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陈晓玲 组版：殷霞 校对：郦丹萍 03民生·最关注

本报讯 （记者 陈晓玲 张
敏）昨日，本报的一篇报道《月嫂
暴力“照顾”新生婴儿 雇主手机
偷拍下揪心画面》引发读者广泛
关注，而此消息11日晚经丹阳日
报微信公众号推送后，立即引起
了市民的广泛转发、评论，不到
24小时，该微信点击量已达 6万
多次。对于这一事件，除了对涉
事月嫂和中介机构进行谴责外，
有微友评论“孩子咋不自己带”

“还是自己人带放心”“自己亲力
亲为多好啊”，也有微友表示，随
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有经
济条件的情况下，请一个专业的
月嫂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也很正
常，目的就是为了让产妇休息好、
让孩子得到专业的照顾。可月嫂
是否专业？家政中介是否正规？
这是让很多市民担心的事情，为

此，记者特地进行了走访调查。

拿到正规“月嫂证”并不
简单

“在国家的职业划分中没有
月嫂，只有育婴员，从业人员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考核后才能领
取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
书。”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应对市场需要，月嫂成了专项
能力工种，不过专业的应该叫育
婴员，获取的是国家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我们去年就举办过巾帼
家政服务员培训班，62名已从事
和有意愿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妇
女参加了培训，最后仅有27人通
过鉴定考试拿到资格证。”该负责
人介绍，大家所谓的月嫂证其实
是育婴员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分

初级、中级和高级，由人社部门统
一发放，是一本蓝色封面的本子。

随后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
到，初级和中级育婴员职业资格
证书盖印的章是丹阳市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局，而高级育婴员证
书盖印的章则是镇江市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局。“其实要考取高级
育婴员证书并不简单，条件很多，
而且难度也很大，不仅笔试要优
秀，而且对实际操作的要求也很
严格，同时需要连续从事本职业
达到7年以上。”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记者从我市一家培训机构也
了解到，虽然考月嫂证的报名条
件并没有很多限制，但要考级就
不简单了。对于本报报道的月嫂
暴力“照顾”新生儿这一事件，该
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从丹阳日
报微信上该月嫂的相关证书来
看，这位月嫂取得的是岗位培训
合格证书，盖印的章是中国国家
培训网，其含金量和可信度都让
人怀疑，“其实像这样的一纸证书
都可以购买，所以真实性有待考
量，但通过培训和职业技能考试
获得的由人社部门颁发的证书是
可查的。”

此外，我市秦氏家政已经取
得高级育婴员资格证书的殷女士
告诉记者，现在社会上对月嫂有
误解，认为月嫂没有学历要求，也
没有年龄要求，其实并不是这样，

“月嫂考资格证书是有规定的，必
须初中以上学历，年龄超过48周
岁就不可以参加月嫂考试，只能
参加家政考试，而且每年都需要
考核，所以超过48周岁还说自己
有证的月嫂就不可能是真的。”

缺乏监管，中介机构全
靠“自律”

不过在走访调查中记者了解
到，尽管人社部门负责相关考试
和发放相关证书，但目前月嫂行
业对口管理部门仍没有定论，我
市涉及家政服务、护理类的机构
有 200 多家，但其中具体多少从
事月嫂行业无法确定。在高薪的
诱惑下，即便是挂靠某中介机构
的月嫂也会私下接活。因此，在
缺乏管理的情况下，月嫂中介机
构全靠“自律”，而月嫂做事也全
凭“良心”，鱼龙混杂的局面在所
难免。

与此同时，一些月嫂持有五
花八门的证书，由于信息不对称，
让雇用月嫂的家庭无法辨别，在
选择月嫂时往往只听取他人口头
介绍，甚至只要看到对方有健康
证就算“面试过关”。月嫂进入家
庭，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一旦出现
问题，不仅取证难，而且投诉无门
的现状也让人无奈。“在监管缺失
的情况下，没有行业具体标准，就
算是拿着正规的证件给我们雇主
看，也看不懂，更别提辨别真伪
了。”一位请过4个月嫂的王女士
这样说道。

记者还了解到，针对月嫂市
场，《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
质量规范》和《家政服务机构等级
划分及评定》两项“国标”早在两
年前就开始实施，但在现实中的
月嫂市场，“国标”几乎沦为“摆
设”。此外，我市一家家政公司的
负责人也向记者透露，市场上所
谓的“金牌”月嫂或者“精英”月
嫂，其实都是由家政公司、中介公
司内部评定，“所谓‘金牌’月嫂就
是经验多、口碑好，这跟职业资格
等级不是一回事。”

选择月嫂难道只能凭运
气？

眼下，二胎政策全面放开，
月嫂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月嫂
行业的薪资水平也水涨船高，丹
阳地区月嫂的平均月工资在
8000元左右，带“星”级的月嫂要
价更是上万。然而，由于一些月

嫂并非是“正规军”，因此月嫂的
整体素质、专业程度却没有随着
薪资的上涨而有所提高。

通过走访，记者得知，为了找
到放心的月嫂，很多宝妈不仅仅
局限在本市找，还尝试到周边的
城市寻找合适的人选，可事实仍
不尽如人意。“我通过熟人找过、
也通过网络找过，还通过中介机
构找过，请来的月嫂也是有好有
坏，只有相处过才能真正了解其
责任心和专业程度。”王女士认
为，请月嫂全凭运气。

大多数有过请月嫂经历的市
民也表示，目前月嫂行业还是鱼
龙混杂、良莠不齐，除了拿到正规
相关证书的月嫂外，还有一部分
从事月嫂行业的人员持有不被认
可的证书，这些人员年龄多在 50
岁左右，本身文化水平、自身素质
相对较低，个人生活习惯也存在
差异，之所以选择这行业大部分
原因也是生活所迫，因此，这样的
群体来做月嫂，全凭个人良心和
道德的约束。“再说，带孩子是精
细活，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服务质
量谈何保障呢？”一市民说道。

那么，选择月嫂难道只能凭
运气？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行业
的发展，接受过岗前培训、具备专
业素质、责任心强的月嫂在市场
上还是有的，有需求的市民可以
到正规的家政机构或中介部门咨
询，认真选择、仔细甄别还是可以
找到的。“也有的家庭直接选择亲
戚、朋友们雇用过的月嫂来家里
照料小孩，同样也能少走弯路。”
一业内人士提醒道。至于如何避
免遇到不专业、责任心不强的月
嫂，越来越多的市民呼吁“黑名
单”系统的建立，当然更多的人则
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尽快明确监
管职责，健全监管机制，统一行业
标准，积极发挥作用，让消费者放
心。

“证”出多门，“月嫂证”含金量各有不同
市民选择月嫂还需擦亮眼睛

图为取得高级育婴员证书的秦氏家政工作人员。记者 陈晓玲 摄

老夫妇烧木炭取暖中毒
民警火速救援转危为安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冬季往往是一氧
化碳中毒事件的高发期，10日清
晨，吕城镇虎墅村一对老夫妇因
烧木炭取暖，导致双双中毒。所
幸老太中毒之际仍能艰难地拨
打电话，后在吕城派出所民警的
火速救援下，才避免了一场悲
剧。

10 日早晨 6 时 17 分，吕城
镇村民马某向市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报警称，其父母在吕城
镇虎墅东头村家中烧木炭取暖
中毒，自己正从单位往家赶。
电话中，接警员获悉，马某的
母亲中毒不严重，虽然身体瘫
软无力，但尚能艰难地拨打电
话，其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
情况非常危急。

人命关天，接报后，110接
警员冯英立即调度辖区的吕城
派出所以及 120 救护车赶往现
场。期间，冯英拨通老人的电
话，让其不要挂断，在进行安
慰的同时，引导其尽量爬向门
窗处，移动到空气相对流通的
地方。接到 110 指挥中心的电
话后，吕城派出所值班民警殷
伟东带领辅警火速赶到现场，
殷伟东发现老人家里的门窗紧
闭，便立即设法打开门窗，只
见狭小的屋内有一装着木炭的
脸盆，弥漫着浓浓的烟味，一
名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意
识模糊，而老太则瘫坐在墙
角，也有点神志不清了。殷伟
东和辅警立即将两位老人抬到
院子内，120救护车到达后，又

协助救护人员将两位老人抬上
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截至当天下午，经医护人
员抢救，两位老人均已脱离生
命危险。经民警现场勘验，由
于夜晚气温较低，该老夫妇 9
日晚将厨房未燃尽的木炭带回
室内取暖，导致出现一氧化碳
中毒的险情。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
农村老年人，冬季烧炭烧煤取暖
时，一定要保持房间内有足够的
通风，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将炉火
熄灭。当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
毒，救助者进入室内后应迅速打
开所有通风的门窗，并控制一氧
化碳源头，然后迅速将中毒者转
移到通风保暖处平卧，解开衣领
及腰带以利其呼吸顺畅。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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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早晨6点多钟，122省道全州学校大门口发生惊险一
幕，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危化品车相撞，大货车失控直接冲入学
校大门内，导致一名路人受伤，所幸未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
发生后，消防大队司徒消防中队及河阳交警中队立即赶赴现场
处置。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记者 王国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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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信息
1月15日 暂无。

1月16日 暂无。

1月 17日 10kV 徐巷 11201 至 11211 开

关（11201至 11211：脚迹村、园沟、天工花园、前

巷村、前巷广场、前巷新村、朱导变、丹阳市星陆

电工厂一带）8:00-17:00；
10kV丹工115线路（江苏丹工实业总公司）

8:00-17:00；
10kV后镇116线路；至11602开关之间（116

至 11602：新兴家具、通港路、大世界、后巷工具

城、跳板桥、后巷中心街、中心校变、丹工实业小

区、前巷小区、前巷花园村、世界家园、东方苑、

中行、茧站一带）8:00-17:00；
10kV后工121线路（全线：东方村、东安村、

东庄村、供销社、花园村、迎宾桥、河南张、太平

河南、江苏呈飞电子有限公司一带）8:00-17:00；
10kV 公园 114 线总线 6#杆阜阳新村支线

进线电缆跌落式以下（阜阳新村）8:00-16:00。
1 月 18 日 10kV 邹 家 21211 开 关 以 下

（21211：林丰村、后水晶山、前水晶山、后湾综合

变、陈山电站一带）07:00-16:00；
10kV邹家21231开关以下（21231：刘家、林

常村村民委员会一带）07:00-16:00；
10kV南门14101开关以下（14101：开泰路、

牛场变、开泰桥、南园村、王家园、南门木桥、南

门大街、磨盘街、木桥、丹阳市城南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一带）8:00-13:00；
10kV 胡嘉 226 线路（暂无用户）08:00-15:

00；
10kV 瓜渚 18201 开关以下（18201：丹阳市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欣盛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丹阳分公司一带）08:00-16:00；
20kV瀚博 2G2501开关以下（2G2501：练湖

新城部分、江苏华晟生物发电有限公司、江苏华

晟米业有限公司）08:00-16:00；
10kV 魏家 11516 开关以下（11516：练湖七

队、练湖杨家村、练湖八队、江苏广隆混凝土有

限公司一带）08:00-16:00。
1 月 19 日 10kV 南 河 28912 开 关 以 下

（28912：闸桥新村、河北九圩埭、物流、江苏新天

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带）07:00-15:00；
10kV后张 115线路（全线：中心村贡家村、

中心村恽家村、中心村南工业区、中心校、中心

小区、蔡塔村、王家村、后张村、于市村、丹阳市

龙鑫合金有限公司、江苏天元金属粉未有限公

司一带）08:00-17:00；
10kV运镇125线路（全线：袁家村、塘里村、

蒋园里、新马庄、仲家村、吕家村、前佘埝、安基

村、肖庄村、浦西村、黄庄村、后佘埝、荆茄村、史

家塘、贡家村、大家庄、秦家村、中马庄、马庄村、

王家村、顾家村、丹阳市华龙特钢有限公司一

带）08:00-17:00；
10kV运中116线路（全线：沈家村、芳巷村、

蔡塔新村、庞家村、中心影剧院、江苏天业合金

材料有限公司一带）08:00-17:00；
10kV运北 117线路（全线：化龙村安基西、

东方粮油工业（江苏）有限公司、江苏天业合金

材料有限公司一带）08:00-17:00；
10kV 北环 116 线路；至 11601 开关（116 至

11601：阜阳老二村、阜阳二村、兴业路、三思路、

考场公用、学仕苑、丹阳市正则幼儿园、西门小

学、福音堂、公园新村 24幢、丁波门西、公园路

一带）08:00-16:00。
1月20日 10kV皇东121线路（全线：皇吉

庄、南大庄、皇庭花苑、阳光路、皇塘镇工业园

区、小村上台、三灯寺西岗、三灯寺村委变、三灯

寺塘下村、三灯寺塘下村、三灯寺桥、张家村、前

进村、沈家村、三灯寺安上村、三灯寺黄泥岗、三

灯寺东庄队、三灯寺坂上村、太平村流注村、太

平村小五林、皇家花园、阳光花苑一带）08:
00-17:00；

10kV张埝 118线路（全线：大戴村、皇庭花

苑、后阳村朝南村、蒋巷村、严家塘变、扬介塘

村、松坟村、南建村、张埝街、汤家村、中里村、严

家庄、赵塘村、周庄村、大后阳、迈庄村、易家塘

村、芦塘村、大塘上、屯家庄、东家塘、高家塘、迈

庄村、打水坝村、大戴村、吕家村、新中里村、院

家村西、大庄胡舍村、陆家庄、西野田村、赵塘

村、前阳村一带）08:00-17:00；
10kV白兔 113线路（全线：湖沙村、白兔尧

灯村、野苗塘、白南村、方苗村、兴皇新村一带）

08:00-17:00；
10kV钢管 122线路（江苏丰和合金有限公

司）08:00-17:00；

10kV河北 186线路（全线：河北六队、许家

村、丁家村、河北九队、圩田里、曹家村、河北八

队、团结路、江苏鸿源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一

带）08:00-17:00；
10kV 东村 185 线路；至 18502 开关（185 至

18502：无用户）08:00-17:00。
1月21日 10kV新民124线路（全线：前艾

集镇、东街村、新民村、虞家南、戎家北、新民戎

家村、戎家东、新民戎家南、新民彭家村、新民谭

家村、东山村、新民东洋桥村、春塘村、田家村、

镇江嘉明光源有限公司一带）08:00-17:00。
1 月 22 日 10kV 导 农 14711 开 关 以 下

（14711：东庄上、蔡家村、张家村、孙家村、蔡巷

村、洪家村、大杨树塘一带）07:00-15:00；
10kV导农14716开关以下（14716：东庄前、

留干村西、中巷里、曹家村、留干村一带）07:
00-15:00；

10kV 采石 11611 开关以下（11611：高桥一

队、用电站 5#、高桥二队东、李家沟、江苏凤祥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一带）08:00-12:00；
10kV 四海 11401 开关以下（11401：练湖工

业园、十一队、湖头村、丁家庄、江苏唯尊光学眼

镜有限公司、友和工具有限公司一带）08:00-12:
00；

10kV 魏家 11501 开关以下（11501：练湖龙

村、练湖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队、练湖

杨家村、练湖又一村、江苏宏大胶业有限公司一

带）08:00-12:00；
20kV 东岗 2L1301 开关以下（2L1301：练湖

新城部分、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一带）08:00-12:00；
20kV西湖 2L1402开关以下（练湖新城）08:

00-12:00；
10kV惠济17511开关以下（17511：大王庙、

徐家村、沈家村、郦家村、朱家庄、祁家村、谢家

村、朱家村、朱家园、西河村、陆家村一带）08:
00-17:00。

1 月 23 日 10kV 里南 16301 开关以下

（16301：下蔡南、政府变、桥北变、下蔡村、镇东

村沈家村、周巷村、崇庄桥、周巷站、健康路、周

巷南、镇北变、坟家村、里东村、桥南变、后古干

四队、江苏奥丹机械有限公司一带）08:00-12:
00。

1 月 24 日 10kV 司徒 17112 开关以下

（17112：周巷村、镇东路北、司徒余巷村、集镇村

南、丹阳市虹伟眼镜有限公司一带）08:00-17:
00。

1月25日 10kV科宁 123线路至 12302开

关（123至12302：导墅一队、医院东、导墅康复路

一带）08:00-13:00。
1月26日 暂无。

1月27日 10kV吕南 171线路（全线：圣

旨新村、大界沟、罗家桥、千禧园、吕三队、镇一

队、镇三队、吕南新村、东南街、湾里村、青龙巷、

石柱头、西沟村、镇五队、师导桥、圣旨新村、邮

电新村、东横街、吕渎巷、新街巷、市桥村、小界

沟、严家村、周家村、陆家村、小花家、五家村、荷

园里、河南村千禧园、虎市小区一带）08:00-17:
00；

10kV 司西 174 线路至 17401 开关（174 至

17401：臧马桥东）08:00-11:00；
10kV 司工 173 线路至 17301 开关（173 至

17301：丹阳市宏达海绵厂、丹阳市渐进光学有

限公司、镇江奥神光学有限公司一带）08:00-11:
00。

1 月 28 日 10kV 全 西 11602 开 关 以 下

（11601：徐墓里、毛甲村、颜村、丁庄、岗下、凌

塘、茶场、白栎村、东贺村、戴巷、屯甸、刘甲村、

姚庄村、中坟、下邳村、庄上、马甲村、许甲村、朱

巷、屯甸社区、丹阳市全州镇鸿发砖瓦厂一带）

08:00-17:00；
10kV 丁庄 12602 开关以下（12602：丁庄村

陈家、丁庄村魏甲、丁庄村丁庄东、晟阳新能源

镇江有限公司一带）08:00-17:00；
10kV 邵湖 1Q45 线路（全线：十里牌村、藏

茜庄、塘路门、薛甲、邵甲、白鹤公租房、丹阳市

博福特光学厂、丹阳市恒业设备有限公司、丹阳

市庆达医用塑料制品厂、江苏三宏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一带）08:00-17:00；
10kV延星11212开关以下（11212：赵巷村、

延星村、延陵村、杨岸、彪塘、杨城桥、延陵桥、上

塘门、严甲、蒋甲、延陵东村、黄泥坎、顾甲、眭

巷、唐甲、偶甲、杨士岸、延东村、迈桥村一带）

08:00-16:00；
10kV 延北 12201 开关以下（12201：赵巷村

东俞庄、延星村大里塔、文体中心、杨城桥、延陵

集镇大庄、延星村进士庄、丹阳嘉盛工具有限公

司一带）08:00-16:00。

明日停电

1 月 14 日 10kV 望 岸
1Q2101（开关以下 1Q2101：张
寺村岸头村、培棠村厚诚、培
棠村望岸庄、杏村村杏村、杏
村村观鹤路、杏村村周甲村、
培棠村振兴路、万新华府、华
园城、丹阳市通亚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一带）08:00-12:00；

10kV木龙 172线路（全线：
东方嘉园、恒大名都、普善人
家、华昌桥、御珑湾、开发区善
巷社区张家新村平楼下、开发
区车站社区邱家村、普先村、
普善工业园、普善村、青阳村、
中王南、丹阳市朝阳印务有限
公司一带）08:00-16:00；

10kV 普善 275 线路（全
线：恒大名都、嘉源首府、普善
人家、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丹
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丹阳市佳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一带）08:00-16:00。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朱江达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动作、冒险、喜剧电影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

陈奕迅、李荣浩主演喜剧、

动作电影《卧底巨星》；章

子怡、张震主演爱情、战争

电影《无问西东》；喜剧、悬

疑、犯罪电影《迷镇凶案》；

俄罗斯动作、历史、剧情电

影《太空救援》；郑恺、韩庚

主演喜剧爱情电影《前任

3：再见前任》；剧情、战争

电影《芳华》。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动作、冒险、喜剧电影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

陈奕迅、李荣浩主演喜剧、

动作电影《卧底巨星》；章

子怡、张震主演爱情、战争

电影《无问西东》；喜剧、悬

疑、犯罪电影《迷镇凶案》；

俄罗斯动作、历史、剧情电

影《太空救援》；科幻、动作

电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

地武士》；郑恺、韩庚主演

喜剧爱情电影《前任 3：再
见前任》；剧情、战争电影

《芳华》。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 低 票 价 提 前 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备忘录

金丹阳酒业的原酒六年、
十年封缸酒近日荣获省优秀
产品称号。这也使冬日里热
销的“金丹阳黄酒”更受关注。

冬日喝黄酒，是千百年来
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一带人的
传统习惯，这种习惯不仅是单
纯的饮食传统，更是流传千古
的保健秘方。黄酒的营养价
值高，含有21种氨基酸，其中8
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这在世
界营养类酒中是少见的。此
外，黄酒还含有糖分、有机酸、
酯类、高级醇和丰富的维生素
等，是理想的酒精饮料。由于
冬天温差大，有时保暖不当会
引发感冒、伤风等症状；再者，
低温下人体内酶的活性降低，
会导致人的抵抗力降低，从而
引发各种季节性疾病的高
发。黄酒气味苦、甘、辛、大
热，主行药势，能杀百邪恶毒、
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养皮
肤、散湿气、扶肝、除风下气、
活血、利小便等。在冬季，喝
黄酒宜暖饮。将黄酒煮沸后
饮用，可以有效抵御寒冷的刺
激，预防感冒、伤风。尤其黄
酒中加点姜片煮后饮用，既可
活 血 祛 寒 ，又 可 以 开 胃 健
脾。 王志跃

金丹阳酒业
两产品荣获省优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虽然昨天经历了瑟瑟
发抖，但今天开始，老天爷将爽

快地“大笔一挥”：升温！今明两
天，我市最高气温将有所回升，
其中明天最高温将升至12℃，有
没有一秒入春的感觉？

大雪、下雨、降温……这个
冬天显得有点不一般，短短数日
就把不同状态的天气经历了个
遍。虽然之前也预报过低温，但
不少市民反映：气温并没有预报
的那么低，体感还能接受。直至
昨天，老天爷终于“守信”了一
回，冻得人直哆嗦，围巾、手套、

帽子等装备好像也起不到什么
作用。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我
市最低气温降至-6.4℃，是入冬
以来的最低气温。

接下来，老天爷将不那么任
性了。气象部门表示，短期暂时
没有强冷空气影响我市，近期气
温呈上升趋势。14-15日，我市
最低气温不再零下，最高气温也
回升到10℃以上。

终于有个不太冷的周末了，
想出门的朋友可要抓紧机会哦！

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 -5℃到 -6℃，有冰冻，

白天最高气温: 6℃到 7℃。

14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 0℃ 左 右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11℃到 12℃。

15日全市多云转阴，早晨最

低气温: 0℃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 15℃到 16℃。

-6.4℃！昨是今冬最冷一天
气象部门：双休日最高气温有所回升

通过食盐补充矿物质元素，有效吗？
重庆市消委会：作用微乎其微

新华社电 人们在日常消
费中，经常会听到“最健康的
盐”、“矿物质营养素更丰富更
全面的盐”等广告语，但重庆市
消委会日前通过比较试验得出
结论，通过食盐来补充矿物质
元素作用微乎其微。

国家食盐流通体制调整
后，进入销售终端可供消费者
选择的食盐日渐增多。食盐按
其功能划分有一般精制盐、加
碘精制盐、低钠盐、其他营养强
化盐，价格也从几角到几十元
不等，选择何种盐给不少消费
者带来困惑。为此，重庆消委
会对重庆市场上销售量较大的
品牌食用盐开展了比较试验。

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包括
8 个品牌共计 27 组食用盐样
品。其中国产 6 个品牌 23 组，
产自湖北、四川、重庆、云南、陕
西等省市；进口 2 个品牌 4 组，
产自西班牙和意大利。样本价
格最低的是白象牌高原深井盐
0.6 元／300 克，最高的是卡蒙
地中海粗海盐40元／300克，这
8 个品牌的食用盐基本上涵盖
了重庆市场上销售的国内外主
要品牌。

结果显示，27 组样品均未

测出锌，有 4组样品测出有硒；
有 18组样品测出有铁；有 23组
样品测出有镁；有 22组样品测
出有钙。虽然硒、铁、镁和钙这
些微矿物质元素对人体十分有
益，但从测试结果看，无论盐的
档次与价格高低，其微量的矿
物质元素含量都十分有限，因
此通过食盐来补充矿物质元素
作用微乎其微。

对此重庆市消委会提醒消
费者，通过食盐补充矿物元素
不实际，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语，
如“最健康的盐”、“矿物质营养
素更丰富全面”等。为了补充
矿物质元素而特意选择微量营
养强化盐完全没有必要，不偏
食、不挑食则一般不会缺少微
量元素。

体彩七位数
第18007期：1 3 1 9 7 2 8

体彩大乐透
第18005期：4 9 23 24 30 +8 11

体彩排列5
第18012期：4 3 7 7 3

福彩双色球
第18005期：2 20 21 28 31 33 +6

福彩15选5
第１8012期：7 9 12 14 15

福彩3D
第１8012期：8 9 1

近期天气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