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薪酬通过工资卡规范发放 收入暂未受影响

■劳动报记者陆燕婷摄影王陆杰

沪上部分家政业本月起试推“员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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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有
百人以上规模化培训

家政员到雇主家上门服务 ，
除了持证上门的规范化之外， 其
站姿、 坐姿都有讲究。 近期， 行
业火热的垃圾分类培训中 ， 对
干、 湿、 可回收和有害垃圾， 也
需要仔细分类。 家政员的工作看
似简单， 实则并不简单。

“每周都有培训 ， 每场人数
多达百人以上 ， 今年年内计划
培训至少 4000 至 5000 人 。” 闵
行区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负责

人华新告诉记者 ， 通过综合家

务 、 母婴护理 、 养老护理 、 礼
仪 、 思想品德等一系列内容的
“回炉” 再培训， 提升了家政行
业的整体素质。

“来上海几年，原先做餐饮服
务， 收入在每月 4000 元左右，且
收入并不稳定。” 今年 31 岁的周
旋告诉记者， 通过行业协会的技
能培训，在学习了母婴护理之后，
她的收入可以起步至 6000 元以
上， 一般来说月嫂和育婴嫂的收
入可以达到 8000 元至 12000 元。
“连续培训，每次 9 至 10 天左右，
是系统性的全面培训。 经过培训
后，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

“原来月收入并不稳定 ， 通

过理论实训和技能培训， 向 ‘长
护险’ 的为老服务转型 。” 今年
47 岁的王刚， 是家政行业中为数
不多的男家政员， 他告诉记者 ，
学习和转型后， 他的月收入可以
达到 7000 元至 12000 元。

试行员工制
收入从银行卡发

技能培训后 ， 收入提高了 ，
那么如何保障家政员的收入稳

定、 行业规范？ 劳动报记者从闵
行区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了解

到， 部分家政企业已在 8 月 1 日
起试行了 “员工制”。

“原先 ， 家政员的收入多以
现金支付。 由雇主直接支付给家
政员。 试行 ‘员工制’ 后， 收入
并没有变化， 只是多了家政企业
的一道 ‘把关’ 项。” 贝聪帮家
庭服务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飞雄

告诉记者， 旗下持有 “上门服务
证 ” 的有效家政员人数达到了
500 人左右， 从 8 月 1 日起， 试
行 “员工制”， 与雇主达成协议
实现企业 “代收代发”， 家政员
的收入都统一从工资卡发放。

徐飞雄告诉记者 ， “员工
制” 后， 家政企业与家政员、 雇
主形成较为完善的三方协议， 通
过合同形式落到纸上。 每个月根

据家政员的实际工作时间， 扣除
请假等特殊情况后， 每月通过银
行等第三方定时发放。

“企业是代收代缴 ， 雇主需
要支付家政员预工资的 20%至
30%， 作为一次性服务费。 雇主
支付实际工资， 家政企业代发代
放到家政员手中， 收入与往常无
异， 不包括任何服务费 。” 徐飞
雄告诉记者， 通过员工制后， 对
家政员的商业性保险， 特别是意
外险和医疗保险 ， 可以实现覆
盖。 但目前， 对家政人员的社保
缴金等问题则尚未落实。

关注度高
行业将逐渐规范化

不过， “员工制” 在家政行
业初试， 关注度较高呼声也各有
不同。 部分家政企业表示， “员
工制” 不能只是解决工资代发的
问题， 也要逐步解决流动分散的
家政人员实现社保同步的问题。

“家政员虽然分散 ， 但数量
多达 2 万余人， 建立统一的 ‘员
工制’ 存在难度。” 上海新心家
政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亮向记者指

出， “与众多雇主达成统一实现
大规模的收入代发， 有一定难度
。 其次， 为家政人员缴纳社保 ，
这笔费用由谁来出 ？ 是行业讨
论较为激烈的 。 由雇主支付 ，
会增加不少成本 ， 对部分雇用
钟点工等短时家政人员 、 家庭
条件一般的雇主来说 ， 有点吃
不消 。 而由家政企业来承担 ，
在家政人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 ，
恐难负荷。”

“通过培训提高家政人员的
服务技能， 员工制的试行也是让
行业更加规范化。 及时跟进和了
解情况， 才能化解规范化进行中
的种种矛盾。” 华新告诉记者。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
玉荣 文/摄） 第 45 届世界技
能大赛将于今年 8 月 22 日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在日前
公布的中国参赛选手名单

中， 上海园林学校的陆亦炜
将代表中国参与花艺项目的

角逐。 而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 来自上海的选手潘
沈涵获得了花艺项目的金

牌。 从拥有 8 名中国插花花
艺大师，到如今的人才辈出，
上海的花艺项目为何领跑全

国 ， 今天正式拉开大幕的
2019 第五届上海市民海派插
花花艺大赛给出了答案。

据主办方介绍， 上海市
民海派插花花艺大赛已连续

举办了五届。 今年市民海派
插花花艺大赛参与热情继续

高涨，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据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统计 ，今
年参赛人数达到了 1219 人，
比去年增加了 73% ，比第一
届增加了 398%。 选手中，年

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才 10
岁 ，年龄跨度 60 岁 ，平均年
龄 36 岁。

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会

长徐文发告诉记者， 目前上
海拥有 8 名中国插花花艺大
师， 但是行业内还是普遍感
到人才紧缺。 随着艺术插花
被列入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

培训项目，近年来，上海每年
有近万人参与各类花艺培

训， 为花艺人才的不断涌现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从近
几年协会的培训和举办的比

赛可以发现， 参与人群愈加
年轻化 。 更加可喜的是 ，随
着上海选手在世赛花艺项目

上摘得金牌， 不少家长对孩
子学习花艺的观念有了很大

的转变。 ”
作为有着近 30 年专业

教学经验的上海市插花花

艺进修学校 ，教务长张颖对
这几年的变化感受颇 深 。

“不仅普通市民的热情高 ，
从业人员再深造的需求也

在不断上升。 ”她表示，现在
学习插花不是老年人的专

利 ， 学员的学历也越来越
高，并呈年轻化趋势。 “为了
与国际接轨 ，目前的培训和
各种比赛都加入了世赛花

艺项目的内容 ，不仅提升了
学员的眼界和水平 ，也为中
国花艺项目的人才选拔提

供了更大的空间。 ”
据悉，今年大赛将分为预

赛、复赛、决赛和专业组比赛
四个阶段。 今天启动的首场预
赛， 闵行区 88 名选手通过海
派插花艺术， 在 45 分钟内运
用主办方提供的花材、 花器，
独立完成一件插花作品，打造
色彩之夏。 9月上旬的复赛为
“神秘箱”插花，要求选手在 90
分钟内完成一件插花作品；9
月下旬的决赛， 要求选手在
120分钟内独立完成“神秘箱”
插花及自由命题两件作品。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表示，
上海将承办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届时，希望有更多上海
的选手代表中国争金夺银。

热点追踪

连续两届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的花艺项目为啥“红人”多343位科创板上市公司董监高：

去年平均年薪
近65万元

打 造“上海家政”服务品

牌，开启星级“上海阿

姨”培训。刚刚过去的周末，闵

行区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一连

组织了四场培训，涵盖礼仪培

训、垃圾分类、上门服务证培训

等内容。劳动报记者了解到，随

着“家政36条”的出炉,沪上家

政行业加速布局“提质扩容”的

步伐。从本月起，沪上部分家政

企业试推“员工制”模式，家政

企业成为雇主与家政员之间的

“桥梁”，收入通过银行等第三

方平台规范化发放，受到行业

关注。

●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叶 ）
科创板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年薪在年报

中披露。记者注意到，23 家科创板上市
公司发布的 2018 年年报显示，343 位
董监高去年平均年薪不足 65 万元。

在 2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 有 23
家发布了 2018年年报，年报显示，23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的 343 位董监高去年
年薪共 2.22 亿元，平均下来，每位董监
高去年的年薪不足 65万元。另外，还有
在 117 家申报企业中有 113 家披露了
2018年年报， 年报显示 113家 1695位
董监高的平均年薪为 46.3万元。

首批获准科创板 IPO 注册的苏州
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
报显示，该公司在去年全年的利润总额
为 2.76亿元， 华兴源创 15位董监高在
去年的年薪共计 1430.17万元， 董监高
薪酬总额占利润总额比为 5.18%， 平均
每位董监高的税前年薪不足 100万元。

上述 23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澜
起科技董监高拿到的年薪最高，该公司
17位董监高在去年的年薪共计 4184.61
万元，平均每位董监高可以拿到税前年
薪 246.15万元。与之相比，嘉元科技、福
光股份去年的董监高年薪共计 335.24
万元和 379.78万元，平均每位董监高可
以拿到的税前年薪均不足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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