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实现技能升级
“科班保姆”底气足

宋龙美从 26 岁开始干家政，
“那时候没人愿意聘用你，都说你
一个小姑娘肯定不行的”。 宋龙美
很沮丧。 “我带教的老师当时正好
在开放大学读家政班， 就和我说
你也来吧，读点书，有好处。 ”2017
年秋天，宋龙美入学。

学校都学点什么？ 家政班专
业负责人徐宏卓告诉记者， 课程
涵盖了家政服务的主要领域 ：保
洁、婴幼儿照护、老年服务、孕产
妇照护、烹饪、面点等技能类课程
都在其中， 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家
政服务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 技
能上去了，职业素养也不能落下。
“专业还开设了社会学概论、心理
学、沟通与礼仪、营养学、法律基
础等综合素养类课程。 ”

技能和素养都有了，何愁不被
认可？ “有了专业知识，和客户沟
通顺畅多了。 一说我读过家政专
业，客户都认可，信任度更高了。 ”宋
龙美笑着说：“我现在考出了母婴护
理证，医疗照护证，这个书读得值。 ”
受益于正规科班教育的不止宋龙

美。 服务于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家
中的许彩荣也深有体会。 已经干家
政 10多年的许彩荣说，市场上一般
的家政员不缺，但要提高薪资，就得
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她在 2014年到
开放大学读书， 毕业后还报了开大
的商务英语本科。 “没读书之前，我
做五休二，5000 块钱一个月，现在
照顾一个 4 个月大的婴儿 ，8000
元一个月”。

徐宏卓告诉记者，2018 年，开
大对 271个毕业生进行了调研，在
同上海市 2018年第二季度家政行
业指导价格的中位数相比，开大的
毕业生平均工资涨幅在 20%左右。

钱多了，雇主也满意，自身技
能不断升级的“科班保姆”底气也
越来越足了。

“大专班”累计招生2320人
正计划申报本科专业

“国家出台的家政 36 条政策
我觉得太好了。 ”在这个行业工作
10 多年的许彩荣对市场需求十分
了解。 “现在很多家庭需要高端专
业的家政服务员， 既能照顾好一
家老小日常生活， 又能辅导孩子
功课， 本科班出来的学生可以满

足这方面的需求了。 ”许彩荣说。
“在国家出台政策之前，我们

已经在考虑升级家政专业了。 ”徐
宏卓表示，开大正在计划申报“家
政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 “这个
专业有三个优势，第一，满足市场
对于高层次家政管理人员的需求；
第二，满足社会对于健康生活理念
的需求；第三，充分利用上海开放
大学现有家政、老年、护理等专业
优势。 ”

徐宏卓说，这样，上海开放大
学就形成了一条中专、大专、本科
一贯制的家政从业者的教育路径，
再配合“1+x”的证书制度，形成一
体化的家政学历教育培养方案。

截至 2019 年春季，开放大学

家政专业已经累计招生 2320 人，
遍布全市 17 个分校，已有 980 名
学生取得毕业证书。

“育婴师”最受欢迎
提升学历薪资涨2至3成

“目前来看，家政行业从业者
的学历水平偏低， 初中学历占比
在 70%左右。 而高学历者愿意从事
家政行业的，过去并不多。 ”上海无
尘珠家政公司总经理胡海峰就曾

就读于上海开放大学家政管理的

大专班，尔后本科修读了教育管理
学。 “当时来看，其中 60%就读人员
为家政企业的管理人员，40%则为
家政从业人员。 以我们企业为例，

目前仅招募过大专学历以上的家

政员不过 7、8人。 ”
胡海峰指出，从行业就业情况

来看，高学历家政人员多数会选择
从事母婴护理，而不太愿意从事养
老护理，还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过
程。 其中，普通话、学历高、涵盖学
前教育的“育婴师”岗位受到追捧。
“一般来说， 育婴师的收入约为 6
千元至 1万元，平均收入在 8千元
左右。 这比普通岗位要高出 2千元
左右，薪资提升 20%—30%。 ”

从 2012 年开始，上海宛心家
政就开始向上海开放大学家政大

专班输送学员 ， 一年 30 多个名
额，平均学习时的年龄段在 30 至
40 岁左右。

综合型支持措施
聚焦培训、成本、保障和监管

家政服务业正是“小切口、大民
生”的体现，中央有部署、社会有需
求。目前，居家养老、康复护理、育婴
育幼、烹饪保洁等多样化的家政服
务需求呈现刚性增长，家政服务的
市场总规模近些年均保持 20%左右
的增速。劳动报记者注意到，作为党
的十八大后国务院层面第一个专

门针对家政服务业的政策性文件，
“家政 36条” 提出了 10个方面 36
条“含金量”颇高的政策措施，鼓励
采取综合型支持措施、全面提升家
政从业人员素质，发展员工制家政
企业。聚焦培训、成本、保障和监管，
助力家政行业“起飞”。

“多年来， 一直在呼吁的提高
家政人员素质，改变家政从业环境
等建议在《意见》中都被采纳了。 ”
悦管家创始人李尉表示，“家政 36
条”可谓家政行业的“及时雨”。 “家
政服务行业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

用工定性的问题，家政人员 95%来
源于农村， 这个近 6000万的群体
需要重新定义‘灵活就业’和‘家政
服务’概念与范畴。 ”

“家政 36 条”指出，将支持院
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相关专业 ，
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 1 所本科

高校和若干个职业院校开设家政

服务相关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开
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 市场导向
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家政企业，全
国培育 100 家以上产教融合型家
政企业，实现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
以上的地级市家政服务培训能力

全覆盖。 政府支持一批家政企业举
办职业教育， 将家政服务列为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优先领域 ，打
造一批校企合作示范项目， 推动
30 家以上家政示范企业、50 所以
上有关院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新政还明确，未来，需提高失业
保险基金结余等支持家政培训的力

度， 将家政服务纳入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工作范畴，并把“灵活就业”的
家政服务人员纳入培训补贴范围。

同时， 加大岗前培训和 “回
炉”培训工作力度，对新上岗家政
服务人员开展岗前培训。 在岗家
政服务人员每两年至少要得到一

次“回炉”培训，组织全国 30 所左
右院校和企业引进国际先进课程

和教学管理体系，确保 2020 年底
累计培训超过 500 万人次。

适应转型升级
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

家政服务人员构成复杂 、流
动性大、工作时间灵活多样，能够
按照以前员工制界定的家政企业

全国连 1%都达不到，而且生存艰
难。 《意见》还提出，要着力发展员
工制家政服务， 并对员工制家政
企业作了清晰界定。 “家政 36 条”
提出了， 为适应家政行业转型升
级的要求，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

“家政 36 条”提出，员工制家
政企业员工根据用工方式参加相

应社会保险， 大力发展员工制家
政企业， 明确员工制家政企业定
义。 灵活确定员工制家政服务人
员工时， 家政企业及用工家庭应
当保障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权利 ，
协商确定休息或补偿办法。

对员工制家政企业实行企业

免费培训， 对符合条件的员工制
家政企业按规定返还缴纳的失业

保险费， 为符合条件的员工制家
政企业员工提供免费岗前培训和

“回炉”培训。

强化财税金融支持
促进家政行业可持续发展

过去几年，家政服务行业年均
增速保持在 20%左右， 但总体上
看， 家政服务业还处于供给不足
的状态， 特别是高品质服务存在
明显短缺。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 60多万家家政服务业营业
收入为 4400亿元。 而家政公司的
盈利能力则更弱， 数据显示，2016
年，家政服务业利润总额仅为 248
亿元。

“家政 36条”重点强化了财税
金融支持，如提高家政服务业增值
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比例；扩大员
工制家政企业免征增值税的适用

范围，明确管理相对规范的家政企
业也免征增值税； 开展家政服务
“信易贷”试点；拓展发行专项债券
等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家政企业
连锁发展和行业兼并重组等。

“随着这些政策利好的兑现，
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里，主板会出
现一批家政上市公司。 ”李尉表示。
同时，在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上，“家
政 36条”呼吁完善公共服务政策，
改善家政服务人员从业环境，给予
家政服务人员以职业化尊重。

“推进服务标准化，提升家政
服务规范化水平。 ”李尉指出，“家
政 36 条”中，提出了要健全家政
服务标准体系， 开展家政服务国
家标准修订工作， 推进家政服务
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 推广使用
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规范家
政服务三方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
服务内容清单和服务要求， 加快
建立家政服务人员持证上门制

度，政府通过多种方式，逐步实现
统一为每一位合格的家政从业人

员免费发放 “居家上门服务证”。
同时，发挥规范示范作用，促进家
政服务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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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望诞生首批“本科保姆”
提质扩容“新 36条”促家政行业起飞

■劳动报记者 郭娜 陆燕婷 摄影 贡俊祺

“以 前我工资是35元一小时，现在50元一小时。”今年刚30

岁的家政员宋龙美还有个身份，上海开放大学家政服务

与管理专业在读学生。宋龙美说，“科班保姆”不但名字好听，还给她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工资涨了，雇主信任度也高了”。劳动报记

者从开放大学了解到，从2012年试点家政服务与管理专科专业以

来，累计招生2320人。借着家政36条的政策“东风”，开放大学计划

申报“家政与健康管理”本科专业，未来将形成一条中专、大专、本科

一贯制的家政学历教育。

形成一贯制的家政学历教育

“含金量”颇高的“家政 3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