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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反映

无碘盐不好买

“平时我们家里都吃无碘
盐，这次家里的盐吃完了，所以
就到小区附近的小超市买盐，”
17日，许女士说，她在这家超市
没有买到想要的无碘盐，“只剩
普通的加碘盐了，超市的营业
员说是济南的无碘盐断货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

盐可是家庭生活的必需
品，许女士又连着去了小区附
近的多家超市，有的说没卖过
无碘的盐，也有的说是缺货，
转了好几家超市才买到了一
袋无碘盐。

据许女士介绍，她家中并
没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却一
直吃无碘盐。“我两年前从网
上看到，补碘过量的话会得甲
状腺结节，所以我就开始吃不
加碘的盐。”

无碘盐供应正常

现有二三百家供应点

无碘盐在其他超市销售
情况怎么样呢？17日，记者走
访了12家超市，发现有4家不
销售无碘盐，两家断货，其他
的6家都是正常供应。据这12
家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加碘盐
比未加碘盐卖得好。“但是现
在未加碘的盐卖得比以前快
多了。”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
说。

那济南的未加碘盐现在
供应情况怎么样呢？据济南市
盐务局盐业经营管理处一位
姓徐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济
南的未加碘盐供应正常，并没
有出现断货的情况。“现在登
记在册的未加碘盐供应点已
经有二三百家了，市民可以去
一些大超市，肯定能买到。”如
果在超市买不到，也可以到济

南市及各县区的盐业公司的
营业厅购买。

此外，该工作人员表示，
济南地区，特别是黄河以南地
区，还是属于碘缺乏地区。因
此，非甲状腺疾病的市民还是
应该食用加碘盐。

除特殊人群

不用刻意吃无碘盐

据山大二院甲状腺外科医
生孙景福介绍，碘是人体必需
的一种微量元素，近年来不少
单位体检，甲状腺结节、甲状
腺囊肿等甲状腺疾病患者确
实有所增加，年龄大都集中
在30岁到50岁之间，以女性
患者居多。其中不乏甲状腺
癌患者，因为甲状腺癌恶性
程度不高，前期并没有明显
症状，所以许多市民是在体检
时无意中发现的。

“缺碘对身体健康有危

害，但并不是碘摄入量越多越
好，如果每日膳食碘的摄入量
明显超过生理需要量，对少数
人健康的潜在危险性也会提
高。”孙景福表示，甲状腺疾病
产生的因素跟碘相关，碘过多
或者过少，都会引起甲状腺疾
病。

孙景福表示，目前尚没有
明确定论支持甲状腺疾病与
食用碘盐直接相关，任何疾病
都是由很多原因造成。

那么，济南市民日常应食
用加碘盐，还是无碘盐?“市民
可保持加碘盐摄入量不变，除
了特殊人群，其他人无须刻意
食用无碘盐。”孙景福表示，在
生活中保持情绪稳定、正常作
息习惯，都能对甲状腺疾病有
预防作用。此外，如果经常食
用海带、紫菜等含碘较多的海
产品，市民可以根据情况进行
选择。患有甲状腺疾病的市
民，则应改吃无碘盐。

市民王女士向本报反映，在坝王路和工业北路的
交接口，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让交通拥堵不堪，而距离
此处不远的地方明明就有个零工市场，为啥就不能搬
到零工市场里去呢？王舍人街道办事处介绍，最主要的
原因是僧多粥少，民工在正规零工市场里抢不到活，他
们不愿意搬到市场去。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整理

18岁以上更改姓名

需提供姓名错误原始证明

杨先生来电反映：妻子户籍是
济阳县曲堤镇某村，年龄69岁，现想
改名字，但是4月10日前往派出所民
警告知由于年龄过高无法更改。

济南市公安局回复：根据户籍
政策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申请
变更姓名的，由本人持合法有效身
份证件和有关姓名错误的原始证
明，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提出书面
申请。因杨先生的妻子李某香现年
69岁，因此申请姓名变更需要提供
其姓名错误的原始证明，否则无法
受理。

西蒋峪公租房商业用房

正在研究租赁办法

韩先生来电反映：居住在历下
区龙洞街道办事处西蒋峪公租房，
小区内没有正规菜市场，并且不允
许占道经营，给居民生活带来不
便，建议相关部门帮助协调在小区
周围设置正规蔬菜市场，方便居民
生活。

济南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房屋管理处回复：保障性住房小区
配建的商业用房属于国有资产，目
前正研究全市公租房项目商业配
套的功能分区等相关问题。商业门
头房的租赁价格需由市物价管理
部门制定。相应租赁管理办法正在
研究制定，租赁方式等尚未明确，
待政策研究后确定，届时将向社会
公布。

中考考点根据初中位置

按相对就近原则安排

网友微信反映：孩子是济南外
国语学校学生，今年参加中考，据
了解，该校学生中考点是二中和十
一中，建议今年我市中考政策能考
虑家庭住址和考点远近，尽量根据
住址安排考点。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回复：根
据济南市高中学校招生的相关文
件，考点主要是根据初中学校的地
理位置，相对就近的原则安排考
场，这样方便考生和家长。外国语
学校的学生遍布全市，不可能做到
每个考生就近考试，需统筹安排。

公司需先申办集体户口

才可为员工办落户手续

刘先生来电反映：济南东方科
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高新区，属
于私人公司，想接收员工的集体户
籍，咨询需要什么手续，去哪里办
理，希望相关单位落实处理并回复
来电人。

高新分局舜华路派出所回复：
经了解，来电人刘先生所在的济南
东方科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
高新区丁豪广场，该公司未申办集
体户口。民警告知来电人，其公司
需先申办集体户口后才可以为单
位员工办理落户手续，并告知相关
户籍政策及所需材料。

您问的这些事

12345都有回复了

不不远远就就有有零零工工市市场场 咋咋还还在在路路口口等等活活
街道办事处：市场里抢不到活,零工不愿意搬

跑跑了了好好几几家家超超市市没没买买到到无无碘碘盐盐
盐业部门称，无碘盐供应正常，济南人还是应食用碘盐

闲置的零工市场。

近日，市民许女士向本
报反映，她想买袋无碘的
盐，可平时买盐的超市说无
碘盐断货了，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有货。又接连转了几
家小超市，都没买到不含碘
的盐。是无碘盐断货了吗？
普通市民该吃含碘的盐还
是无碘的盐呢？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崔岩
实习生 许梦婕

不少济南市民现在选
择食用未加碘盐，目前济南的
未加碘盐供应正常。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等活的人挤在马路旁

零工市场大门紧闭

在坝王路和工业北路
交叉口有一个自发形成的
劳务市场，一些找散活做的
工人就聚集在这里，等着雇
主前来找人。

王女士的孩子就在附
近的一家幼儿园上学，每天
接送孩子都要经过这个零
工市场。“每天早上这里人
都很多，上班的时候交通堵
塞得很厉害，走走停停的，
很费劲儿。”王女士说。除了
堵塞交通之外，王女士认为
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没有
秩序可言。

沿着坝王路往北走，大约
10分钟的路程，就能看到一个
劳务市场。记者前去时发现，
这个零工市场大门紧闭，在大
门旁边的柱子上挂着“历城区
零工市场”的牌子。

这个零工市场面积大
约有两个标准操场那么大，
从栏杆往里看去，能看见空
旷的场地上树立着各种牌

子。有瓦工、木工、电工、粉刷
工等各类工种，还有一个洽
谈区。可以看到，在零工市场
里还有一个公厕。

“2004年左右，我们通过
土地返租的形式，建立了这
个劳动力市场，也就是现在
的历城区零工市场。”王舍人
街道办工作人员介绍，路口
的零工市场由当地或周边闲
散劳动力自发形成，存在堵
塞交通等问题。王舍人镇政
府为了疏导这部分劳动力，
加强城市管理，就建立了一
个零工市场。市场建成后，城
管及镇政府工作人员连续对
这些零工进行疏导，引导就
业人员到市场中就业。

但是，一方面因为街道
办管理人手不足，另一方面
因为就业人员多，招工单位
和用工个人少，在市场中等
不到就业机会的零工，再一
次从市场中走出来，到路边
等活。

人手不够、流动性强

马路劳务市场难管

在济南，除了王舍人工业
北路，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还
有很多。全福立交桥、78路公交
终点站朱庄、长清大学城、经八
路杆石桥派出所门口等都聚集
着农民工，而这些场所都有路
段拥堵、秩序混乱等特点。

而这样的马路劳务市场，
管理起来十分有难度。王舍人
街道办事处介绍，坝王路整修
路面拓宽后，周边的一些小型
零工市场也汇聚到此处。比如
荷花路街道办小型人才市场、
郭店铁道桥下的人才市场。另
外，周边一些区县，比如商河、
章丘、济阳的闲散劳动力，也聚
集在这里。现在零散工人已经
达到几千人。目前，王舍人街道
办的流动人口已有几万人。

“首先，他们的流动性很

强。他们有时候在公交站牌处，
我们的管理人员想要疏导，他
们就说要坐公交车。我们的人
一到现场，他们就散开，人一
走，就又围起来了。通过疏导，
现在零工基本上都退到了路
边。其次，这些零散工的规模已
经有几千人，而街道办城市管
理方面的人手总共就十几个
人，除了这个劳动市场，还有很
多其他工作要做，不可能24小
时紧盯。”

王舍人街道办工作人员认
为，如果城市管理部门、交管部
门、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能多投
入一些人力、物力、财力，慢慢
引导农民工，形成定点市场，或
者开辟出比较开放的一块土地
建设零工市场，都会大大缓解
马路零工市场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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