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李艳华 张音賜

本报讯 你听说过薪税师吗？

5 月 8 日， 全国首届薪税师职业技

能竞赛在上海静安举行， 来自全国

各地的 10名薪税师进行终极对决，

以期用“薪薪之火” 引发对新技能

新型人才的关注， 从制度和政策层

面支持职业培训“成就你我”， 破

解“一头市场热， 一头用工缺” 的

就业结构性矛盾。

究竟什么是薪税师？ 薪税师是

集人力资源管理师与税务师双重岗

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从事

的是薪酬规划与风险管理、 岗位调

查、 工作分析与岗位评价、 薪酬调

查、 绩效管理、 薪酬计算与支付、

薪酬所涉及的税费申报及缴纳等工

作。

薪税师产生于静安区， 又从静

安走向了全国各地。 目前， 全国接

受薪税师能力水平评价项目培训的

人数已达到 35000 多人， 持证人数

达到 20000多人， 上海持证人数达

到 6000多人。

据上海财才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CEO 张成介绍， 得益于静安区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专项扶持政策，

薪税师在立项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

支持与关注， 成为第一个真正从上

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走出来的新

职业 （工种）。

“薪税服务业是人力资源服务

业十分重要的内容， 掌握薪税服务

技能正逐步成为人力资源服务从业

人员的必须技能。” 上海人才服务

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庆阳告诉记者，

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从 2018 年

底就正式开展了薪税师培训工作，

目前已有 4000 多人加入上海市薪

税师人才库。

为完善全民数字技能政策措

施， 静安区在 2020 年推出“大数

据、 电子竞技、 无人机驾驶员” 等

10 项培训补贴目录。 在疫情影响

的变局新局下， 又在此次竞赛现场

发布 《2021 年静安区新增第一批

培训补贴目录》， 新增“薪税师、

社群管理师、 云架构师” 等 6 项与

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新项

目， 参加培训的学员可享受政府给

予的补贴。

静安区就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 支

持重点产业， 区级培训补贴目录每

年也在不断调整中， 从 2019 年 12

项到 2020 年 10 项再到 2021 年 16

项， 更贴近新职业新工种的需求，

激活市场， 释放创造力， 挖掘培训

后更多岗位， 为市场发展需要培训

出更多新型人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祝您母亲节快乐！” 这些天，

公安金山分局经侦支队民警陆晔收

到了远在云南普洱的“女儿” 普春

蕾的问候和祝福。 尽管相距 2000

多公里， 但两人的心始终紧密相

连。

这对特别的“母女” 相识于

2012 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陆晔

从一位在云南支教的教师朋友那里

得知， 有一个 14 岁的云南普洱哈

尼族女孩普春蕾求知若渴， 但由于

家庭贫困无法负担学费， 可能面临

辍学。

得知这个和自己女儿年龄相仿

的女孩的故事后， 陆晔内心颇受触

动， 决定帮助她完成心爱的学业。

陆晔很快就找上自己的教师朋友，

通过他和女孩取得了联系， 从此开

始资助女孩。

接下去的几年间， 每个学期开

学前， 陆晔都会及时将资助款寄过

去。 同时， 陆晔还鼓励女儿用自己

的压岁钱为这个远在普洱的同龄女

孩买一些小礼物。 点点滴滴的往

来， 让陆晔一家和这个云南女孩之

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2018 年年初， 陆晔决定带着

女儿一起到云南普洱见见普春蕾。

对于陆晔的到来， 普春蕾很是高

兴， 特意为大家表演了一支自己擅

长的哈尼族舞蹈。 其间， 普春蕾和

陆晔女儿这两个同龄女孩更是成了

无话不谈的朋友， 两人一起去看了

日出、 一起去采摘咖啡豆、 一起品

尝了当地的特色小吃。 离别时， 两

个孩子依依不舍、 紧紧拥抱的画面

也成为了陆晔心中不会褪色的美好

回忆。

“这次见面我收获了太多的惊

喜和感动。 孩子的感情特别纯真真

挚， 让我感觉自己多了一个女儿，

特别幸运、 特别温暖。”

春去秋来， 时光荏苒。 2020

年 9月， 远在云南的普春蕾正式毕

业成为了一名当地小学老师， 她第

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陆

晔。 尽管以后不再需要资助了， 但

上海民警“妈妈” 和云南教师“女

儿” 的联系却未曾中断。 之后的日

子里， 逢年过节， 陆晔就会给普春

蕾发去祝福和红包， 平日里也会关

切询问她的生活工作状态； 而普春

蕾也常常主动与陆晔分享自己遇到

的开心事和烦心事。 其中， 普春蕾

发来的她与学生的合影照片， 更是

被陆晔保存在手机中， 每每看到都

感觉十分暖心。

为了将这些美好的回忆记录下

来， 陆晔特意将这些年的留下的信

件和照片整理成册， 命名为“爱的

牵手”。 厚厚的册子不仅保存着一

个个珍贵的记忆碎片， 更承载着两

人浓浓的母女情。

从一开始的信件往来、 到后来

的电话联系， 再到如今的聊天软

件， 陆晔和普春蕾一直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仿佛母女一般。 陆晔告诉

记者， 有机会她还想邀请普春蕾来

上海， 到时候自己就带着这个“女

儿” 到处玩一玩、 逛一逛。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已进入倒计时， 这场以“花开中

国梦” 为主题的花博盛会会期将达

42天， 交通、 住宿等服务保障工作

将迎来巨大考验。 上海城投昨天透

露， 目前， 配套花博会的崇明大

道、 建设公路等 5 条道路已全面完

工， 长兴岛服务区也已完成升级改

造， 两侧服务区车位数相较以往增

加了近 2倍。

据悉， 为保障花博会期间道路

安全通畅， 上海城投实施了多个花

博会配套项目， 积极疏通交通“毛

细血管”， 完善崇明交通线网骨架。

这些配套工程包括崇明大道新建工

程、 建设公路改扩建工程、 北沿公

路改建工程、 G40 公路陈海公路 D

匝道整治工程、 环岛防汛提标及景

观道一期工程和 G40公路长兴岛服

务区改扩建等建设工程。

G40 沪陕高速是上海至江苏北

部重要通道， 也是上海主城区至崇

明区的唯一高速通道， 上海城投将

长兴岛服务区作为花博会重要交通

配套设施之一， 对上海市区至崇明

岛方向的唯一一个服务区———长兴

岛服务区进行了交通、 商业、 旅

游、 运营管理等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改造。 其中， 长兴岛东侧服务区增

设了临时停车场， 车位数从 49 个

增加至 127 个， 卫生间坑位从 32

个增加至 86个。

而作为 G40高速外省市进入上

海市区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长兴岛

西侧服务区也是花博会主会场到上

海市区的加油站、 休息点和中转

站。 改造后的西侧服务区增设了停

车位及厕位， 车位数从 176 个增加

至 248 个， 厕位从 32 个增加至 91

个。 同时提供高品质综合配套商业

服务， 与区域旅游信息、 票务联

动， 叠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销

售， 打造拥有智慧停车、 智慧厕

所、 智能巡更等 15 个智能模块的

智慧服务区。

据预测， 花博盛会整个会期观

展游客将达到 300 万人次， 平均每

天将有 7 至 8 万的客流。 届时， 作

为崇明陆上交通要道的 G40沪陕高

速 （上海段）、 G1503 东环段也将

面临严峻考验。

为此， 上海城投还专门成立了

排堵保畅工作小组， 建立 24 小时

责任人制度， 全员动员、 全员参与

交通保畅， 并制定了排堵保畅应急

预案， 对原有的“一站一预案” 进

行修订， 确保各路段花博会期间收

费运营平稳高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为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 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 近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推出

“法进社区” 专栏， 以通俗易懂的

法治宣传， 满足居民对“生活中的

法律” 的普法需求， 在社区营造学

法、 守法、 用法的浓厚氛围。 从今

年 5月 1日起， 新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 开始施行， 从此，

遛狗不拴绳就是违法行为了。 如何

才能做一名合格又合法的养宠人？

日前， 南汇新城法官助理李朋就结

合 《民法典》， 专题为社区居民授

课。

2020 年 10 月， 安某牵着自家

的泰迪遛弯时， 被小区王某散养的

柯基咬伤。 安某先后 5次注射了狂

犬疫苗。 随后， 安某发现自己在注

射狂犬疫苗前已经怀孕。 为保证胎

儿的健康发育， 安某在多方咨询后

选择了人工流产， 身体和精神遭受

了极大的痛苦。 安某认为王某对

其饲养的柯基未尽到看管义务，

导致自己被咬伤而人工流产， 故

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损害赔偿。 法

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未对自己的

宠物犬采取安全措施， 从而导致

安某被咬伤， 应对安某的损失进

行损害赔偿。

李朋表示， 这一切的原因， 就

在于王某未对自己的宠物狗采取拴

绳等安全措施。 根据 《中国宠物行

业白皮书》 显示， 2020 年我国城

镇宠物猫犬数量达到 10084 万只，

其中宠物犬数量更是高达 5222 万

只。 在此背景下， 饲养宠物伤人纠

纷不胜枚举， 特别是宠物狗伤人案

件时有发生， 产生的损害结果更是

触目惊心。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

条规定： “违反管理规定， 未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

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减轻责

任”。 上述案例中， 王某未对宠物

犬柯基拴绳， 导致安某被咬伤又流

产， 在王某不存在故意逗狗等情形

下， 安某应对王某的被咬伤、 流产

产生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养

狗要拴绳， 安全又舒心； 养狗不拴

绳， 伤人要赔偿。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七

条规定：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

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生活中， 有人喜欢性情温顺的萨摩

耶、 哈士奇， 也有人喜欢脾气暴

躁、 具有攻击性的烈性犬。 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 禁止个人饲养烈性

犬。 如果饲养的烈性犬咬伤他人，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 不论被咬伤的

人是否存在过错， 饲养人都要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饲养宠物各有所

爱， 但君子之爱， 爱之有道。 在满

足饲养需求的前提下， 要尽到看管

的义务和责任， 保证他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据奉贤海湾旅游

区平安办披露， 在海棠社区针对一

户居民出门遛狗不用牵引绳的行

为， 社区配合公安奉贤分局海湾派

出所社区民警开展上门警告， 责令

该居民对屋内环境限期整改， 并开

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据介绍， 社区经前期排摸发

现， 有少数养宠居民文明意识不

强， 随意遛犬、 犬吠扰民、 犬只伤

人、 随地大小便的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 给他人生活造成困扰， 既妨碍

公共安全， 影响他人休息， 又破坏

环境， 损害城市的文明形象。

“既然你要养宠物， 你就要承

担责任， 给你自己和宠物的行为负

责。” 在执法现场， 民警对不文明

养犬者表示。

海湾旅游区表示， 将依托“蒋

传光党员导师工作室”， 借助上师

大哲法学院法律专业， 进社区面向

居民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提升养宠

人文明养宠意识， 让更多的养宠人

能够“依法养宠、 文明养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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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会配套保障落实到位
崇明交通“毛细血管”全面疏通 长兴岛服务区完成升级改造

如何做一个合格又合法的养宠人？

浦东法院法官送法进社区

奉贤：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行政处罚

见证她从学生到教师

民警“妈妈”和大山里的“女儿”

全国首届薪税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沪举行
热门新职业诞生在静安 上海已有6000余人持证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在“5·15 国际家庭

日” 即将到来之际， 本市市妇联、

市教委、 市文明办联合主办的“红

色百年 立德树人” ———上海市第

二十三届家庭教育宣传周暨第八届

上海市家庭教育高峰讲坛于昨日召

开。

记者获悉， 今年家庭教育宣传

周推出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清单，

精选 60 堂家庭教育精品课， 免费

向全市家长开放， 供全市社区、 企

事业单位、 学校等点单。 只要能组

织到 60名以上的家长并提供场地，

专业老师就会免费提供指导服务。

上海市第二十三届家庭教育宣传周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