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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保姆”放在 5 年，甚至 10 年前的咸宁，还是件稀罕事。随着咸宁经济的发
展，
“上班忙、找保姆”
“照顾老人，请保姆”
“享受生活，找保姆”已成为市民的一种
选择。但是，真正要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保姆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如何给家政市场找个“保姆”
如何给
记者

甘青

靠谱保姆不好找
人品要牢靠，守规矩不“越界”；干活
要勤快，
不能偷懒耍滑做夹生饭。
随着时代的发展，保姆岗位也越来
越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保姆职能不再只
是带孩子那么简单，形式也不再拘泥于
熟人介绍。钟点工、月嫂、老人看护等
“术业有专攻”的家政服务很红火。
如何提升“保姆”的专业水准，是家
政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保姆照
顾一家老小，她们工作得力，能大大提升
居民幸福感。这个职业看似“边缘”，却

非常重要。但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相
关的负面新闻：保姆偷窃雇主财物、打骂
孩子……不少雇主表示，找保姆其实并
不难，
难的是找到一个
“好”
保姆。
8 日，家住桂花城的易女士就感叹：
怎么找个靠谱的保姆就这么难？
易女士退休后，人老心不老，在城区
找了一家公司上班。但 6 岁的小孙女没
人看管接送。于是易女士找了家政公司
请了一名保姆。双方约定，保姆每天做
两餐饭，早上八点前送孩子去幼儿园，下

午四点半接孩子回家，月薪 2200 元。
刚开始，一家人对保姆的工作挺满
意，
“按时接送孩子，
做事也挺勤快。
”
可有
一天，
全家人都
“急疯了，
差点就报警了”
。
原来，易女士晚上 6 点回家时，没在
家中看到保姆，更没看到孙子。
“ 是不是
出去玩去了？”易女士安慰自己。大概等
了半个小时，天开始渐渐转黑，易女士坐
不住了，
开始跟保姆打电话。
“打了七、八个电话都没人接，真是
把我急坏了。”易女士说。此时，她也慌

了神，甚至浮想联翩：孙子是不是遭遇坏
人了，是不是被人拐走了。于是易女士
走出门四处寻找孙子。周边找了个遍，
可是易女士还是没有看到孙子的身影。
时间约莫到了晚上 7 点半，保姆终于
带着孩子回家了。一番询问才得知：原
来易女士的孙子吵着要去公园玩耍，保
姆拗不过，于是带着孩子出去了。但保
姆带孩子外出却没有顾虑易女士的感
受，既没有留下字条，也没有带上联系手
机，让易女士好一阵焦心。

家政市场需规范
像易女士一样的遭遇并非个案，8
日，鑫洋家政负责人也讲述了一个案例。
家住翠逸居的孟先生想给 80 岁的母
亲找个保姆照顾生活起居，但老母亲觉
得孩子花钱请保姆挺浪费，于是处处刁
难。如“保姆吃得多”
“ 保姆偷懒了”
“保
姆偷我钱了”。孟先生先后给母亲找了
三个保姆，没有一位保姆做满一个月。
“也许大家觉得这个案例是老人故
意在刁难，与保姆服务无关。其实生活
中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鑫洋家政服务

部经理刘桥说：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
象，主要是因为老人与儿女的生活观念
不同，老人怕花钱、儿女却想通过请保姆
孝敬老人”
其实，易女士的遭遇也好，孟先生的
故事也罢，
共同反映了一个问题——家政
服务行业没有固定的标准，怎么服务？
服务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的标尺。
有业内人士进行了分析，首先，家政
行业需求量大、门槛低，很多公司只想着
盈利，筛选考核机制只是“摆设”，招进来

的保姆鱼龙混杂；岗前系统培训敷衍了
事，导致员工素质参差不齐。
其次，是行业监管缺失，市面上的家
政机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家政服务公
司，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与雇主签订家
政服务合同。出现问题，雇主与公司直
接沟通。另一类是中介服务公司，只负
责把保姆介绍给雇主并收取一定中介
费，最终签合同的是雇主和保姆。但无
论哪类公司，都缺乏行业有效监督，普遍
监管力度不足。

另外，行业不规范，导致雇佣双方维
权不易。按照法律规定，实行员工制的
家政公司必须给保姆上社会保险，作为
补充保障，还可为雇主和保姆投商业保
险。但实际上，很多公司都在打“擦边
球”
。
没有保险，保姆的权利很难得到保
障。比如，为雇主擦玻璃时摔伤致残，谁
来负责、怎么赔偿，会变成一笔糊涂账。
对雇主来说，如果压根没跟保姆签合同，
一旦出问题很难维权。

好保姆从哪儿来
保姆，又可称为“保母”，有保护、看
护的意味，这本是一个让人觉得亲近的
职 业 ，如 今 却 让 不 少 市 民 产 生 了 距 离
感。 如何给家政市场找个
“好保姆”
？
咸宁鑫洋家政部经理刘桥说：
关键是
要推动家政公司进行规范的员工化管理。
首先，建立岗前培训制度。
“ 家政行
业与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高要求息息相
关，经过培训、具备职业技能和从业经历
的保姆，
才能更好地适应岗位需要。
”
其次，建立严格的劳动合同管理体
系。合同代表着权利和义务，一旦发生
纠纷，是最强有力的依据。保姆和雇主

也应有意识地购买“意外伤害险”和“家
庭责任险”，免除家政服务过程中的后顾
之忧，
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与此同时，建立从业人员征信体系
和关键信息数据库。
“ 保姆的工作经历、
犯罪记录、健康证明等都应可查证、可追
溯。雇主自己应多留心，一方面找正规
的家政公司，另一方面主动要求保姆提
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体检结果等，否则不
予聘用。
”
最后，进一步加强监管。
“ 家政这类
特殊行业，市场主体数量多且庞杂，政府
应对家政行业来一次体检，对管理制度

查缺补漏。
”
在目前，家政市场还没完全实现规
范化前，家政公司该怎么做？
“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自我提升，以口碑赢市场、以
服务赢信赖。
”刘桥说。
以咸宁鑫洋家政为例，该公司在保
姆及家政服务方面，极为重视员工的规
范管理，所有新进员工除了检查考核健
康状况、职业技能外，还对员工进行回炉
重塑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家政服务职
业道德规范、礼节礼仪、沟通技巧、家用
电器认识与使用、常用清洁剂使用、常见
急症意外伤害处理等。

除此之外，咸宁鑫洋家政还与雇主
保持经常联系，制定了服务回馈机制，并
对优秀的员工送到省保洁协会、省家庭
服务协会进行深度培训，提供员工的服
务能力。

家政

问

新闻追问

美容院是否具备整容资质？
记者

今年开始，市民小周跟朋友一起迷上
了去美容院洗脸、做面膜，看着朋友在不
知其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尝试瘦脸针、美
白针等各种“微整容”项目，小周却始终心
存疑虑，
“ 美容院是否具备整容资质？用
的产品质量是否过得了关？
”

朱亚平

不仅小周有这一疑虑，不少市民对此
也有疑惑。近年来，市民对医疗美容的需
求逐渐增加，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
无相应资质非法开展医疗美容服务，造成
危害和影响消费者健康的事件时有发生。
自9月份开始，
市卫计委在全市范围内
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对
无证行医、
非法整形等行为开展严肃查处。
12 日，记者就此到市卫计局了解情
况，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行动
将一直持续到明年 4 月。整治行动主要
以加强生活美容机构的监管为目的，查处
生活美容等机构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的行
为。比如，美容美体机构开展打玻尿酸服
务，没有医师资质的个人开展医疗美容的
行为，有资质医生到没有资质的机构开展
整形活动等，美容美体机构私下里培训学

电风扇如何保养？
【网民咨询】网民“一夜秋”咨询，现
在天气越来越凉爽，想把家里的电风扇
都保养一下，然后放起来，以备明天夏
天再使用。他询问：
“ 电风扇保养时还
应该注意什么？
”
【记者打听】11 日，家住希望桥社区
的曾先生为网民解答了这个问题。曾
女士介绍，电风扇用了一个整个夏天，
风叶、网罩、电机壳和底座上一般都积
有灰尘油污，可将风叶、网罩卸下，掸去
灰尘，然后用去污粉、洗洁精或洗衣粉
溶液轻轻揩擦。
切记不要用汽油、机油、丙酮先前
机溶剂揩擦，以免腐蚀和擦伤漆面。塑
料风叶和网罩更不能有油类擦试。在
揩擦时，不要让洗洁精、洗衣粉溶液流
入电机和电器内。
电风扇电机的轴承多为含油轴承，

通讯员

甘哲

员牟取暴利，都属于违规行为。
此次行动将严肃查处违规开展“微整
形”等医疗美容培训行为，查处不具备资
质开展培训的机构、单位和个人。同时，
还将严厉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和医疗器械
的行为。尤其是走私透明质酸钠、胶原蛋
白、肉毒毒素等药品和医疗机械的行为。
行动期间，各县市区的卫生计生监督
部门将对辖区内所有生活、医疗美容机构
进 行 清 查 和 梳 理 ，监 督 覆 盖 率 目 标 为
100%，对于违法的机构和个人，通过新闻
媒体等渠道进行曝光。违法违规的医疗
机构还将被列入
“黑名单”
。
市民如何分辨生活中的美容是否安
全合法？市卫计委综合监督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提醒市民：美容被分为医疗美容
和生活美容，不要在生活美容机构做医

疗美容。
医疗美容是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
的，比如，打玻尿酸、隆胸、隆鼻、割双眼皮
等。而生活美容是非创伤性和非侵入性
的，包括皮肤清洁、护理等。
“如果美容院说可以打瘦脸针、玻尿
酸，那肯定是违法的。”该负责人表示，注
射看起来简单，但对医生技术要求很高，
一不小心偏了位置，会伤血管或神经，严
重者会危及生命。如果市民遭遇害非法
医疗美容事件，可拨打市卫计委综合监督
执法局投诉电话：
8272536。

【网民咨询】近日，
网民
“薄荷”
咨询，
家里孩子很喜欢喝奶制品。商场的牛奶
饮品种类繁多，不知道有什么分别。该
如何区分挑选有营养的牛奶饮品呢？
【记者打听】13 日，咸安某大型超市
销售员韩卉介绍，牛奶是一种营养成分
齐全，组成比例适宜、易消化吸收、营养
价值高的天然食品，主要提供优质蛋白
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2 和钙。
纯牛奶也叫鲜牛奶、纯鲜牛奶，从
产品的配料表上可以看到配料只有一
种，即鲜牛奶。而由纯牛奶构成的儿童
牛奶中，蛋白质含量与纯牛奶相当，约
为 2.9%，而低于此标准的饮品均不是纯
牛奶。
复原乳是指把浓
缩乳（炼乳）或乳粉，再
添加适量的水，制成与

网民在线

部门：
正在协调处理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网民“愉悦”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贴称，咸安火车站附近一排不锈
钢门业门面，私自搭建工棚，不仅阻碍交通，噪音日夜不
停，造成扰民现象。
该网民表示，他家住在火车站附近，华成超市后面，
本来两边路面就很狭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一排
不锈钢门业门面全部在原本的门面前面搭建了一个工
棚，密密麻麻的工棚加上来来往往的运货车辆，平时居民
出入都很不方便。前一段时间小区里有家住户阳台着火
了，结果消防车因为路面太窄了无法进去，只得想办法把
门给撬开，街坊们才幸免于难。铝材作业声音扰民，违章
搭建影响交通安全，影响城市文明形象，希望有关部门帮
助居民们解决出行和安全问题。
11 日，记者致电咸安区城乡管理执法局，该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局已派人去现场调查，咸宁火车站华成超
市后面确实存在多处违建棚，网民发映情况属实。该处
违建棚为周围住户，从多年前便开始陆续搭建，涉及的群
众多，矛盾复杂。为避免激化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全稳
定，该局正在协同永安办事处、官埠桥镇及相关业主进行
协商处理。对于近期抢建和影响恶劣的，该局将坚决予
以强制拆除。

通山一交通信号灯时长太短
县交警大队：
目前相对合理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一网民反映，通山一
信号灯时长设置不合理，
给交通出行带来不便。
该网民称，通山自滨河路北左转至洋都大道的十字
路口左转路灯时间太短了，约 17 秒左右，比其它路灯时
间短，每次绿灯时间只能通过约 4 辆车。
“ 这个左转路口
的车流量还是很大的，给交通出行带来不便，也增加了交
通拥堵的可能性。望给予核实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其进行
适当的调整。
”
9 日，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回复，滨河路北至洋都
大道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时间的设置是经过对路况以及
车流量等因素综合分析后进行设置的，直行道车流量较
大因而信号灯设置时间稍长，左转车辆较少，信号灯设置
时间较短。目前而言，该处信号灯时长设置还是相对合
理的。

咸安一小区五年不办房产证
浮山办事处：
已协调解决
本报讯 记者甘青报道：近日，网友“詹平”在咸宁政
务平台发帖称，咸安区伟创上上城小区开发商拖了五年
不办理房产证，
还有数栋楼不通水电，
请求解决难题。
浮山办事处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处理。调查发现，伟
创上上城开发商为湖北伟创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开
始对外销售，目前已销售 375 套，入住 280 户。该小区自
建成以来，因项目所在地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滞后，导致
上上城项目未能及时通过环评验收，造成业主的房产证
无法办理。
近期，通过相关部门的协调努力，上上城项目已通过
环评验收，小区相关证件也将陆续办理完成。浮山办事
处青龙社区工作人员于参与了该小区的历史问题协调工
作会，开发商与业主代表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开发商将
分批办理小区住户房屋权属登记证，并于 2018 年 9 月 1
日前办理完成；.2017 年 10 月 7 日前，完成对 6 栋水的整
改，确保该栋住户生活用水正常；2018 年 9 月 1 日前，完
成小区电力整改，
确保住户正常用电。

办理城镇医保程序复杂
相关部门：已详细答疑

康
问健

如何区分牛奶饮品

这种轴承通常是粉末冶金产品。当电
风扇工作时，电机温度升高，转轴与轴
承之间的摩擦生热，会使润滑油逐渐消
耗，电风扇电机也就不能维持正常运
转。收起来前，最好在加油孔内注入润
滑油加以保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拆封、擦洗、加
油等操作时，动作不能过猛、过快，吊扇
调速旋钮应缓慢顺序旋转；在包装时，
如无原包装箱，除吊扇以外的其它风扇
都要组装好，可用布或塑料薄膜等包
裹，防止积灰；风叶要平整收藏，否则变
形后会造成运转不平衡，风量小，噪声
大，振动强，缩短使用寿命；存放的地点
应干燥通风，避免轴
承加热器挤压。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咸安一建材店违建棚扰民

原乳中水、固体物比例相当的乳液。国
家标准规定酸牛奶、灭菌奶及其他乳制
品可用复原乳作原料，但巴氏杀菌奶不
能用复原乳做原料。同时，以复原乳为
原料的产品应标明为“复原乳”，或在配
料表中注明
“水、奶粉”
。
酸奶由纯奶发酵而成，又称发酵酸
奶，不仅具有纯奶的营养价值，还含有
乳酸菌等有益维生素，可抑制人体肠道
中的腐败菌，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
收。另外，酸奶中乳糖含量降低，使乳
糖不耐症患者易于接受。
含乳饮料是一种常见的营养型饮
料，其营养价值无法与纯牛奶相提并
论。乳饮料不是牛奶，差别很大。配料
（表）中除了牛奶以外，
一般还有水、甜味
剂 、果 味 剂 等 添 加 剂 ，不 建 议 长 期 饮
用。
（记者 陈希子 整理）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赤壁市网民“乔军”
在咸宁论坛（咸宁新闻网）发帖称，家里孩子要办理城镇
医保，不知道办理地点和后续流程，希望相关部门能解
答。
该网友说，家里小孩现在读小学二年级，以前没有读
书的时候，是买的农村合作医疗，读书后直接在学校买的
城镇医疗保险，但是今年学校没有收城镇医疗保险费，想
知道应该在哪里交。并询问城镇医保能否和农村合作医
疗一样，
直接以卡的形式发放。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12 日，赤壁市政府办回复，根据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咸宁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咸政办发[2017]35 号）文件第二
章第九条的规定：2018 年度在校学生、在园(所)幼儿以学
校（园、所）为单位集中办理参保登记缴费。缴费期为当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次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享受
相应的城乡居民医疗待遇。
现城乡居民医疗统一使用社会保障卡。在校学生以
学校为单位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社会保障卡，也可以本
人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人社 1、2、3
号窗口办理社会保障卡。如急需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办
理即制卡或临时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