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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成都

“光污染”越来越严重，成都今后修

建高楼大厦，将控制玻璃幕墙的面积；考

虑到市民逛街舒服，临街商铺要有檐廊、

围墙不能只是砌一堵砖了事； 环城生态

区要控制建筑物高度， 体现对生态的保

护…… 《成都市建筑规划设计导则

（2013）》（下简称《导则》）目前正在

试行，《导则》 对城市空间形态总体控

制、5大重点地区设计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市民塑造一个人性化、生活化、特色化

的城市空间。

更人性化 注重市民逛街感受

市规划局相关人士介绍，2010年曾试

行过《成都市中心城区城市设计导则》，

新导则与之相比， 有一些延续和调整。旧

版中中心城被划分为6大重点控制区，新

版中则剔除“城市核心区”，同时将198区

改为环城生态区。其余控制区为：主要滨

河区、主要公园周边地区、主要临路地区、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

《导则》这次特别注意到了很多市

民逛街的个体感受。

《导则》要求“建筑底部处理在材

料、表皮、配色、质感、细节、肌理尺度等

方面应重视人的感受， 近人部分的处理

应丰富、细腻。”它对临规划商业街两侧

的建筑， 要求设置近人尺度的骑楼、檐

廊、挑檐、挑廊等人性化过渡空间。同时

以构筑物、座椅划分空间，花池、墙面装

饰丰富视觉感受。

“好不好用，空间舒不舒服，这些

都能改善人在下面行走的感觉。”市规

划局相关人士解读，临街商业要表现出

一种建筑的亲和力，如果整栋楼通体都

是玻璃幕墙，人走到旁边，美好的心情

会打折扣，“说通俗一点，《导则》关注

了大家逛街的感受。”

控制玻璃墙面积 防“光污染”

《导则》还对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

在外立面中所占比例，分为4个区间进行

控制引导。建筑高度24～50米，玻璃幕墙

在外立面所占比例不宜大于50%； 建筑

高度50～100米玻璃幕墙在外立面所占

比例不宜大于60%； 建筑高度100～250

米， 玻璃幕墙在外立面所占比例不宜大

于70%；建筑高度250米以上，玻璃幕墙

在外立面所占比例不宜大于80%。

曾有人士将此理解为 “成都允许

250米以上建筑”，在市规划局相关人士

看来， 这是一种误读。“它传递的信息，

是控制玻璃幕墙的使用， 不欢迎纯玻璃

的建筑，而非是限高。”

据介绍， 建筑形态很难制定量化和

刚性的标准来要求，因此《导则》通篇用

导向性和指导性的口吻来介绍。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审批事项将进一步清理和减少

取消大学生住院医疗费用结算、取消

异地人员定点医疗机构登记……去年，我

市取消和调整79项行政审批项目。据市政

府法制办介绍，自2000年以来，我市已先

后9次大规模清理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成

都已成为全国保留行政审批数量最少的

副省级城市之一。

根据市政府法制办今年改革思路，我市

还将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取消、下

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市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还

要进一步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严格控

制新设非行政许可审批。探索开展“非禁即

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公众参与

作为重大事项决策必经程序之一

下一步，市政府法制办的改革思路中，

提出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 把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

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事项决策的必经程

序。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坚决制

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 违反法定程序的

决策行为。

同时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健全行政权力动态调整机制，推进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清理行政权力，编制权力清

单，并向社会公布。推动建立包含行政职权

目录、电子政务大厅、行政权力运行基础平

台和行政权力运行监察平台的“一目录、一

厅、二平台”运行系统，实施行政权力事项公

开、行政权力运行透明、行政监管实时到位。

成都商报记者 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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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行政审批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持续推进简政放

权，进一步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

审批事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减少审批事项 2014年行政审批改革工作启动

名人找保姆大多靠介绍

更加关心人品

除了柳传志，饰演“元芳”的演员张子

健家里用的保姆也是川籍的。赵光绪透露，

今年还有几位明星前来预订川籍保姆。另

外， 还有一些企业家等名流用的都是川籍

保姆。

什么样的保姆最受欢迎，工资也很高呢？

“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两个高”。 在他看来，一

是技术高，保姆需要有5～10年工作经验并且

持有育婴师、营养师等相关资格证书，还有一

点就是学历高。

而在刘卿看来， 包括高端客户在内，保

姆的资历最为重要。“这个保姆服务过多少

客户，客户对她满意度如何？”有了这个前

提，客户更加关心保姆的人品，这样才能放

心雇用。

赵光绪还透露，名流对保姆要求更高，一

般很难找， 大体都是通过圈内朋友介绍。比

如，在找到合心意的保姆后，靠柳传志的口碑

相传，该公司之后又向北京输送了5位保姆。

名人保姆月薪5000元起

最高可达1.6万元

赵光绪说，今年北京、上海等地的高端客

户给出的价格起步价在5000元左右， 高的甚

至有8000多元的。 这个价格较去年上浮了

10%。

而在泓福泰家政服务公司， 保姆的工资

从3000多元到1万多元不等。最普通的家政服

务员， 月薪在3000多元。 级别最高的金牌月

嫂，月薪可以达到1.6万元。“金牌月嫂往往资

历深厚，经历过妇产医院的培训、实习。”王

凤明透露。

春节后， 保姆难找又成了市民热议的话

题。网络甚至流传，成都月嫂的月薪或达到上

万元，吓退了一些找月嫂的客户。那么，在成

都找保姆究竟困难与否， 成都的保姆价格又

是否都像传言的那么高呢？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咨询了成都市家政

服务行业协会， 并走访了市内多家大型家政

服务公司， 发现今年节后保姆市场与往年相

比变化不大。虽然总体上供小于求，但近期寻

找保姆并不十分困难。在保姆的工资上，三千

元左右的家政员、 五六千元的月嫂也是绝大

多数，八千的月嫂比例非常低，不到10%。

说起保姆难找， 成都泓福泰家政服务公

司总经理刘卿介绍， 很多保姆都等到元宵节

之后才返城工作， 所以在节后到元宵节之间

的这段时间，才会显得保姆难找。虽然目前市

场整体上是供小于求， 但是元宵节后基本就

恢复正常，没有想象的那么稀缺。

“所谓的保姆难找，主要是结构性的。”

刘卿解释， 客户对保姆的要求越来越高，经

验、家务技能、人品、价格等都要看，稍有不满

意就不会雇用。而随着物价的上涨，保姆对薪

资期待也越来越高， 两者的不匹配程度越来

越高。

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光绪

说得很直接，保姆难找，主要是客户的“高

端”需求或者高端客户难以满足。“你说保姆

难找，黄瓦街每天有几百名保姆，为啥没人去

找？”因此，他认为，单纯找一个做家务的保

姆并不难，但如果加上一些附加条件就难了。

节后这几天，该公司的20家门店中，有5成的

客户都成功下单，找到了合适的保姆。而另外

的一般人，对保姆价格、经验等其他因素不满

意，所以还在等待。

在泓福泰、爱君家政服务公司，保姆情况

也基本如此。

成都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小兵

表示，根据去年调查，如果把月嫂、保姆、家庭

保洁、企业保洁等都算在一起，成都家政行业

用工缺口大约为30%。 但这是2008年后持续

现象，今年同往年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就月嫂方面，王小兵则表示，由于物价上

涨等因素，近年来保姆、月嫂的价格确实在上

涨。但是，除了稀缺的优质月嫂，普通保姆的

价格上涨不是很大。 记者也就此调查了成都

的泓福泰、川妹子、万家和、爱君家政服务公

司，得到的数据也确实如此（如右图）。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月嫂工资炒到上万？

上8000元的不到一成

节后家政市场调查，保姆难找并非因人数不够，月嫂工资也未见暴涨

春节大假刚过， 保姆市场又热闹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各大家政服务公司了

解到，节后四川保姆的订单大量增加，不少

门店每天的咨询量都是20多个，包括不少名

人客户。

出于安全、隐私等考虑，名人对所聘保姆

的个人信息非常低调， 更倾向于圈内好友口

碑相传的方式互相推荐。 虽然不能具体获悉

更多川籍保姆的雇主， 记者仍从四川家政公

司了解到， 一家公司一年就能向北京的高端

雇主（多为名人和公司老总） 输出240位保

姆，在上海也有30～40位。今年，一家家政公

司每天有4至6个订单都是省外高端客户，最

高年薪甚至开到了10万元。

老总开出10万年薪

只要川籍保姆

“大年初四一上班，公司各大门店的咨

询电话就不断，加上网站的预订量，每天都有

300多人要找川籍保姆。”川妹子家政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赵光绪，这样描述预订川籍保

姆的火爆程度。

据他介绍，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多出了

四成。而这些预订中，每天都有4～6位来自外

地的高端订单，专门为名人和公司老总找保

姆。赵光绪介绍，这些客户大多来自北京、上

海、海南等城市，“出面的要么是秘书，要么

是管家”，对方为保密，大多不会透露具体工

作的对象，但大体可知都是名流，对保姆的要

求也非常“高端”。

到底有多高端，赵光绪介绍说，今年就有

一位老总开出10万元年薪，要求“必须雇川

籍保姆”。

而在本地的爱君家政有限公司，情

况也是如此。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节后上

班以来，该公司单个门店的咨询量都在20

多个。其中上海、北京等地门店的需求量

更多，每天都在30～40位。他分析，由于做

事利落，饭菜可口，川籍保姆一直都很受

追捧。

成都泓福泰家政服务公司从大年初五开

始， 就陆续接到省内、 省外40几个客户的订

单。“主要就是约定育儿嫂和家政服务员”，

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明表示， 有二十几个客

户的订单已经满足了， 另外十几个客户还在

等待安排，其中不乏省外客户。

柳传志专门感谢家政公司

成都保姆很好、很放心

年前， 著名企业家柳传志来成都参加成

都商报20周年公益演讲时提到， 自己就是通

过成都市妇联女性就业服务中心找到了满意

的四川保姆。 他还专门向保姆公司表示了感

谢。在他看来，成都的保姆很好、很令人放心，

把他的家人照顾得非常好。

向柳传志输送保姆的， 就是该中心下属

的成都泓福泰家政服务公司。 市妇联女性就

业服务中心主任、 成都泓福泰家政服务公司

总经理刘卿说，柳传志来找四川保姆，其实是

口碑相传。原来，大约4年前，柳传志的亲戚曾

经通过该中心找到称心如意的保姆。 大约是

去年9月，他要找保姆的时候，亲戚就推荐他

找四川保姆。

刘卿表示， 柳传志并没有对保姆提学历

等专门的要求， 他选择的是公司里属于中端

的保姆。因此，她们的工资大约是5000多元，

并不是高薪。

最终，该公司推出两名保姆，都是成都以

及成都周边的人。一位40多岁的大姐，负责做

家务。另一位是30多岁的“新人”，负责带小

孩。

川籍保姆有多俏

揭秘名人聘保姆

春节后四川保姆的订

单大量增加， 不少门店的

咨询量都是 ，

包括不少名人客户

一家公司透露， 一年向

北京的高端雇主 （多为名人

和公司老总） 输出

，在上海也有30～40位

一家家政公司每天有

4至6个订单都是省外高端

客户， 最高年薪甚至开到

了 。

包括柳传志、“元芳”

张子健等人家中均是四川

保姆。 柳传志更赞过成都

保姆很好、很令人放心

成都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去年取消、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79项，已成为全国保留

行政审批数量最少的副省级城市之一。昨

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政府法制办了解

到，我市今年的行政审批改革工作已经启

动，将进一步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

事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

近年来， 成都不断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2013年12月，在中国政法

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

评估报告（2013）》中，成都在全国53个城市

中获中国法治政府排行榜第五名。 而根据市

政府法制办今年改革思路，下一步，政府法制

工作将进一步健全依法行政工作体制机制，

依法规范权力行使。

重大事项决策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作为重大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

小区车辆被划 警方介入调查

前日晚， 双荆路8号沙河北岸小区

业主发现院内十余辆轿车被人不同程

度划伤。小区业主刘先生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有人曾目击事发经过，不排除划

车行为是小区住户所为。目前，警方已

介入调查。

昨日上午10点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赶到事发小区。 沙河北岸小区物业管理

方钟姓负责人告诉记者， 小区由于建设

较早，面积较大，并未配备监控设备。但

有目击者称当晚看到一个身着睡衣的小

孩在被划车前用手比划并随后进入小区

二栋4单元楼内。钟先生介绍，前日夜间，

物业管理人员和警方曾进入二栋4单元

楼内挨家挨户询问， 但目前尚不能确定

划痕是何人所为。 目前已在物管中心登

记了车牌号， 尚未与物业方面协商善后

事宜。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徐剑箫

上班第一天 14人被困电梯

前日是李女士所在的公司新年第一

天上班，然而，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新都区缤纷时代广场小区的电梯把公司

14多人困了一个多小时。 新都工业东区

政府专职消防队接警后，立即前往营救，

经破拆后， 被困电梯内的人员全部被成

功救出。

昨日下午，这部电梯已恢复正常。一

名物业人员说，目前电梯已修复，而当日

出现电梯困人的原因为“人员超载”。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李惠

女子疑欲轻生

家中爱犬上阵“劝说”

昨日上午10时许，成华区万年场派出

所附近的小区，一位20岁出头的女子蹲上

了7楼的天台边缘，埋着头沉默不语。万年

场派出所民警、成都消防三中队的救援人

员陆续赶到现场。女子的家属也在现场苦

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将家里的贵宾犬抱上

天台救急，希望它能帮助“说服”女子。一

位现场救援人员说，他们从女子和家属的

对话中得知，这只贵宾犬名叫“欢欢”，女

子看到欢欢后，表情似乎有了一丝变化，

看得出主人和宠物狗之间有比较深厚的

感情。借着这只爱犬，女子的舅舅和舅妈

趁机和女子拉起了家常。

近一小时后，女子似乎终于被打动。

消防官兵立刻趁势将女子平安带下了天

台。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胡挺

报料人：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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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心城区设计

剔除“城市核心区”

只保留主要滨河区、 主要公

园周边地区等5大控制区

制图 王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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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对川籍保姆的需求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