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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存取款要交手续费

多数农民工仍选择带现金返乡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

记者 王超) 临近年底，在

东营打工的外地农民工纷纷

返乡，干了一年赚到手的血

汗钱怎样才能安全地带回

家，成了农民工最关心的事。

近日，记者走访东营多处建
筑工地发现，由于在银行异

地存款或取款要交手续费，

大多数农民工心疼钱，还是倾
向于将工钱以现金的形式带

回家。记者就此咨询多家金融

机构在东营的分支机构，发现
很少有专为农民工推出的金
融服务。

“手续费虽然不算太高，

但是辛辛苦苦大半年赚点钱
不容易，去银行存钱取钱的

还要扣手续费，实在是舍不
得。”张师傅是一名在东城某

建筑工地打工的河南籍农民

工，他介绍说，现在工地已经

基本停工，过几天就要返乡，

工地上还有十几个同乡工

友，都是把发到手的现金直

接带回家。不少工友都自制

了防盗内衣，返乡路上就把

钱放在内衣里。只有两位 20

多岁的年轻农民工表示会去

银行办理存款业务。

在东三路一处工地打工

的农民工老徐说：“我们在外

打工，每一分钱都赚得不容

易，手续费能不能再低些？”

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明知

携带大量现金返乡既不方便

也有风险，但是对去银行存

款依然兴趣不高，主要原因
就是心疼手续费。众多农民

工向记者吐露了心声：希望

能够得到银行的照顾，多享
受一些优惠。

10 日，记者走访时发现，

除了农村合作银行推出的“齐
鲁乡情卡”是专为外出务工人

员推出外，在其他金融机构，

农民工办理业务只能跟其他

人一样，交纳同样的手续费。

东营属中度缺碘地区

市民宜食用加碘盐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
记者 张琳琳) 近日，记者

从各大超市看到盐的种类繁

多，从原来单一的加碘盐，到

现在出现了无碘精制盐、锌
化营养盐、硒化营养盐等。面

对种类繁多的食用盐，有些
顾客表示在挑选上感到有点

儿纠结。东营市盐务局食盐
专营科工程师高继全告诉市
民，东营属中度缺碘区，他提

倡市民食用加碘盐。

11 日，一正在超市里挑

选盐的女士对记者说：“现在

盐的种类多了，反而不知道

自己该吃哪一种了，像这种

加锌的，就特别想买回去给
孩子吃，因为锌可以健脑

嘛！”一位大婶在西城百货大

楼超市直接挑走两袋无碘

盐，她认为东营靠海，靠海吃

海应该不缺碘。

记者从东营市盐务局了

解到，无碘盐是针对那些甲

状腺技能亢进等病人来食用

的；加硒盐添加了硒元素，以
达到补硒、同时提高免疫力

目的；加锌盐有利于健脑和

提高记忆力，对孩子的成长

发育也有显著作用，它普遍

适用于缺锌的儿童和青少
年，对于妊娠期的孕妇也有

好处；市面上还有一种低钠

盐，是在碘盐的基础上添加

了氯化钾和硫酸镁，主要针

对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

老年人和特殊人群食用。

东营市盐务局食盐专营

科工程师高继全说，虽然东

营临海，但是东营依然有

95% 的人缺乏碘元素，只有

少部分人碘元素过剩，目前
东营还属中度缺碘地区，他

提倡广大市民食用加碘盐。

“礼品回收”进入旺季

市民应当心借机调包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大宁) 春节将至，

街上的许多小店做起了礼品
回收的生意。

11 日，记者在东营市济

南路和西四路上看到多处小

店打出了礼品回收的招牌，

烟、酒、购物卡等均在回收之

列。西四路上一家小店的老

板称，最近已经有市民前来

出售礼品了，他说：“现在比

较少，离春节越近，生意越

好。”据该老板介绍，烟酒的

品种不同，回收的价格也不
同，当问到这些礼品回收之

后如何处理的时候，老板则

闭口不语了。

济南路上一家小店的老

板则向记者透露了这一行业
里的许多内幕。“我们回收的

烟、酒并不是放在这里零

售。”他指着货架上的烟说，

市民一般会选择低档的烟，

而回收的烟大多是好烟，靠

零售根本不行。至于回收的

价格，他说要知道经销商的

进价是多少，比如一条售价
100 元的烟，如果经销商进价

是 80 元，那么只能出 60 元

回收，然后再以 70 元卖给经

销商，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

至于购物卡，他们回收之后

一般都是自己消费，这位老

板说，他们一般以低价买进
购物卡，然后再到商场里面

买烟、矿泉水等物品，“这样
购买，一般比进价还便宜。”

东营市烟草专卖局的负

责人称，烟草是国家专卖产
品，回收烟的行为是不符合

《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的。他提

醒市民，不要去这种地方卖礼

品，这些回收烟酒的会打着回

收的旗号实施掉包，他们会在

看烟的时候以假烟为由将市
民的真烟换成假的。

临近岁末，东营宠物寄养场所少

部分宠物店“床位”告急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记者

吕增霞) 1 月 11 日，记者走访多

家宠物店和宠物医院发现，虽然距

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但是
目前东营市可以寄养宠物的医院

和宠物店已有过半“床位”被订走

了。

位于裕华街上的天赐宠物店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宠物店

只能容纳二十几只宠物，截至目

前，已经有十多位顾客过来预订宠

物“床位”了。该工作人员说：“看今

年的情况，来寄养宠物的顾客肯定

不少，不过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床

位’，怕看不过来。”麒麟宠物店的

老板陈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店以销

售宠物为主，只有在假期开展寄养
业务，所以一般最多就能寄养十只

宠物，现在已经有一半的“床位”预

订出去了。“现在我们这里已经预

订了二十多个了。”东营贵族宠物
医院的工作人员邢女士说，由于东

营供宠物寄养的地方很少，所以进

入腊月之后，已经有很多市民打电

话来询问情况，目前明确预订“床

位”的顾客已经有二十多个了。

家住锦苑小区的王女士养了

一条松狮犬，今年春节计划跟着男

朋友回家过年，爱犬交给谁照顾成

了王女士头疼的事。王女士告诉记

者，如果交给朋友的话就怕给人家

造成麻烦。于是想到宠物店寄养爱

犬，虽然她到腊月二十七才外出，

但由于担心那时候订不上，于是提

前半个多月就给爱犬预订了个“床

位”。

据了解，被寄养的宠物中，猫

狗占了绝大多数。一般寄养的费用

是小型犬在每天 20-30 元之间，中

型犬每天 40 元，大型犬的费用一

般在每天 50 元以上。这些费用不
包括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打针喂

药的费用。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正规宠

物医院在寄养宠物前会查看宠物

的注射疫苗情况，与宠物主人签订

协议，如果宠物在寄养期间出现问

题，将根据协议进行赔偿。

11 日，记者通过走访多家宠物店和宠物

医院发现，其中只有 3 家提供宠物寄养业务，

很多商家表示，由于这项业务风险较大，他们

大都不愿意承担。

雷氏名犬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他开宠物店

已经快 10 年了，但是由于风险较大一直没有

开展寄养业务。因为宠物一般比较敏感，如果

突然换了环境，宠物不适应的话就容易生病。

天昊宠物店的张先生说，如果在这里寄养的过

程中，宠物突然死亡，按照协议他们要赔给宠

物主人很多钱，而且现在宠物都是主人的“宝

物”，一旦发生意外，真的是担当不起。

就连开展寄养业务的天赐宠物店，寄养宠

物也一般是寄养老顾客的，工作人员说，一般

不接受新顾客寄养动物，因为对他的宠物情况

不了解，是否接种疫苗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

对宠物的生活习惯不清楚，如果哪个宠物有

病，导致宠物之间交叉感染就麻烦了。 东营市一家宠物店内已有不少被寄养的宠物。

本报见习记者 吕增霞 摄

寄养业务风险大

宠物店不愿开展
市民节能意识提高

节能热水器成首选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
记者 王媛媛) 近日，气温

连续下降，正在人们需要热

水的时候，不少家庭的太阳
能热水器却罢了工，流不出

热水，这导致不少商场的燃

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出现了

购销两旺的局面。

11 日上午，记者从东营市
商业大厦家电卖场了解到，现
在天气变冷了，热水器区域人

气陡增，前来咨询、购买的消
费者络绎不绝。以前一个月也

就卖两三百台，从去年 12月中

旬开始到现在，卖了四五百台

了。消费者陈先生说：“家里的

太阳能热水器冬天不好用，就

过来选个燃气的，冬天还是燃

气的用着方便。”

商场的销售人员称，不论

是燃气热水器还是电热水器，

消费者选择的首要标准是产
品是否节能，同等条件下节能

性高的产品更受欢迎，这也反

映出当前消费者节能意识的

普遍提高。

格相关链接

太可惜！
11 日，东城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捧着市民扒下来的白菜叶对记者

说：“白菜贵的时候，都买菜叶吃。现在便宜了部分顾客就把菜扒成这样，

实在是很可惜。”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