济实惠。 ”高乐公司客户
朱阿姨说。

为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安庆市近年来相继出台
一些鼓励性政策。 同时，安庆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也在不断整
合资源， 提升行业凝聚力， 该协会去年成立了母婴家政、养
老、培训等三个专业委员会，推动同类型会员单位加强交流
合作。

政府引导、协会搭桥、企业响应，安庆家政服务行业渐渐
走上发展“快车道”。

“这几年，不少家政公司慢慢做大做强，成为龙头企业，
比如安庆市蓝天保洁有限公司、安庆市汇峰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等。 ”王春说。

提质扩容打造“放心家政”。 下一步，安庆市将通过打造
“宜家亲”巾帼家政特色品牌、强化职业技能培训、鼓励企业
转型升级、规范行业协会发展、完善信息平台建设等举措，推
动家政从业人员专业化、家政企业规模化、家政服务创新化。
该市计划到 2025 年，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市、区）覆盖率
达 100%，家政从业人员培训人数超 10 万，家政行业每年新
增从业人员 6800 人。

荨 近日，安徽徽大姐家政服务集
团举办的“放心家政进社区”活动
在合肥市瑶海区长淮街道临泉路

社区举行。 该集团充分利用“互联
网＋家政”模式，为群众提供保洁、
看护、母婴、养老、维修等线上线下
“一站式”家政服务。

本报通讯员 王骏 摄

茛 近日， 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举办第六届劳动和技能竞
赛暨环境清洁、家政整理收纳技能竞赛，43 家物业、保洁、家政单位的
143 名选手进入决赛。 本报通讯员 袁兵 摄

荩 7 月 15 日，枞阳县妇联组织开展家政服务技能培训活动。 当日，枞阳县妇联“放心家政
暖民心·妇联在行动”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首次走进乡镇，对 120 余名农村妇女进行家政技能
培训，提升农村妇女就业创业能力，推进全县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本报通讯员 汪华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