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值班主任：云霞 责任编辑：李敏 新闻热线：（010）63376765 E-mail：zgxxbjjb@163.com

2021年 11月 24日

星期三数说民生

■ 车晓蕙 黄浩苑 邓瑞璇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道 86岁的独居老人朱婆

婆最近请到了称心的钟点工，日常帮她做做家务，

陪她读书、弹吉他。朱婆婆专门来到北京街羊城家

政基层服务站，送上了自己制作的歌曲乐谱，以表

感谢。

“街道帮忙介绍的，安心。”朱婆婆说。

2020年 6月挂牌以来，北京街羊城家政基层服

务站已提供 2000多人次的服务。服务站设在北京

街政务服务中心里，每天都能收到不少街坊的咨询。

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郑冬说，社会上家政服务很多，但行业不规范、良莠

不齐是当下的一大问题。选到放心、便利、优质、实

惠的家政服务，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建设由政府搭

台、企业运营的基层家政服务站，就是打造家门口

的“家政便利店”，既规范了市场，又满足了需求。

广州市将人社、民政、卫健等民生服务集中到

基层家政服务站，引导正规、优质家政企业进驻，发

展特色家政服务与产品，满足百姓多样化、差异化

需求，打造“家政+养老”“家政+社工”“家政+志愿

服务”等基层家政特色服务，构建“15 分钟优质家

政服务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颐家（广东）医疗养老有限公司承接了北京街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的建设运营，项目部高级经理

闫芳芳说，每一个家政人员都经过培训、考试，持有

政府发放的“安心服务证书”。自服务站运营以来，

居民十分认可，居家上门服务从最开始的 50多人，

一年时间就增长到 148人。

不同街道针对自身特点，提供各具特色的家政

服务。

60 岁以上群体占常住居民近半的北京街，居

民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的需求较为突出，居家上

门服务就成为北京街的特色。

在增城区的荔城街，外来人员和年轻群体的比

例较高，则以保洁、母婴护理、技能培训等服务为

主。增城区通过打造“增城妈妈”品牌，为农村富余

劳动力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同时通过家

政品牌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更放心、优质的家政

服务。

广州老城区荔湾区的东漖街道家政服务站，采

用政府大数据监控平台、一体化体检机、智能护理

床等新技术，提供中医理疗、养生食疗等丰富项目，

使社区居民享受到多元化现代家政服务。

为了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的家政服务，广州还

推出“羊城家政”等小程序，实现服务预约办理“指

尖化”。

今年广东重点扶持各地建设“南粤家政”基层

服务站，将家政服务纳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

范围，每个站点给予 20万元补助，让服务站具备居

家服务、母婴照护、养老护理、医疗康复等功能，成

为群众生活中的新型“便利店”。

目前，广东省已经建成“南粤家政”基层服务站

近 200 个，其中，仅广州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就已

累计提供服务 22.5万人次。

“通过线下搭建实体平台，线上提供不打烊的

家政服务，解决家政不好找的问题；通过加强道德

诚信体系建设，解决不放心的问题；通过提升技能

水平，解决不好用的问题。”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

局长夏义兵说。

家门口的“家政便利店”

■ 新华

违规上楼、飞线充电、非法改装、

超期服役……看似便捷、经济的电动

自行车，实则暗藏多种消防隐患，今年

以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

1 万多起并造成人员伤亡。平均每月

发生上千起火灾事故，反映出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治理的紧迫性、严峻性、

复杂性。

电动自行车如何防患于未“燃”？

对此笔者进行了调查。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频频

今年 5月，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

居民小区的电梯内一辆电动车瞬间爆

燃，导致多人受伤。

前不久，北京、合肥又发生了由电

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再次引发全

社会对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关注。

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持续上升，相

关起火爆炸事故呈现多发态势。单就

山东济南而言，截至 9月 2日，济南市挂

牌电动自行车已达 300余万辆，今年全

市接警处置电动自行车火灾 51 起，其

中充电起火 28 起，在使用过程中自燃

起火的有 17起。

在浙江，注册电动自行车约 2500
万辆。据当地消防部门统计，近 3年浙

江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消防安全事故

达 1861起。

放眼全国，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

年销量超过 3000 万辆，社会保有量超

过 3 亿辆。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

车火灾 1万多起并造成人员伤亡，显示

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仍存在较

多难点与痛点。

产销用诸环节消防隐患多

业内人士指出，电动自行车屡次发

生火灾事故的背后，存在着产品技术不

合格、非法改装泛滥、充电不规范等多

项隐患症结。

电动自行车本身质量不达标或超

标。一些厂家为节省成本，擅自降低标

准，生产质量不合格的充电器，未按要

求选用相应电线，也没有正确安装保护

装置，加之装配工艺不合理，也容易引

发消防安全事故。

销售市场提供电动自行车电池改

装业务。为了满足部分用户的需求，部

分非正规厂家或者个人会私自改装电

池，并且为了省成本，去掉了电池保护

架，降低了电池的抗碰撞性，增加了安

全隐患。

笔者随机暗访了杭州街头几家电

动自行车商铺，多家店主均表示可以

加钱为电动自行车换装更大容量电

池。“扩大的电瓶其实就是更大号的定

时炸弹。”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技术

专家表示，这些私自改装的电瓶为了

缩减成本在拼装工艺和电芯选品上难

以保证质量，发生事故的概率也是成

倍增长。

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规范。目前，电

动自行车停放以及充电问题一直是治

理的痛点。笔者在杭州多个小区看到，

很多业主为了方便充电，将自己的电动

自行车通过电梯直接骑到自家门口充

电，或者将电瓶取回家充电，这其实存

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热量，如果内部温度不断升高或者单体

电池之间温度不均匀，就会出现过热燃

烧、爆炸的风险。”浙江一家电池厂商技

术人员吴译说。

防患于未“燃”还需群策群力

针对上述一些问题，各地各部门也

相继探索技术手段治理电动自行车消

防安全隐患。

浙江系统集成监管部门、市场主

体、产品质量等多方数据信息，构建电

动自行车治理数字化系统“浙江 e行在

线”。从生产、销售、注册、骑行、充停、

维修、恢复 7 个环节入手，实现电动自

行车全生命周期综合治理流程再造、管

理重构和制度重塑。在山东潍坊市部

分小区，电梯内的摄像头一旦识别到有

电动自行车进入，将自动触发闪灯报警

并发出语音提示，与此同时电梯也会暂

时停止运行。

消除电动自行车的消防隐患，电

动自行车行业同样亟待升级。相关专

家表示，要持续推动电动自行车工艺

革新，形成安全标准。生产厂家应严

格加强质量把控，对于电动自行车部

件特别是电器元件加强安全性检测，

限制线路的最大电流，对于充电器增

加短路保护。

8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高层民用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禁止

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新规已经实施 3 个月，但调查发

现，不少地方对于管理规定的执行并不

到位，电动自行车入户上楼现象仍普遍

存在。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

加强源头管控和综合治理，推动建

设更多停放、充电场所，跟进出台这些

场所的消防安全标准，推动实施固

定充电场所电价优惠政策，为公众

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提供更好

保障。”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局长

琼色说，“同时，指导物业管理单位

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制止违法违规

行为。”

平均每月引发火灾上千起——

电动自行车如何防患于未“燃” ■ 张鑫超

乡村小路葱绿蜿蜒，雨后的红土地上清晰地印着道道车辙。王传

书，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的“乡村买手”，正骑着电动车，前往甲子镇昌

西村“牛老板”张昌涛的养牛场收购牛肉。

壮硕的水牛、小黄牛正在棚里吃着饲料，“牛老板”张昌涛兴奋中

透露着对自家牛肉品质的自信：“王传书几乎每周都来我这里收牛肉，

他总来我就知道这生意不错，我 2020年开了养牛场，现在我的牛都卖

到海南岛外了，好多人抢着要嘞！”

谈笑间，两人便选好了牛，定好了价，商量好了送肉时间。“牛肉

63块钱一斤，你周四下午送过来，送到就结账，我周五上午要去海口送

货。”王传书说着，跨上电动车，去下一个农户家里看货、收货。

在琼山区甲子镇，人多地少，没有什么规模农业，大家主要种植橡

胶、青金桔、水稻、瓜菜等作物，喂养鸡鸭鹅、猪牛羊等禽畜，但每家的

规模都很小，加上距离海口市区较远，导致当地农产品销路受限。

“2018年 9月，在昌西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我在爱心扶贫网上

卖自家的青金桔，差不多一个月，就卖了 6000 块钱。”王传书笑着说。

尝到了卖青金桔带来的甜头，在昌西村土生土长的他，决定带着村民

共同致富。

王传书每天骑上电动车，揣上笔记本，走村串户了解哪家有好产

品，何时上市，产量多少，这让王传书对周边村庄农户家里的优质农产

品情况了如指掌。收购后，他再通过电商网络替农民销售。

2019年 9月，昌西村电商服务站成立，王传书被任命为负责人，也

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买手”，以扶贫网和微信团购群等模式，在农户

和消费者之间建起便捷交易渠道。

就这样，王传书“扫货”的范围逐渐从昌西村覆盖到甲子镇，供货

的农户也从最初的十几户发展到现在的两百来户。仅 2020年一年，昌

西村电商服务站农产品销售额就超过 130万元，最多时，一天有 10万

元销售额。如今，甲子镇周边村镇的村民也会主动联系王传书，通过

他把自家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甲子镇上昌村村民、从事青金桔收购生意的陈玉妹曾经是供货

的农户，家里的青金桔、水稻、稻谷鸡都会通过王传书卖到海口市

里。对电商助农模式的认同，让她在 2020 年加入昌西村电商服务

站。“我会在收青金桔的时候和老百姓打听家里的好货，农户们可热

情了，到了约定的时间，都争先恐后把萝卜、芋头、花生这些农产品拿

过来。”陈玉妹说。

随着农村电商的兴起，如今王传书和昌西村电商服务站的成员

们，仍在不断学习网络知识，参加电商培训班、农业技术培训班、线下

助农活动等。他们更广泛地在周边乡镇寻找特色农产品、向更多人推

介甲子镇农产品，寻求与企业、单位、超市的商业合作，以帮助更多人

致富。

“跑”出来的兴农路

山东2.77亿元担保贷款助力大学生创业

本报讯 日前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

山东已向高校在校生及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88 笔、总额

2.77 亿元。

山东省人社厅副厅长夏鲁青介绍，今年山东省高校毕业生突破

66 万人，总量创历史新高。截至 9月底，超过九成 2021届高校毕业生

落实毕业去向。非师范类毕业生中，有 4.3万人选择自由职业，8600人

实现自主创业。

据介绍，山东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可持续原则，对大

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最大限度降低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本。今

年以来，山东省共为高校在校生、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88
笔，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77亿元。

山东省还认定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 35家，给予最高 500万元

奖补。目前，山东全省各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超过 190家，面向符合

条件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免费开放，提供专业化孵化服务。 陈灏

广东“十四五”将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超 129万套（间）

本报讯《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提出进一步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缓解住

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

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

房困难问题，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租金低于同

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

《实施意见》明确了发展重点，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惠州、

东莞、中山、江门和湛江市是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重点城市。其中，

广州和深圳市单列租赁住房用地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10%。各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支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各项用地政策，切

实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保障力度。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

向无房新市民、青年人，不设收入线门槛。“十四五”期间，广东计划筹集

建设129.7万套（间）。从今年起已经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3年专项

行动，截至 10 月底，广东全省已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18.56 万套

（间），占年度目标任务比重的83.5%，惠及群众超过50万人。 刘宏宇

江西计划每年选拔100名中青年领军人才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

《江西省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江西省高

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以下简称“双高工程”）每年选拔一

次，力争每年选拔 100名中青年领军人才，并通过中青年领军人才团队

培育聚集 1000名左右的核心团队成员，在全省范围内构建一支高层次

高技能人才队伍。名额分配上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并重，并逐步

提高技能人才入选比例。

方案明确，选拔注重“四个倾斜”，即向从事基础前沿研究人才倾

斜，向支撑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型人才倾斜，向基层一线人才倾斜，向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倾斜。

在扶持方面，方案提出，江西会在为期 3年的培养周期里，给予“双

高工程”人选 5万元至 20万元的项目资助经费，有计划、有重点分批遴

选“双高工程”人选到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研修，每

年组织举办若干期专题研修班。 邬慧颖

数据看台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在村社等

人口密集的公共区域，配置了 104

台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AED），居

民可通过微信就近找到 AED。图

为居民在县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的指

导下了解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操作方

法和抢救步骤。

中新社供图

浙江德清：
自动体外除颤仪进村社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修订通过《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延长婚

假 10天、延长产假 60天、男方享受 30天护理假等系列奖

励与社会保障措施。

条例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3个子女。夫妻现有 3个子女，有子女经鉴定为残疾且医

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可以再生育。依法收养子女的

夫妻或者再婚夫妻，可以生育 3个子女。

在奖励与社会保障方面，条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结

婚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

10 天。婚假期间，其享有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方在享受国家规

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 60天；男方享受 30天护理假；在

子女 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 10天育儿假。职工在

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

资、奖金、福利待遇。

条例规定，妇女妊娠、生育和哺乳期间，享受国家规

定的特殊劳动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因生育影响就

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鼓励

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

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

方式。

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家

庭困难的婴幼儿入托、入园给予一定补助。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

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

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并可以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

担情况制定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

条例将于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张紫赟

安徽延长产假60天、
男方享受30天护理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