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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广东两会

·建言献策

省政协委员关注家政服务乱定价、乱涨价现象，对此建议：

家政行业建立服务标准价格标准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成小珍 黄艳 孙小鹏 罗阳辉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家政服务行业正成为大多数家庭迫切的日常生活需求。 但家政服务行业相关监管制度仍不完

善，各种中小型家政公司管理混乱。 如何提升家政服务行业的水平？ 有省政协委员建议，家政行业应建立标准化的服务质

量、服务流程、服务收费标准，这样市民在请保姆时也能有价格的参照标准。 此外，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推进，老人不仅需要家

政服务，出需要出门便捷。 对此，有省政协委员提议，加快对人行天桥安装电梯的工作。

借鉴港澳地区菲佣管理制度

许凌、 朱颖恒、 赵先明、 林至颖、

陈绍雄、 何闻达、 冯方平、 黄成艺等 8

名省政协委员联名提交 《关于提升家

政服务行业精准化、 精细化管理的提

案》， 该提案称， 随着“二孩” 政策的

全面放开、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

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 从家政人

员供给来看，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

上， 家政服务供给都不能满足快速增

长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广东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 80%来自农村， 年龄结构偏

大， 新生代从业人员仅占 20% 。 从业人

员文化水平相对偏低， 高中及以上文化

水平仅占 15%。 家政服务人员参差不

齐， 成为广东家政人员的供不适求的一

个关键因素。

为此提案建议， 解决供求矛盾， 需

要建立各级家庭服务人员人才中心， 加

大从业人员宣传力度也非常必要。 广东

省毗邻港澳地区， 可以学习港澳地区菲

佣管理制度， 引进菲佣。

此外， 针对目前家政服务行业准入

门槛低， 有的甚至连营业执照都不领取

就开始营业的情况， 提案建议， 明确家

政行业主要管理部门， 或建立家政行业

管理中心。 加大行业管理力度， 监管制

度， 设立行业违规处罚制度。

建立标准化的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

提案指出， 目前广东省的家政服务

主要存在两大经营模式， 一种是传统的

经营模式“中介制”，另一种则是新型的

经营模式“员工制”。 由于行业相关法律

法规建设仍不完善， 家政服务行业仍没

有统一的标准， 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

监督，导致家政服务公司、服务人员和用

人家庭之间的权义不明确、流程不清晰，

纠纷争议难以处理， 给供求双方带来后

顾之忧。

提案建议， 建立起针对各类别家政

服务业的收费指导标准， 建立服务质量

评估标准。 建立合同报备审查制度，设立

家政从业人员档案库，明确一人一档，并

把消费者反馈的意见作为可查数据记录

归档。 而针对家政服务人员服务质量问

题，可以建立政府培训中心，学习香港菲

佣家政服务标准， 鼓励设立民营培训机

构，政府给予一定前期财税补贴，并针对

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 培训水平标准组

织粤港交流学习。

广州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

莫小英告诉记者， 在菲律宾， 女性从

事家政行业的社会地位很高， 接受了

系统的学校培训也让她们在能力方面

显得专业化。 在家庭工作中， 菲佣和

雇主的关系明晰， 从这点来说， 就化

解了可能产生的很多矛盾。 广州也在

对家政工进行系统培训， 逐步探索服

务的标准化。

省政协委员麦淑萍在今年两会期间

关注的话题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 她说，

她在 1990 年初到香港时，看到马路上的

人行天桥安装有电梯， 路人扶手或坐垂

直电梯过天桥到对面马路， 方便之极。

“当时就想，什么时候广州的人行天桥也

能装上电梯。 近年来在国内出差，看到杭

州、贵阳、桂林、南宁、西宁等不少城市的

人行天桥都配置有电梯。 而广州有 1887

座人行天桥，装有电梯的寥寥无几。 ”

麦淑萍表示， 东风路是广州市第一

条没有交通灯的直通路， 方便了机动车

行驶， 却给行人带来了不便。 去年东风

东路三座天桥升级， 年底建成后看起来

是美观大方， 却仍然没有电梯。 为此，

麦淑萍建议， 由广州市住建局牵头， 与

交通、 规划等有关部门一起， 成立一个

专门小组， 尽快采取措施， 做好规划、

资金的安排， 参考国内外建造人行天桥

电梯

（扶梯或垂直电梯）

好的经验， 在

外形、 功能设计上做到美观、 舒适、 高

质、 实用， 让市民出行更方便， 使广州

市真正成为全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

市。

建议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也是人民精神生活方面的

诉求。 对此， 有政协委员调研后

称， 浙江有 3 个世界级、 8 个国家

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广东却仅有

一个农业项目入选“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即潮安凤凰单枞茶文

化系统。 省政协委员倪根金在两会

的小组讨论中呼吁， 发掘、 申报、

保护、 利用、 传承农业文化遗产，

助力广东乡村振兴战略。 为此， 他

也专门写了相关提案， 提交给本次

两会。

所谓农业文化遗产， 是指农村

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

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

统和农业景观。 倪根金说， 广东拥

有数量丰富、 特色鲜明、 价值突出

的农业文化遗产， 如珠三角的基塘

农业遗产， 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沉香

农业遗产， 茂名、 增城、 东莞、 从

化等岭南古荔枝农业遗产， 曲江马

坝油粘、 增城丝苗米农业遗产， 高

要稻鱼共生农业遗产， 翁源三华李

农业遗产， 顺德陈村花卉农业遗

产， 化州橘红农业遗产等。 与此同

时， 广东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与利用

却明显落后全国。 截至目前， “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5 个中国

项目中， 广东没有入选项， 而“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91 个项目

中， 广东仅 1 项。

“农业文化遗产可以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发展重要作用。” 倪根金

说， 其可以助力打造生态宜居的乡

村环境， 增加农产品、 农业旅游、

休闲旅游等的附加值， 以“产业兴

旺” 带动“农民富裕”。 广西龙脊

梯田申报成功农业文化遗产后， 当

地“龙脊茶” 的价格从平均每斤

100 多元暴涨至 500 多元仍一茶难

求， 2013 年龙胜县接待的旅游人

次迅速增至近 120 万， 同比增长

61%， 实现旅游总收入超过 35 亿

元。

倪根金建议， 把发掘、 申报、

保护、 利用、 传承“农业文化遗

产” 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以

示重视。 广东应开展农业文化遗产

的调研， 加强全省农业文化遗产的

研究。

建议多途径活化拯救工业遗产

部分工业遗产面临着搬迁、 拆

除乃至消亡 .两会上， 省政协委员

顾作义提交提案， 呼吁加强工业遗

产保护和利用， 建议多途径活化工

业遗产， 如鼓励工业遗产与文化创

意产业对接， 开辟文化公园。

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

存， 广东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之一， 是制造大省， 工业遗产分布

广、 数量多。 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

和利用， 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省文化

遗产， 推动工业旅游。 顾作义说，

根据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名

录， 广东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有 1 万余处， 其中工业建筑及

附属物 130 处。 这其中， 约 10%被

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最近几

年， 少数城市才开始启动工业遗产

的普查认定， 大部分城市未将工业

遗产保护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

而在城市“三旧” 改造中， 部分优

秀工业遗产面临搬迁、 拆除乃至消

亡。 “拯救工业遗产成为摆在我们

面前的迫切任务。”

如何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

用？ 顾作义提出， 尽早开展工业遗

产普查， 对工业文明传承中具有重

要保护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工业遗产

进行全面普查， 列入各级保护名

录。 加快制定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法规和规章， 把工业遗产的保护

纳入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建筑的保

护管理体系。 建议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做好立法调研和起草法规， 省人

大法工委纳入立法计划。 鼓励采取

多种模式和途径， 开辟多元化资金

渠道， 加强工业遗产保护， 在保护

的前提下进行适应性、 多样性再利

用， 积极引导发展涉及社会民生的

文化设施以及文化创意等产业。

关注家政

建议广州人行天桥加装电梯

关注民生

关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