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崎凡

家政行业“卷”，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这些年，由

于需求巨大，从业人员收入水涨船高，带动家政市场火

热，从业者素质和门槛在不断提高。人们时常看到有名

校毕业、海外留学归来的高才生等“高端人群”投身家政

行业的新闻。

不过，冒充名牌大学毕业生、打造家政工的高学历“人

设”却又翻车的案例还是第一次听说。最近有这样一条新

闻：上海一家家政公司发布的一份简历显示，一位29岁清

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庭管家工

作，期待月薪为 3.5万元。后来，有关部门调查证实，这条

简历不仅描述的事实造假，就连简历主人公都子虚乌有。

造假是公司干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原因是“此类家

政工作每月薪酬约在 1.5 万元到 5 万元之间”。之前，有

一位类似学历的家政人员“年薪 60万元”。

后面的话是公司员工说的，真假无从知晓。不过，因

为这事，媒体还挖掘报道了一大批家政行业给简历注水

造假的案例。有人经验造假，有人证书造假，甚至还有人

“技能”造假。

比如，一位育儿嫂在面试时，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自己

在育儿方面的经验，并对雇主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答如

流。没想到，她自夸的各种本事，进家后却全不是一回

事。当雇主出现堵奶症状，她根本不敢上手，承认只上过

通乳培训课，具体实操得请职业通乳师上门；宝宝出现湿

疹，她手忙脚乱，连涂抹药膏都不成。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这些造假大部分有公司参与其

中，有的公司甚至会“培训”如何面试，这背后自然与利益

相关。目前，我国的家政公司经营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

是：员工制、会员制、中介型。无论哪种类型，家政公司只

有促成家政工受雇，才能获得收益，这就让一些公司比家

政工还积极地“兜售”服务。

北京的中介机构就形成了格式化的简历模板。在中

介机构登记求职前，经理会提供一份统一的简历模板，要

求所有育儿嫂参考模板的格式、内容填写简历，并帮着

“润色”修改。

另一方面，家政工也希望通过一份更加漂亮的简历

让自己尽快入职。作为一项主要以实操为主的工作，雇

主又很难通过面试短时间判断出家政工的实际能力究竟

如何。目前国家统一的考核项目中与月嫂相关的有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育婴师）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母婴护

理）。除此之外很多证书例如月嫂证、催乳证、早教证等，

都是培训机构自己发放自己认证，证书含金量无从考证。

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家政市场简历造假的乱象。不

过，乱象已经引起了重视。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教育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深化促进家政服务业提

质扩容“领跑者”行动三年实施方案（2021—2023 年）》。

其中要求，推动家政领域信用建设，搭建家政信用服务平

台，完善家政信息录入机制，开展家政企业信用建设专项

行动，进行家政诚信宣传。

但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应

该认识到，提升自身技能才是自己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的最好途径，有造假的那工夫，不如多提升自己的真本事。

打工前沿G

平台一面标榜收费透明、标准统一，一面默许维修工“小病大修”、层层加价——

家庭维修服务价格究竟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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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简历造假的工夫
不如提升真本事

本报讯（记者于灵歌）9月 28日，国家发改

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的实施进展情况。国家发改

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表示，规划实施5年来，

农村民生跃上新水平，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不

断提高。2017~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8.9%，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

2.71缩小到2.5。
据介绍，近年来，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着力构建农民持续增收长

效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深入推进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大力开展农民工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拓展

农民就业创业途径，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2021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已超过

42%，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同时，完善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扩大农民财产性收

入。2017～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13432元增至 18931元，年均实际增长

6.6%，高于城镇居民近两个百分点。今年上半

年，农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 2.3个百

分点。

5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市人才

入乡发展机制不断健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深入推进，城镇落户门槛不断降低，大量在

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及随迁家属落户城

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显著扩大、质量

明显提升。城市人才入乡发展机制初步建立，

外出农民工及经商人员回乡创业兴业蔚然成

风。”吴晓表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取得初步成效。

县城产业配套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环境基础设施加快提档升级，综合承载

能力和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对农民就近城镇化

和城市要素下乡的支撑作用不断凸显，较好地

满足了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

产生活需要。

此外，持续提升农村就业创业质量。发展

产业带动就业，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

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加工、农田水利、

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更多就业，2021年本地农

民工超过1.2亿人。支持创业带动就业，推介了

2210个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落实创业补贴、

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累计吸引1120万人返乡

入乡创业创新，平均每个主体带动6～7人稳定

就业。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不断提高

5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71缩小到2.5

本报记者 陈曦

“找平台是为图个方便，没想到却遇到了

麻烦。”近日，家住四川成都的陈先生发现客

厅空调不制冷，联系某知名家修平台维修工

上门加氟，并收取费用 420 元。此后空调制

冷效果依然不佳。陈先生又请品牌售后人员

检测发现，所加制冷剂与空调不匹配，需要排

出后重新添加，而全部费用仅为 150元。

近年来，家庭维修领域涌现出啄木鸟、91

畅修保等一批平台式企业，开始形成统一的

服务标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行业“小散乱”

的局面。但仍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平台

的收费远高于市场价，上门的维修人员甚至

“小病大修”、虚构故障以层层加价。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维修工的素质和能

力参差不齐，还与平台的纵容态度以及高企

的抽成比例有关。那么，家修平台的服务价

格由谁说了算？如何走向规范化？

平台收费远远高于市场价

更换灯管 395 元、疏通马桶 960 元、防水

补漏 2000元……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某家庭

维修平台的词条下，聚集了千余位维权者，投

诉高频词是“乱收费”“服务欺诈”。

今年 7 月，85 后白领张羽家中窗台渗

水，她向该平台询价时，客服一再保证价格

透明。“3 个窗台外墙面长度约 5 米，作业时

长不到半小时。维修师傅在计价器上捣鼓

半天，最后报出了 2000 元的价格，涵盖上门

费、配件费和技术服务费。”张羽觉得收费有

些不合理，但问题既已解决，自认外行的她

还是掏了钱。

师傅走后，张羽上网搜索发现，其使用的

同款防水材料售价不到 50元，而自家连半桶

都没用到。后来她咨询物业得知，类似的维

修 700 多元就能搞定，遂向家修平台发起投

诉。客服却含糊其词，先是声称维修工收费

合理，见她态度强硬，对方又表示可以返还

30%的费用。“既然是统一计价，现在又说可

以退款，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同样是不认可价格，来自北京的刘女士

怀疑平台维修工“小病大修”。由于家中空调

启动后无法运行，她在一家平台预约了 349

元的维修服务。“师傅来看了一眼就说是压缩

机电容坏了，并表示 349元只是检测费，让我

再支付 130 元高空作业费和 449 元配件费。

没曾想，换了电容后仍没有改观，他又说主板

也有问题，表示隔天带一个新的过来。”

此时刘女士已经察觉不对，她拒绝了师

傅的建议，转而向空调品牌求助。售后人员

上门检查后发现，空调失灵是由于外机继电

器线没接上。但刘女士记得，空调外机是平

台维修工反复调试过的。“虚构故障并且更换

正常的零件，到底是维修还是搞破坏？”

分成低致使维修工乱加价

记者调查发现，即便不少平台推出了统

一价目，但在现行模式下，有的维修人员为提

高收入，利用消费者信息的不对称，或巧立名

目，或“小病大修”，将维修费推高至市场价的

数倍。

与此同时，在从事家电维修的刘伟成看

来，维修工也有自己的无奈。

为了能够多接单，他曾想摆脱“个体户”

的身份，入驻某头部家修平台。但在摸清情

况后，很快打了退堂鼓：“没有基本工资，早上

7 点到晚上 9 点半随叫随到。平台抽取 5 成

维修费，抵押 2 成，好评率不达标要罚款，上

岗前还要花 298元购买工作服。”

一位平台维修工向记者透露，自己每单

的收入包括 50%提成，5%绩效奖励，减去一

定额度的质保金，最终到手金额约为维修费

的 42%。他表示，扣掉交通和材料费，纯利润

很微薄。有的同行会私自加价，平台对此心

知肚明，只要不是太过分，他们也乐于促成

“双赢”。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向

记者表示，家庭维修平台刚刚起步，现阶段平

台运行、推广营销产生的高成本，一定程度上

被转嫁给维修人员，由此滋生了一系列乱收

费现象。

北京拙朴律师事务所高昊宇律师分析

称，维修人员通过平台获客、接单，平台从中

抽取佣金，二者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只是松

散的劳务关系。维修工对平台的归属感和忠

诚度难以保障，平台对维修工的服务也缺乏

有效约束。

高昊宇表示，由于服务场景千差万别，从

业者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家修行业极易产

生消费纠纷，诸多矛盾在平台服务模式下更

为凸显。而目前，消费者的线上反馈是唯一

监督手段，线下监管开展的难度较大。

规范化发展是必由之路

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家庭维修行业

是一片亟待开拓的“蓝海”，平台企业要想抓

住机遇、走稳走远，除了做好品牌推广，优质

服务带来的用户口碑更为重要。

据了解，商务部曾于 2012 年发布《家电

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但业内人士认为，相

关条款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市场环境，要

想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立法的脚步亟须

跟上。

盘和林认为，鉴于家庭维修的复杂性，不

必苛求价格统一，但政府要以指导价进行规

范，通过市场调研，为常见家电的常见维修项

目所涉及的耗材、人工费划定价格区间，推动

维修收费走向透明化。高昊宇建议，监管部

门可以引导成立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作

用，督促家庭维修平台制定合理的分成比例。

刘伟成告诉记者，一些平台为招揽维修

工，入驻门槛几乎为零。“只需提交身份证、一

张照片、相关证书，然后接受简单培训即可上

岗，服务质量自然无法保障。”

“平台不仅是中介，更是家修服务的第一

责任人。”高昊宇表示，一方面，监管部门要限

定维修人员的准入门槛，对平台服务的各环

节开展动态监督；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要把好

维修工“入口关”，定期开展人员培训、技能考

核，规范工作流程；还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

和用户评价体系，制定严明的奖惩措施，不断

提升服务体验。

近年来，家庭维修领域涌现出一批平台式企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行业“小散乱”的局

面。但仍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平台的收费远高于市场价，上门的维修人员甚至“小病

大修”、层层加价。对此，专家建议，加强对平台的监管，以指导价进行规范；同时平台企业

要把好维修工“入口关”。

“工地婚礼”见证爱情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记者近日从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

宁夏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行

动，千方百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就业

形势总体平稳。截至 8月底，全区 81.76万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收 108.76 亿元，人均

收入 13302元。

据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人员

介绍，宁夏今年对新招用务工人员签订 6 个

月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就业载体

给予社保补贴，对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 10人

以上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并在政

府投资建设的农产品和食品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设施等以工代赈建设项目中，安排不少

于 15%的岗位用于吸纳就业。对脱贫劳动力

开展提供至少 1次职业指导、3个适合的岗位

信息、推荐至少 1个合适培训项目的“131”就

业帮扶服务，及时兑付一次性交通补贴、赴闽

就业奖补，稳定劳务输出规模。

据统计，1 月至 8 月，宁夏全区各地共举

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768 场次，包机、车 112 次

“点对点”输送 1.11 万人外出务工；安置农村

公益性岗位 6748 个；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

2.83 万 人 次 ，培 训 劳 务 经 纪 人 1017 名 ；为

1717 名农民工发放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

补助 1138.22 万元，为 56 万名农民工购买了

“铁杆庄稼保”。

依托闽宁劳务协作，宁夏人社系统主动

加强与福建省及各对口帮扶县（区）)互访对

接，充分发挥驻外劳务工作站和劳务经纪人、

中介组织作用，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务协

作推介会和招聘会，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1月至 7月，宁夏全区累计开展闽宁劳务

对接 53 次，举办闽宁专场招聘会 96 场次，通

过闽宁协作带动就业 7582人，其中赴闽就业

4247人。

1月至 8月，全区为农民工发放创业贷款

7.39亿元，组织农民工创业培训 3414人次、培

育创业实体 5442家，创业带动就业 2.09万人。

宁夏农村劳动力今年外出创收超百亿元
80 余万人平均收入 13302 元

9月 27日，新人们在集体婚礼仪
式现场。

当日，中铁四局在合（肥）新（沂）
铁路安徽段建设工地为106对新人举
办集体婚礼。据悉，参加集体婚礼的
职工大多来自建设一线。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服务业成吸纳就业主导力量
农民工就业集中的 6大主要行业中，4大行业属服务业

本报讯（记者时斓娜）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党的十八大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员规

模快速扩张，就业人员占比稳步攀升，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

导力量。2013 年~2021 年，服务业就业人员累计增加 8375 万

人，年均增长 3%，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 931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为农民工就业集中

的 6大主要行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等 4大行业均属服务业。

2021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50.9%。

收入方面，2021年，农民工就业集中的 4大服务业行业月

均收入均继续增长。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

月均收入 3710 元，比上年增加 323 元，增长 9.5%；从事住宿餐

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 3638 元，比上年增加 280 元，增长 8.3%；

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 3796 元，比上年增加 264
元，增长 7.5%；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

5151元，比上年增加 337元，增长 7%。

数据显示，服务业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主要产业。

2020年受疫情冲击，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受到较大影响，服

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 46.3%，但仍稳居三次产业之

首。此后服务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呈现出强大发展韧性，

2021 年贡献率增长至 54.9%，为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提供了重

要支撑。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服

务业吸纳了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