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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

距离猪年春节仅剩半个月，家政行业

迎来返乡过年高峰，不少家庭开始担心找不

到人照顾家中老小。记者了解到，今年上海

家政市场多措并举，储备人员以满足市场需

求，往年春节家政行业“用工荒”有所缓解。

居家养老市场缺口大

随着选择春节外出旅游的家庭越来

越多，春节家政市场并未出现需求火爆的

场面。上海市商务委公开信息显示，2019
年上海春节家政市场呈现供需双降趋势，

市场总体平稳。但与此同时，依然存在着

供需结构性不平衡，“一老”（居家养老）是

刚性需求市场，供给相对紧缺；“一小”（育

婴和母婴）作为刚需已有效缓解；钟点工

（家庭一般性保洁）需求弹性较大，有的区

域供给有余，有的区域短缺，市场供需信

息仍存在匹配不够畅通的问题。

据了解，上海现有近50万名家政服务

人员，其中家政服务机构内从业人员20多

万名，有 8.5万名持上门服务证。为保障

春节期间家政市场运行，市商务委向社会

公示了本市 108 家自愿参与 2019 年春节

家政市场保供的企业，包括服务热线、经

营地址、服务区域、主要服务种类等基本

信息。

雇主家庭用人要求更高

记者从康桥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了解

到，部分家政人员已经返乡，因此如果要

预约春节住家家政需要先登记再协调，钟

点工则能保证及时到岗。

春节期间该公司家政服务价格变动

不大，住家家政月薪在 4500-7000 元之

间，根据服务难易程度和家政人员经验水

平上下浮动，钟点工价格在每小时 35-38
元之间。按照节假日工资翻倍计酬，年三

十至正月初二 3天，家政人员工资为平时

工资的 3倍，春节期间其它时间的工资为

平时工资的两倍，受“高价”影响，很多家

庭改变了春节期间请家政人员的想法，因

此家政人员需求量有所减少。

公司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相比供需

不平衡导致的“用工荒”，更明显的趋势是

家政公司无法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家政

人员。“有客户愿意出 1万元月薪，请一位

比较年轻、学历相对较高的住家月嫂照顾

孩子，但家政市场从业人员普遍都是

40-50岁的阿姨，这样的月嫂非常难找。”

工作人员表示。

多方支援用情留人

除了 108家“主力军”，随着商务领域

家政就业扶贫工作推进，贵州“黔女”、云南

“云嫂”、安徽“淮海大嫂”等家政“生力军”

也陆续加入上海家政市场。

一些近年来积极与外省市企业合作建

设家政培训基地的本市连锁品牌家政服务

机构，也将在春节家政市场保障中发挥积极

作用。据悉，升华、无尘珠家政在山东、江苏

等地的培训基地储备了近300人，随时进行

调配，以保障上海春节临时突发需求。

有“进人”更要“留人”。不少家政公司

向家政人员提供了发放春节保障金、补贴

来回路费等福利，更有家政公司鼓励家政

人员将家人接至上海过年，为保障春节期

间家政市场营造了良好环境。

本报讯 （记者 王延）新春佳节将

至，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已准备就绪。记

者了解到，从上周末起一直到2月19日，

上海迪士尼将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新春节

日氛围中，邀游客共享带有迪士尼独特

神奇与欢乐的丰富新年习俗，庆贺新春

佳节。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是迎接新年的传

统习俗，从上周六起，上海迪士尼已经换

上农历新年主题的装饰——色彩鲜亮的

米奇灯笼、喜气洋洋的中式春联、争相竞

艳的花环花卉和鲜艳亮丽的剪纸装饰，

在乐园随处可见。穿着全新节日服饰的

米奇和他的朋友们，达菲、雪莉玫、杰拉

多尼和星黛露将在主题拍照区和游客们

见面，高飞更将装扮成“财神”闪亮登场，

沉浸式的节庆体验扑面而来。

节庆仪式和演出是春节传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据介绍，上海迪士尼乐园将在

今年 1月 25日、26日，2月 4日至 10日每

天，以及元宵节（2月 19日）当日的“点亮

奇梦：夜光幻影秀”表演后呈现全新“2019
农历新年烟花庆典：爱与光的寄语”，以这

一特别的方式辞旧迎新、庆祝佳节。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中

的景点——“漫游童话时光”之旅中，其

开篇部分的配音来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潘虹，带领着游客开启这段家喻户晓的

白雪公主的故事。而在今年春节期间的

2月 4日和 5日这两天，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将在该景点首次、限时播放由潘虹录

制的沪语版开篇部分，用这段两分多钟

的本地方言为前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

游客呈现更多的本地风味。

值得一提的是，为迎接吉祥猪年、恭

祝游客来年万事兴旺，《玩具总动员》系

列 电 影 中 憨 态 可 掬 的 小 猪“ 火 腿 ”

（Hamm）将出现在度假区各处的主题装

饰中，送上新年的富足和好运。“十二朋

友园”将用金币和春联装饰象征猪年的

生肖壁画，为游客创造别具一格的拍照

场景。游客还可以在奇想花园美丽的拱

门和坐落于花园中心的猪年主题装饰前

与家人朋友合影留念，留下美好的节日

瞬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随着春运的

日益临近，东航不断加强春运准备工作，

优化航班计划和运力投放。东航计划今

年春运执行航班 11.5万班次，同比增加

11.9%；计划总投入约 311 亿座公里，同

比增长 12.7%；提供座位数量超过 1740
万，同比增加12.6%。

根据预测，预计春运学生客流高

峰将在 1 月 24 日启动，到 2 月 2、3 日各

个客流叠加，开始出现全面出行高

峰。2 月 8 日，返程客流开始启动，大

年初五（2 月 9 日）、初六（2 月 10 日）、

初七（2 月 11 日）出现春运最高峰，初

十（2 月 14 日）之后逐渐回落，元宵节

又将上升至一个小高点。为此，在上

述日期，东航的总体座位数投放量达

到高峰。

今年，除了正班航班之外，东航新

增加班包机超过 8000 班，包括国内航

线 7100班，国际和地区航线 918班。已

有 220 班次的两岸包机获批复并进电

脑销售。

目前，东航在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等

全国主要站点，通过增开柜台、行李补托

运柜台等措施，全力提升旅客办票速

度。旅客办理值机时，可以使用东航推

出的自助行李托运服务，与此同时，东航

将大力推进“扫码登机”、行李查询微信

小程序、App机场自助导航等自助功能，

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许

文峰）今天，2019年春运正式启动，而在

此之前，长三角至云贵川渝方向已有多

趟临客开出。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1月 17日 20：55，长三角首趟春

运临客K4636/7次列车从上海始发开往

四川成都，当日，浙江杭州、宁波两地也

分别开行首趟春运临客杭州-重庆北

K4173/2 次、宁波-内江 K1248/5 次，标

志着长三角至云贵川渝等传统重点方向

长途客流提前启动。

据了解，日常状态下长三角去往云

贵川渝方向每日客流约在1.5万人左右，

但从 1月 10日以来已经攀升到 2.5万人

以上的水平，客流较平时增长明显。铁

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提前加开西南方

向部分临客，以满足长三角地区去往西

南方向的运力需求。

乘坐临时客车既可以提前回乡，又

能够错开出行高峰，受到旅客欢迎。春

运临客首开当日，上海-成都东K4636/7
次列车共发售车票1800余张，客座率达

90%左右，大部分为安康、达州、成都等

热门方向。宁波-内江K1248/5/8次列

车共发售车票 2000 余张，客座率超

100%，大部分为怀化、贵阳、安顺、宜宾

等热门方向。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8
年 12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

幅扩大，二手住宅价格继续下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解读认为，12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

城施策，切实履行城市主体责任，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年底成交有所增加，价格

有所上涨，二三线城市则继续保持稳

定。据初步测算，从环比看，4个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1.3%，涨

幅比上月扩大 1.0 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1.0%、

0.6%、3.0%和 0.4%。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下降 0.3%。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

圳分别下降0.2%、0.3%、0.4%和0.3%。

1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年同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9.6 个百分

点。12月份，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年同月回落1.9个百分点；

1-12月平均，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年

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此外，12月份二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 11.3%和 10.8%，涨幅比上年同月

分别扩大6.2和3.9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7.9%和8.2%，

涨幅比上年同月均扩大2.9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王延）2019 年首次

上海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1月19日举

行。来自上海国拍的信息显示，本月共

有 168614 人参加拍卖，比上月增加了

3172 人。本月额度为 12832 辆，中标率

为 7.6%，中标率仅比上月略低，高于去

年其余11个月。

价格方面，今年全年警示价为

88100 元，比 2018 年 86300 元的全年警

示价有所上升。而本月沪牌拍卖的最

低成交价为 89500 元，平均成交价为

89565元，也比上月87508元的平均成交

价增加了2057元。

本报讯（记者 王延）今年，上海桃花

节将迎来举办的第29个年头。为了将其

打造成为更高品质的节庆活动，新区商务

委日前特向社会公开征集2019年第29届

“上海桃花节”的系列活动策划方案。

“我们希望桃花节能带给本地居民

和游客们更好的体验感、参与感和获得

感，营造出更好的节庆活动消费市场环

境。”新区商务委副主任董晓玲说，“只要

创意够好，就有机会成为今年上海桃花

节的合作伙伴。”

据介绍，此次策划方案征集需围绕

上海桃花节“春暖浦东，十里桃花”主题，

充分利用浦东的乡村特色景点，继承地

方优秀的民俗文化，结合浦东丰富的旅

游、商业、文化资源，策划出能激发广大

市民和游客赏花休闲消费兴趣、拓展参

与深度和广度、涉及运营主体共赢、对上

海桃花节品牌产生较大提升影响的系列

活动、产品设计及推介方案等，从而进一

步打造“上海桃花节”的品牌名片，提升

总体形象，打造形成初步的节庆活动消

费产业雏形。

征集内容包括单项桃花主题性活

动、单一物理区域内的桃花主题活动、品

牌整体推介方案、含有桃花元素的旅游

产品设计及销售方案等、含有桃花元素

的文创旅游商品等。广告公司、文化创

意公司、新闻媒体、桃园、A级景区（点）、

旅行社、酒店旅馆、特色民宿、电子商务

经营者（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等企业和

社会组织均可参加。

方案在 2 月 3 日前提交给新区商务

委后，新区商务委将选出最佳方案、优秀

方案、入围方案，并给予相应的奖励措

施。

上海桃花节是上海每年春季最重要

的赏花节庆活动之一。去年的桃花节于

3月23日至4月20日举办，以“春暖浦东，

十里桃花”为主题，汇集了大团镇、惠南

镇、新场镇、老港镇等地点，覆盖乡野桃

花大团桃园、海上桃花源、王厅桃海、南

汇桃花村、新场桃乡（新南村）、滨海世外

桃源和瞿家桥桃园等七大桃园，推出了

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各大

主题活动，同时打造了8条赏花踏青精品

路线，让市民游客在盛放的桃花中，感受

盎然春意。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书中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成

为了现实。日前，阅文集团与微软（亚

洲）互联网工程院宣布合作，将通过微软

人工智能技术，为广受读者喜爱的国民

级优质 IP虚拟人物赋予可交互、可创作

的“生命”。首批赋生 IP 包括《全职高

手》原著角色叶修等5人，目前已率先在

红袖读书App中上线。

此次合作，意味着微软小冰赋生计

划（“Ensouledby”微软小冰）继在日本与

宠物小精灵、朝日电视台等合作之后正

式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市场的优质 IP
联手。

得益于完整的情感计算框架能力，

微软小冰为这些虚拟人物带去了基于他

们独特性格的对话、声音、技能，文学、音

乐、绘画等方面的创作能力以及相应的

知识体系，使这些人物可以和多位粉丝

一起交流天南地北各种话题。未来，随

着微软小冰对“全职”IP学习的深化，以

及用户与五大主角互动的加强，“全职天

团”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此次与微软小冰合作，是阅文集团及

旗下产品红袖读书在小说角色 IP活化方

面作出的突破性尝试。立足阅文集团内

容储备超千万的“全·内容”生态，以及微

软小冰日益成熟完善的人工智能技术，未

来将有更多 IP、更多人物被赋予声音、形

象、情感，走进更多读者的日常生活中。

供需双降 家政行业多措并举储备人员

春节期间家政市场“用工荒”有所缓解

东航执行11.5万
航班全力保障春运

铁路部门提前
开行多趟春运临客

2019上海桃花节欲吸纳民间智慧
即日起征集策划方案进一步打造品牌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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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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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牌新年首拍
中标率7.6%

关注春运

上海迪士尼乐园已经换上农历新年主题的装饰。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