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4年2月10日 星期一

要闻

一位平均月薪超过8000元的保姆讲述自己的工作生活

“每天工作超14小时，

雇主让我住80平方米精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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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4日，也就是正月十五，代表浪

漫爱情的西方情人节与代表亲情的中国元宵

节将“喜相逢”。目前，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

已经接到双节登记结婚的咨询电话， 但多家

婚庆机构表示没接到婚礼预订。

婚姻登记处预计扯证的较多

西方情人节与中国元宵节重叠大约相隔

19年出现一次，上世纪就有1938、1957、1976、

1995年4次，下一次将在19年后的2033年。

每年情人节， 各地婚姻登记处都会迎来

登记结婚的高峰。 青羊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负责人表示，目前接到10多个咨询电话问2月

14日登记结婚的人会不会很多， 几点来排队

合适。“因为那天是双节，我们预计来登记结

婚的可能比寻常的情人节更多， 所以告诉市

民可以早点来排队。 我们正常上班是早上9

点，2月13日会根据收集到的情况，再决定2月

14日要不要提前加班。”

记者询问多家婚庆机构， 对方都表示尚

未收到在今年情人节、 元宵节双节举办婚礼

的预订。 一家婚庆机构的工作人员戴小姐估

计，这缘于多个因素：那天不是周末；预计当

天鲜花很贵，而现在大家又崇尚节俭；当天又

是元宵节，大家要团圆，如果举办婚礼，受邀

请的宾客可能就为难了。 所以特意选择情人

节、元宵节双节举办婚礼的可能不多。

网友纠结：陪家人还是陪女友

19年等一回的双节“喜相逢”，有人赞叹

喜上加喜是个好日子；也有不少网友很纠结，

当元宵遭遇玫瑰巧克力， 是选择和家人温馨

团聚，还是陪女友共度浪漫？

有网友支招说， 干脆让家人和情人一起

过， 因为早在唐代元宵灯会便是男女外出认

识的好机会。“其实我寻思着吧，最两全的方

法就是把情人变成家人 ，大家一起过不就完

事儿啦。”不过，如果一起过，爱打扮的女孩

子又纠结起来了：“我真心在纠结情人节+元

宵节要化出个什么妆，既要桃花又要稳重，还

要有喜气。”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最近在全国各地纷

纷出台，机动车限行是多数地方政府的选择，

根治机动车尾气污染由此成为绕不过的

“坎”。 成都市政府日前出台的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也把绕城高速内机动车单双号限

行列为红色预警时的强制性措施之一。那

么，成都机动车污染到底有多重？日常如何

加强监管呢？ 成都市环保局日前给出了答

案，他们已经组建了专门机构来监控机动车

排气污染。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成都市委编办

前不久已批复同意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增挂“成都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监控中心”牌子，该中心已于1月29日

正式挂牌成立，目前正紧锣密鼓启动并开展有

关工作。按照其职能职责，该中心主要负责为

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维修监管和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以及成都市机动

车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维护工作。

建设维护信息化平台

记录机动车维修等数据

事实上，几年前环保部门就开始在加强

机动车污染防控方面， 逐步着手从机构设置

上进行调整和完善。如2011年初，成都市环保

局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 新设立了机动车污

染控制监督管理处， 负责依法对全市机动车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拟订控制机动

车污染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 提出机动车污

染控制阶段性目标和对策， 研究全市机动车

污染对大气环境影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

导、监督区（市）县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此次新组建的机动

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 除了为成都机动车排

气污染检测、 维修监管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

理提供技术支撑， 其直接建设和维护的成都

市机动车信息化平台， 还将把机动车环保检

测、维修等的数据建成数据库。比如，某辆汽

车在环保检测中的排气现状指标、 不达标汽

车在哪家维修点进行环保维修、 维修后排气

状况如何等，都将在信息化平台中记录在案。

由此， 今后成都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现状和趋

势等将得到更直接更全面的掌握， 还可为有

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成都市环保局也表示， 此次成都市机动

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成立，“标志着我市大

气污染防治跨上新台阶，再添生力军。”

PM2.5两成以上来自尾气

机动车成治气重点

机动车排气污染之所以成为重点监控对

象，与其污染“贡献”密切相关。早在去年初，

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就突破300万辆，从排放

量上看，按环保部2010年公布的排放因子，按

300万辆机动车每年排放的一氧化碳近30万

吨、氮氧化物4万多吨、碳氢化合物3万多吨，

PM10和PM2.5都超过2000吨。同时，成都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如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农用

运输车、铁路机车、飞机等也有不少排放。

据成都市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结果来

看，成都市机动车尾气的“贡献”呈逐年上升

趋势， 对PM2.5的综合贡献已达20%以上，仅

次于燃煤。

成都市日前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十大措施中，也把“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列为十大措施第二位， 提出通过加快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新车准入门槛、完善在

用车环保监管体系、提升燃油品质等措施，强

化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并在2016年全面淘

汰“黄标车”。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成都公安将重点治理

公共服务场所涉毒

前不久， 省委在依法治省工作会上

明确提出要求： 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省水

平，为推进四川“两个跨越”提供更加有

力的法治保障。紧扣中央、省委精神，我

市要努力实现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发展，必须着眼“治理转型”，大

力推进法治成都、平安成都建设。

在依法治市工作中， 成都警方始终

深入开展“肃毒害、创平安”禁毒攻坚会

战， 进一步形成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

“严打严治”态势，通过整治遏制突出毒

品问题发展， 全力维护全市社会治安稳

定，大力促进“平安成都”建设。

按照“及时打、主动打、打出去”的

工作思路， 全市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合

成毒品制贩活动， 全面梳理涉毒情报线

索， 特别是对制贩合成毒品团伙 （网

络），坚决实现全面打击。

此外， 成都警方将重点开展公共服

务场所涉毒问题治理行动。 采取上级暗

访、交叉检查、异地用警等措施，严厉打

击寄生在其中的贩毒分子， 依法惩治不

法业主特别是幕后的“保护伞”，最大限

度地挤压吸贩毒活动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打击毒品犯罪

将以吸毒高危人员为重点，持续开展吸毒

人员大排查、大收戒、大管控工作，严密管

控有肇事肇祸倾向吸毒高危群体。

同时，以药材市场等为重点，坚决防

止易制毒物品非法流失；并发动社会力量

参与禁毒工作，进一步健全群众举报奖励

机制。

今后， 成都市公安机关还将围绕成

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发展

定位和“一个主题、两大建设、六种能

力、六项重点工作”的成都公安工作思

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升公安机关

核心战斗力为出发点，在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上推进公安工作。

一是以深化“平安成都”建设为主

线。 二是以加强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

设为抓手。三是以提升“六种能力”为保

障。着力提高打击防范能力、缓堵保畅能

力、管理服务能力、公正执法能力、科技

应用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 增强公安机

关的核心战斗力， 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四是以做好六项重点工作为切入点。

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浪潮下的公安工

作改革，着力在警务机制改革、公安行政

审批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服务方式、推进

绩效考核改革等方面加大力度； 深入推

进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安信息化建设，着

力提升全警信息化应用能力； 深入推进

法治公安建设， 着力提高队伍执法公信

力等。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成都

凡人善举温暖人心

他们候选“中国好人”

市民可登录中国文明网为成都

本土好人投票

昨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 由中央

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中，2014年2

月“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名单已经揭晓。

成都有5人分别入选助人为乐类、见义勇

为类、诚实守信类、敬业奉献类和孝老爱

亲类好人候选人。 现在登录中国文明网

就可以为他们投票。

杨朝祥 投票编号：

124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cn/

jingtai/sbhr_news/sbhr_zrwl.htm

“奖品爷爷”

24年给村里学生发奖

85岁的杨朝祥是彭州市致和镇清林

村5组一位退休教师，自1991年起，每年

两个学期他都会去收集本村本组小学生

娃娃的期末考试成绩， 只要上了80分的

都会奖励笔和作业本，24年从未间断。在

老人的那本泛黄破旧的信签本上， 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这24年来的默默付出：372

人次的成绩，356人次获得过老人的奖

品。被大家尊敬地称为“奖品爷爷”的杨

朝祥入选中国文明网2014年2月助人为

乐类“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周聘德 投票编号：

89

http://archive.wenming.cn/jingtai/

sbhr_news/sbhr_jyyw.htm

仗义追凶

“准爸爸”身中五刀

2013年12月4日晚上10点20分，簇锦

街道居民周聘德在顺和街中华名园小区

自家楼下的茶铺里喝完茶准备回家，突

然从他身后20米左右的距离传来一声呼

救声，一辆越野车车主的包被抢。包内装

有重要文件、合同和20多张银行卡！ 听

到呼救后， 周聘德冲过来对女车主和她

丈夫说，“我帮你们一起追。”此后，周聘

德追贼十公里， 勇斗歹徒， 最终身中五

刀，差点危及生命。被送到医院后，他做

的第一件事， 是让朋友帮忙和当时已怀

孕7个月妻子撒谎说自己“喝多了，暂时

不回家”。这位勇敢的“准爸爸”入选中

国文明网2014年2月见义勇为类 “中国

好人榜”候选人。

成都日报记者 蒲兰

“每个月固定工资7000元，雇主给缴900

元的养老保险，逢年过节都有红包，今年春

节给了3000元。”去年8月，年近50岁的冯女

士，获得了10多年保姆生涯中第一份平均月

薪超过8000元的保姆工作，“我的工资确实

很高，雇主对我也确实很好，我每天也确实

太辛苦了”，冯女士表示，她每天工作超过14

个小时。

冯女士介绍，雇主一家三口住在双流某

大型别墅区的一栋别墅里， 负一层是电影

室、台球室等，院子里还有花园和游泳池。她

说， 雇主家还有两个管家、5个司机以及4个

保镖。冯女士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这栋

500多平方米的别墅做卫生， 为家里所有的

人做饭，为雇主洗衣服、整理房间等。

“我不住在这栋别墅里，我一个人住在

一套8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房子里。是雇主提

供的，非常漂亮，电视、沙发等家具都有，连

洗衣机都是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司机和保镖

也安排了专门的房子住”，冯女士说，这套房

子距离雇主的别墅还有一段距离，雇主为她

买了一辆自行车，车程也就20分钟。

除了住宿， 冯女士也不和雇主一起吃

饭，“本来可以一起吃的，但他们吃得太清淡

了，都是蔬菜，我就和保镖们一起吃，我们喜

欢吃大鱼大肉。”

但冯女士也很辛苦。“我每天早上6:30

起床上班，晚上9点以后下班”，冯女士说，

她干保姆工作已经10多年了，开始做时每月

只有1000多元， 后来涨到3000多元、4000多

元， 但从来还没有赚过这么多的工资，“雇

主给了这么多钱，我也要对得起人家，虽然

老板娘也经常让我歇歇，但我还是见缝插针

地做家务， 人家看中我的可能就是做事勤

快、细致。”

冯女士说， 她每天的工作大致是这样

的：6:30起床，7:15前到别墅， 给保镖们准备

早餐。此后，按照雇主家的3位成员起床顺序

准备早餐，一般给老板准备蒸蛋、粥、豆浆，

给老板娘准备蒸蛋、燕窝、黑玉米、果汁等，

给老板的儿子准备饺子、面条等。在准备早

餐的同时，整理负一楼和一楼的房间及客厅

并打扫卫生；收拾碗筷。上午还要准备雇主

午餐；准备其他人午餐；收拾碗筷。

下午， 冯女士整理二楼卧室并打扫卫

生；收前一天晾晒好的衣服，并分类整理收

纳；洗雇主当天换下的衣物；准备晚餐；收拾

碗筷；打扫房间及其他收尾工作。“本来花园

我也收拾的，老板娘觉得我太辛苦了，就让

保镖们负责了。”

勤劳刻苦型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像冯女

士和李女士这样平均月薪超过8000元的保

姆还是少数，但目前社会需求却呈现上升态

势。那么，高薪保姆具有哪些共同特征呢？

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光

绪表示， 目前高薪保姆主要呈现出两大趋

势，一种是拥有传统保姆不具备的较强专业

技能的专业化保姆，这在月嫂这一分支上表

现得特别突出，另一种高薪保姆尽管并不具

有很强的专业技能，但依靠勤劳、踏实、认真

等优良传统赢得了顾客满意，形成了良好口

碑，也获得了高薪，冯女士就是一个个案。

成都泓福泰家政服务公司副总经理王

凤明表示，从该公司看，高薪保姆往往都具

有专业化技能， 客户开出高薪的条件中也

往往需要一些专业技能，“从近年来看，主

要有大方面，语言能力方面，比如普通话要

标准，能进行英语口语交流等，技术能力方

面，比如会操作电脑，要有驾驶证，专业特

长方面，比如具有良好的烹饪技能、能进行

服装的设计与搭配等， 文化程度通常都在

高中以上。”

中国名流争抢四川保姆

春节后，找保姆又成为很多市民热议的话题。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成都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及多

家大型家政服务公司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保姆市场变化不大，近期找保姆也不困难。保姆工资方面，

三千元左右的家政员和五六千元的月嫂仍是主流市场，但也有少量经验丰富、专业技能较高的保姆，平均

月薪超过了8000元。

那么，月薪8000元的保姆都干些啥呢？他们为什么能够拿到如此高的工资呢？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两个平均月薪超过8000元的保姆，为您揭开高薪保姆的“神秘面纱”。

保姆冯女士，50岁

“目前我在一家在上海工作的东北人家

里做月嫂，每月固定的工资有7000多元吧”，

金堂人李女士今年46岁，从事家政服务已经

10多年了，但是做月嫂的时间却很短，“2012

年11月到上海才做月嫂，月嫂太需要实践经

验和专业性了，一般人做不好。”

她介绍，去上海前，她在广汉人民医院

做过一段时间护理，“偷学”到了一些经验，

然后在川妹子家政有限公司培训又获得了

专业的证书，就去上海做起了月嫂，“基本上

每家都是一个月的样子，每月一换，过年都

没有回家。工资嘛，基本上都是7000多元一

个月，做过一个双胞胎，12000元。”

她说，她做过的家庭请月嫂周期一般都

是30天，通常在医院4天，家里26天，每周可

休息一天，“月嫂工资的差别就在于专业不

专业，越专业越贵。”

她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她每天的工作

内容主要是照顾刚出生的宝宝、照顾产妇、为

产妇配餐。“这里面讲究非常多，从网上很多

都可以查到，但没有实践经验，看了也不会

做。尤其是在医院护理的4天对于宝宝和产妇

最重要了，比如产妇临产前什么时候应该上

厕所，宝宝出生后什么时候开始喂奶，间隔多

长时间再次喂奶，每一次喂多少，如何防止母

乳哺乳窒息问题，婴儿脸色发紫怎么办，产妇

奶水不足如何配餐，奶水过剩如何配餐等，都

需要十分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她说，在做月嫂初期，最大的困难还不

是专业性，而是与雇主的沟通，“只有沟通顺

畅了，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了，沟通不顺畅

就容易造成误会，也容易产生矛盾。”

高度专业型

月嫂李女士，46岁

“做过护理有了证书，

照顾双胞胎拿过月薪12000”

“早上7点一刻前到别墅上班，

按照3位主人起床顺序准备3次早餐”

家政公司：

高薪保姆往往都具有专业化技能

江中救起10岁小女孩的

“阆中好人”找到了

“谢谢你，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你这位

救命恩人。”昨日15时30分许，阆中古城杨

天井街一家茶坊内， 一对夫妻和一名小女

孩簇拥着一名中年男子，泪流满面，哽咽着

表达感激之情。原来，2月3日下午，小女孩

不慎掉入嘉陵江中， 这名男子将其救上岸

后悄然离开。经过一周苦苦寻找，小女孩的

父母终于见着了孩子的救命恩人。

“正月初四，我家小孩在嘉陵江边放

风筝，不慎掉入江中，是他不顾自己的生命

安全， 跳入寒冷的江中救起了我的女儿

……”2月7日，阆中古城一家知名论坛上，

高建军发出了《寻找阆中好人》的网帖。2

月8日， 此事经阆中市广播电视台报道后，

有市民给高建军发去短信， 告知他救人者

姓陈，同时附上了陈先生的电话。“我与陈

先生联系上后，他轻描淡写地说（救人）没

有多大个事，就不必见面了，只是叮嘱我们

好好照顾孩子。” 高建军在电话上说了好

一阵子，陈先生才同意见面。

昨日下午3时许，高建军和妻子陈芳带

着10岁的女儿高晨姝， 一起前往陈先生位

于阆中古城杨天井街的家， 给陈先生送上

了写有“见义勇为”的锦旗。

陈先生说，当天下午，他和几名亲戚逛

古城， 听见有人在喊叫 “有娃儿掉河里

了”，他立刻往嘉陵江边跑去，看到离岸边

三四米外的江面上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

小女孩在水中挣扎。他立即跳入江中，借着

江水的浮力把小女孩往岸边推……为表达

感激之情， 高建军给陈先生送上了2000元

红包， 不过陈先生拒绝了。“他的恩情，我

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王玉贵）

19年等一回 中国元宵节喜逢西方情人节

婚姻登记处提醒：“双节”扯证 早点来排队

成都治气 建专门机构监控机动车污染

主要负责为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维修监管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等

你知道吗？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保姆冯女士，50岁

雇主家在双流，是一栋

500多平方米的别墅

平均月薪超8000元

她的工作：

月嫂李女士，46岁

雇主是在上海工作的

东北人家

固定工资7000多元

她的工作：

高薪保姆

干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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