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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171家家政服务机构成春节保供主力军

重点保障刚需家庭家政服务不断档
2023年春节临近，上海家政市

场出现供需双降的新特点， 以外来

人员为绝对主力的家政服务人员留

沪率相对往年明显降低， 春节家政

服务市场保障压力较大。 市商务委

透露， 今年上海春节家政市场保供

将以 171 家家政服务机构为主力

军， 重点保障刚需家庭的家政服务

不断档。

根据国家商务部《关于做好

2023 年春节期间家政服务业市场

保供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商务委会

同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 政企联

手，行业联动，已推出春节家政市场

保障针对性举措。

“家政服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与疫情关联度高。 考虑到疫情减员

和许多家政服务人员 3 年未回家

过年的现状， 今年的春节保障工作

主要是‘保刚需、保安全’。 ”市家庭

服务业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协会已向参加春节保供的家政服务

机构提出要求， 希望企业留沪家政

员数量达 50%及以上，并按照不同

情况和需求调留沪家政人员进行服

务， 企业的热线电话或线上系统必

须畅通， 有人及时接听或回应。 同

时，要保障“阳康”家庭服务需求和

服务者匹配工作。

据悉，通过企业自愿报名，市家

庭服务业行业协会已遴选出 171

家家政服务机构作为春保主力军，

为春节前后提供家庭保洁、 母婴护

理、 老人护理和节日深度清洁及家

电清洗等家庭服务， 全力保障春节

家政服务供应。

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主要提供

为老服务， 入选成为春保主力军之

一。公司总经理介绍，由于为老服务

的家政员们年龄偏大， 而且大部分

家政人员已经 3 年没回家了，留岗

确实有点困难。这段时间，为老护理

家政员们的普遍月薪资上涨 500

元左右， 同时企业也为一部分家政

员和家人提供员工宿舍， 春节期间

“包吃包住”“我们将尽力留人、人性

化留人。 ”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春

节保障工作连续推进了 8 年，品牌

规模企业大多已形成成熟工作机

制， 特别是以养老为主的家政服务

机构， 均建立了人员储备、 轮换上

岗、合同留人、错峰返乡、就地过年

的工作举措， 确保家政服务人员的

相对稳定。

目前， 市商务委和行业协会正

指导家政企业加大情感留人的力

度，有的企业开展小聚餐、小茶谊、

小联欢活动； 有的企业采取发放通

讯补贴、免费开放企业宿舍、提供日

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分发餐券、赠送

一份全年意外保险、发放新春礼包、

免费电影券等措施， 多措并举稳岗

留人。

摘编自《文汇报》

新春特辑

“智慧书吧”将“图书馆带

到居民身边”， 让阅读摆脱时

间与空间的限制。“免办证、免

押金、线上预约、线下借还”的

全新借阅模式，真正实现书香

触手可及。这是康健新村街道

两年来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文

化服务，提升社区智能服务水

平，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的又一便民工程。

以“智慧书吧”康乐汇借

阅点为例，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共有 2,683 人次

在此点位借阅图书， 累计借

出图书 18,712本，平均每次

借阅 6.9本，平均每 29 天读

完一本书， 读者累计提交

707 册心愿书单。“智慧书

吧”联动康乐汇康乐书院，真

正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供

给， 让周边社区居民享受到

了更加多元、 更高品质的阅

读服务。

“智慧书吧” 依托 24小

时无人自助终端、 移动客户

端及物联网智能控制技术，

将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与纸

质图书借阅完美融合， 只需

一部智能手机，微信扫码，10

秒即可完成图书借阅。 设备

内置的智能感应技术可自动

识别、记录用户借还信息，全

程无需人工干预， 是一个浓

缩的、功能完备的智慧 MINI

图书馆。 这里为读者准备了品类丰

富的热门图书， 每个月还会定期按

需更换。 即使书柜中没能找到心仪

的书籍，读者只需在线许下“心愿书

单”，工作人员会定期将“心愿图书”

配送至指定点位，通知您前往取阅。

目前，康健新村街道已经开设

了 3 家“智慧书吧”，正在全街道逐

步推广。 来源： 康健新村街道

前些日子， 闵行区浦江镇瑞和

城大居新开张的“瑞和食光里”社区

食堂，运用智能化助餐售卖系统，实

现红烧肉论块卖，油爆虾论只称，老

年人可自行“打菜”，智能称重显价，

无接触结账，既减少食物浪费，又可

以一顿饭品尝多个菜， 颇受大居老

年人欢迎。

以提升社区助餐服务水平，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为导

向，推进社区助餐服务场所建设，截

至目前闵行已建成 166 家老年人

社区助餐服务场所，完成“十四五”

末建成 150 家助餐场所这一目标

的 110.6％，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全

区日供餐能力达 27000 客， 占 65

周岁以上本区户籍老年人口的

9.17%。

全区日供餐能力达 2.7万客

为了让老年人吃得饱，闵行搭建

了“一站多点”助餐场所。“通过社区

调研、深挖资源，充分利用存量设施

设置助餐服务场所，加快布局建设集

膳食加工、外送及集中用餐为一体的

社区长者食堂。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标准化老年活动室、邻里

中心、睦邻点等阵地，因地制宜、因需

设置老年人家门口助餐点，目前全区

日供餐能力达 27000客，占 65周岁

以上本区户籍老年人口的 9.17%。

比如莘庄镇充分改建社区存量

房，采取公益性定位、市场化运营、

政府参与监督管理等运营模式，建

设辐射周边 5 个居委 20 个小区、

6000多名老年人直接受益的“莘松

社区食堂”；七宝镇大上海国际花园

社区食堂在提升堂吃服务品质的基

础上，将菜品送至皇都助餐点、万科

城市花园助餐点和静安新城助餐

点， 并在助餐点提供多种菜品可选

服务； 浦江镇瑞和城大居去年年底

新开张的“瑞和食光里”社区食堂，

运用智能化助餐售卖系统， 满足用

餐个性化需求……

构建“多点配送”服务体系

除了设置老年人家门口的助餐

点，区民政部门还利用社会力量，联

合相关企业， 通过多种途径为老年

人送餐到家。

引导从事助餐服务的餐饮企

业探索“公益项目 + 企业运作”送

餐模式，如新虹街道引进“饿了么”

送餐团队， 为片区失能、 独居、孤

寡、高龄老人送餐到户，逐步完善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安

全保障的助餐服务体系；马桥助餐

配送中心等 ５ 家单位探索“中央

厨房 + 专业配送” 的运营模式；梅

陇镇熊觅食堂等 22 家单位推进

“社区食堂 + 委托运营”模式；古美

敬老院等 7 家单位开展“机构辐射

+ 专业助餐”服务；徽爵菜馆等企

业探索“社会餐饮 + 老年餐桌”等

服务，构筑老年人方便可及的“舌

尖上的保障网”。

“助餐+”让老年人吃饱吃好

在吃饱的基础上还要吃好。 为

此， 区民政部门充分融合社区养老

顾问、独居老人集体庆生会、膳食健

康指导、养生讲座、智慧助餐等老年

人喜闻乐见的服务项目，深化“助餐

+”服务，做强“多元融合”服务阵地。

以社区食堂为公益基地、 社区

助餐点为公益帮扶点， 由助老志愿

者为用餐老年人进行一对一、 一对

多的智能手机应用培训， 帮助长者

更快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生活。鼓励

社区食堂发挥善做老年餐的独特优

势，给予老年人营养健康膳食指导，

如古美路街道美乐汇社区食堂、虹

桥镇古北社区食堂定期开展养老顾

问服务， 邀请专业人员开办养生膳

食讲座、膳食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节

日开展包汤圆、粽子等活动，有效利

用社区食堂场所开展多元活动，增

加老年人沟通交流的机会。

摘编自《闵行报》

闵行建成 166家社区助餐服务场所
可日供餐 2.7万客，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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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丰富 自主选择

■社区食堂，也是老年人社交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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