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木类家具分三种
!!!专家教你怎样挑选实木家具

! ! ! !

“达芬奇”事件引发了消费者对

于家具业的高度关注，近期，致电质

监部门询问如何辨别实木家具的消

费者明显增多。记者连日来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实木家具的比例并不

高，而实木家具本身也分三个类别。

由于木材种类繁多，难免会有低价

木材充高价木材的情况出现。消费

者为保护自身权益，一是要学会一

些基本的辨别方法，二是签订销售

合同或者索取发票时，一定要写明

木材的正式名称。

国家办公用品设备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工程师郑洪连表示，国标范围内

的实木类家具分三种：

第一种是全实木家具，即除镜子

托板、压条以外的所有木质零部件，均

采用实木锯材或实木板材制作的家

具。目前这种全实木家具比较少见，基

本以红木家具为主。第二种是实木家

具，即主要部件、主要受力部位的基材

采用实木锯材或者实木板材。比如一

个柜子，它的顶板、侧板、底板、门板、

抽屉等主要部件必须是实木，但背板

可以不是。第三种是实木贴面家具，即

基材是实木，并在表面贴实木单板或

表皮。这类家具的覆面木材一般都比

较名贵或者木纹比较美观。

由于实木家具价格昂贵，市场上

出现了一些鱼龙混杂的乱象。郑洪连

说，近年来到他们中心检测红木家具

的消费者逐年增加。红木的种类有很

多，不同材质之间价格相差悬殊。比如

俗称红酸枝与大红酸枝的木材，尽管

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前者的价格远低

于后者。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消费者

而言，购买时一定要让商家写明木材

的正式名称，而且要写明不同部位分

别使用什么木材。在家具市场上，木

材、树种的名称运用比较混乱，有时候

一种俗称可以对应好几种木种，比如

红酸枝木就分很多种类。写明木种，就

会让消费者在日后的检测、维权中少

了很多麻烦。

对于没有覆面处理、也就是没有“贴

木皮”的实木家具来说，消费者的鉴别难

度相对小一些。郑洪连说，世界上没有两

块纹理完全一样的木材，而一块木材切

片后，其正反两面的木纹应该是大体对

称的。消费者选购这类家具时，只要看一

个部位的木材正反两面木纹是否对称，

就可以判断实木真假。

目前的市场上，节约木材、价格实惠

的板式家具是主流。但是，一些不法商家

用实木贴面的板式家具冒充实木贴面家

具销售。郑洪连说，其实，辨别二者也有

技巧。板式家具的每一面都有贴面、封

边，而实木贴面家具会留一些木板侧面

不贴面，以显示基材的天然木纹。

当然，消费者的火眼金睛毕竟还比

不上专业检测仪器。如果对自家购买的

实木家具有疑惑，可以送到质监部门下

属检测机构。对家具的检测都是采取破

坏性实验，专业人员会在不显眼的位置

截取薄木片，再放到显微镜下定性。

张海涛 王郁文 朱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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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YB与8257个小老板
!!!关于我市创业培训发展状况的记者调查

! ! ! !

近日，我市
!"

岁的市民吴伏发在上

海的第二家豆腐连锁店顺利开业，他的

“现做现卖
#

配送”经营模式，受到了上

海消费者的欢迎。

吴伏发家住天宁区红梅街道，原是

常州琼玉豆腐有限公司的员工。他一直

有创业意向，但苦于缺少创业知识和经

验。街道工会知悉后，推荐他参加了人社

部门举办的“
$%&'

”创业培训。培训归来

后，老吴顺利创业，生意红火。

目前，创业培训正在我市蓬勃发展。

平均每天孵化
!

名小老板

“你好，我是下岗失业人员，报纸上

说近期举办培训班，我想报名。”

“李老师，下一期培训班什么时候举

办？我朋友也想来参加。”

……

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科

长李伟清，每天都会接到好几个这样的

电话。用他的话说，“往往信息一发布，三

四天内报名就满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区、街道等举

办的各类创业培训，都是免费的，平时通

过报纸、网站、人力资源市场服务窗口等

发布培训信息。为保证质量，一个班通常

控制在
(")*+

人左右。全市有资质的创

业培训讲师，已从
,++"

年的
*

名扩充到

目前的
-+.

名。

目前，我市主要开展以“创办和改善

你的企业”（
$%&'

）培训为主体的创业意

识教育和创业能力培训。创业培训的主

要针对人群是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

力、大中专毕业生、转复退军人、残疾人

等。培训单位指导学员合理选定创业项

目、编写创业计划书，组织志愿服务团专

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合格者

将领取市人社局统一印制的《创业培训

合格证》，并获政策解读、开业指导、后续

跟踪等创业服务。其中，对参加并通过

$&'

创业培训、领取营业执照后正常经

营
*

个月以上的，发放
,+++

元的一次性创

业补贴。

据统计，从
,++/

年初至今年
0

月

底，我市已累计开展创业培训
,1/

万人，

其中成功创业者达到
2,".

人，平均每天

孵化
/

名小老板。

知道"干什么#$学会"怎么干#

上周，天宁区锦绣社区举办了一场

“创办你的企业（
$&'

）”培训班，课余休

息时，参训学员积极与授课老师交流。

“创业培训，主要有两个目的。”培训

讲师王新说，一是让创业者系统学习知识

与技能，理清创业思路；二是增强创办企

业的能力。以
$&'

培训为例，整个课程分

十个步骤，步步深入、环环相扣。首先是判

断是否适合创办企业，办什么样的企业？

然后根据个人的企业构思展开学习，形成

创业计划。从而让创业者掌握整个创业过

程，提高自身创业的素质和能力。

“以前开理发店，认为有手艺就行，

顾客来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帮他们做，

往往吃力不讨好，有时候还会和顾客吵

起来。”参加就业培训的马新江说，通过

培训才意识到，产品要能卖出去，首先要

符合顾客的需求。他现在开设了一家“阳

光美发”，通过观察、交谈，揣摩顾客的心

理，然后再根据需求帮顾客做头发。上个

月刚开了一家婴童用品专卖店的鞠丹，

也从培训班上获益匪浅，“前期生意往往

都不太好，如果不预留流动资金，一旦经

营出现状况很危险，所以启动资金里要

预留一块。”

围绕“干什么、怎么干”，创业培训课

上还包含丰富的互动与实践，如小组讨

论、头脑风暴、角色扮演和企业模拟经营

游戏等，涉及团队分工与协作、制订经营

计划、控制产品质量、供需分析、谈判技

巧等，让参训者体会到更多的经验与教

训。人社、工商、税务等部门也现场提供

政策解读、咨询指导和项目论证，指导他

们撰写创业计划书，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拓展培训手段$呵护"幼苗#生长

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带就业，数据

显现，近两年培训出的
2+++

多名小老

板，带动了就业
!

万余人。可以说，政府

以相对较小的投入，激起了积极创业、充

分就业的一池春水。

但毋庸置疑，既然是创业就有风险。

本月初，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开办首期

“创业模拟实训”培训班，利用新引进的

“领航者”创业模拟实训系统，通过电脑

软件建立的虚拟空间，尽可能地还原真

实的市场环境，使学员在模拟企业创立

和经营过程中，有效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该系统具有“零投入、零风险”特点，在此

基础上，我市新近开设了市级创业实训

中心，为劳动者提供从培训到实训的“一

条龙”服务。

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唐庆忠表

示，下一步，还将拓宽培训的项目种类和

人群，比如把创业意识的培训深入校园，

减少大学生创业的盲目性；更多开设针

对中小企业家的培训课程，促进他们逐

步改善和扩大企业规模，带动就业创业

和经济发展等。 吴琦 蒋志峰 韩晖

!"#$

即创业培训!是国际劳工组织

为帮助微小企业发展!促进就业!专门研

究开发的一系列培训小企业家的培训课

程" 具体包括四种培训课程#$产生你的

企业想法 % &

%#$

'( $创办你的企业 %

&

!#$

'($改善你的企业%&

"#$

'($扩大你

的企业%&

&#$

') 目前
!"#$

已成为国际

通行的创业培训品牌!在全球
'(

多个国

家广泛运用*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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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二录取结束
! ! ! !

本报讯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

阶段提前录取批次、第一批本科、第二

批本科院校的录取工作于
.

月
,0

日

结束，考生可于
.

月
,2

日至
2

月
-

日

到本人高考报名地招生办公室指定的

地点，或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

345567889991:;<<=1>?@

查询本人的录取

情况。 &月航'

170分以上考生可填报
28日起填报第二阶段高考志愿

! ! ! !

本报讯 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第二阶段填报

志愿的相关要求，包括填报第二阶段

高考志愿资格线及第二阶段高考志愿

的填报时间及要求。

据悉，第二阶段填报志愿仍需由

中学组织集中填报。填报时间为
.

月
,2

日
2

：
*+

—
2

月
-

日
,!

：
++

，确认时间为
.

月
,2

日—
2

月
,

日每天
2

：
*+)-.

：
++

，确

认截止时间为
2

月
,

日
-.

：
++

。

填报第二阶段高考志愿资格线如

下：

-1

文科类、理科类考生的学业水

平测试必测科目达
!A-

合格，总分在

-.+

分及以上，且选测科目等级符合

拟报考院校要求。

,1

体育类、艺术类考生
.

门学业

水平必修科目测试等级中
B

级不得

超过
*

门。其中，体育类考生文化总分

在
-.+

分及以上，专业省统考成绩在

/+

分及以上；艺术类考生文化总分在

-*"

分及以上，专业省统考成绩在
-""

分及以上，或专业校考成绩合格。

凡未被第一阶段招生院校录取、

高考成绩达到上述相关科类填报志愿

资格线的考生，均可填报第二阶段相

关批次高考志愿。

符合上述填报志愿条件的考生，

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
345567889991

:;<<=1>?C

或填报志愿专设的网站
345567D8

EFGHI:;<<=I>?C

填报第三批本科院校，以

及文科类、理科类高职
3

专科
C

统招批

次和体育类、艺术类高职
3

专科
C

院校

志愿。 &月航 苏欢'

61、67、312-4路临时调整
! ! !

本报讯 自
.

月
,2

日起，常州公交

0-

路、
0.

路、
*-,J!

路等线路临时调整，

以配合腾龙路（延政路至长虹路段）改

造施工，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0-

路：由湖塘纺织城公交中心站

始发，经台湾北路（上行经澳门路）、虹

北路、丽华南路、广电路、兰陵南路、延

政西路、绿扬路、稻香路、祥云路、菱香

路、丰泽路、延政西路、嘉满路、嘉兴

路、建业街、嘉泽环镇路、嘉成公路至

嘉泽公交中心站。撤销原腾龙路（菱香

路至延政路段）行驶路段，同步撤销原

行驶路段“飞跃东桥”双向停靠站，增

设优化调整行驶路段“菱香路丰泽路”

双向停靠站，其余停靠站点保持不变。

0.

路：由淹城公交中心站始发，按

原行驶路线行驶至西太湖大道禾香路

路口后，调整行驶禾香路、祥云路、果

香路、西太湖大道至长虹路后，单向环

绕锦润路、长顺路、腾龙路、长虹路往

返。撤销原西太湖大道（禾香路至果香

路段）、果香路（祥云路至腾龙路段）、

腾龙路（果香路至长虹路段）等行驶路

段，同步撤销“中河沟桥、纬一路”等双

向停靠站及腾龙路上“长虹路”单向停

靠站，迁移原果香路祥云路路口西侧

“祥云路”双向站至路口东侧，增设长

虹路上“长虹路腾龙路”单向停靠站及

“礼河”双向停靠站。因行驶路线改变，

原锦润路、长顺路上“聚新家园、长顺

路”单向停靠站同步移至路对面停靠。

*-,J!

路：由常州客运中心始发，

按原行驶路线至长虹路西太湖大道路

口后，调整行驶西太湖大道、延政西路

至延政西路腾龙路路口后，按原行驶

路线至东安往返。撤销原长虹路（西太

湖大道至腾龙路段）、腾龙路（长虹路

至延政路段），同步撤销原行驶路段

“赵墅、永明工业园、飞跃东桥”等双向

停靠站，迁移原长虹路上“礼河”双向

停靠站至西太湖大道上，增设调整行

驶路段“延政路西太湖大道、延政路腾

龙路”等双向临时停靠站。

以上公交线路调整后投放车型、

票制票价、服务时间均保持不变。

&张锐 窦煜东 崔奕'

我市雷丽娜
残乒公开赛夺冠
目前就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腿骨矫正手术后首次复出

! ! ! !

本报讯
.

月
,-

日至
,.

日，
,+--

年
%KKL

中国残疾人乒乓球公开赛在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

我市选手、
,++2

年北京残奥会两块金

牌得主雷丽娜在女子
KK/

级比赛中

勇夺冠军，这也是她手术后首次复出

参加国际比赛。

此次公开赛由国际乒联批准，中

国残奥会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

管理中心承办，运动员来自
,.

个国家

和地区，比赛成绩将为运动员们获得

,+-,

年伦敦残奥会参赛资格积分。

记者昨天从市残联了解到，我市

运动员雷丽娜自
,++2

年北京残奥会

后就进行了腿骨矫正手术。术后，已经

成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的她克服

伤痛，边上课，边康复，边训练，身体恢

复情况很好。此次是她手术后首次复

出参加国际比赛，凭稳定的发挥一举

夺冠。今后一段时间，她将备战
,+-,

年伦敦残奥会。

&王丹丹 周茜'

全市上半年发生电信诈骗案
""#"

起
被骗市民共损失近千万元
警方再次提醒%

###"!

&

##

&

$

号开头的号码$都是网络电话

! ! ! !

本报讯
.

月
,0

日，警方通报了上

半年我市电信诈骗发案情况：全市共发

生各类电信诈骗案件
--+-

起，被骗资金

总额近千万元，发案数量同比下降

-2I2M

。其中，单笔损失最大的一起案件

中，受害者被骗
"01.

万元。此外，全市银

行工作人员成功堵截电信诈骗案件
-0

起，避免市民经济损失
-*+

余万元。

在
--+-

起电信诈骗案件中，电话诈

骗
,.+

起，短信诈骗
-,*

起，网络诈骗

.+2

起，涉案金额近千万元。诈骗手段主

要涉及“购车退税”、“银行卡扣款”、“邮

寄包裹涉毒”等。此类电信诈骗中，犯罪

分子大多采用固话或短信方式，以“查

询”、“银行卡加密升级”、“将资金转移到

安全账户”等为由，诱骗事主到
NKO

机

上进行操作，导致事主在不明真相的情

况下资金被转走。

今年
!

月
/

日，暂住无锡的上海人

姜女士在家中接到一个
+,/

开头的电

话，对方称姜女士涉嫌洗钱案件，需将

所有存款转至一个“安全账户”接受调

查。姜女士在无锡惠山区一处农业银行

自动取款机上向对方账号转账
-I.

万元

后，因担心周围人问起，又坐车赶到常

州农业银行新北支行向对方账号转账

*2

万元，最后在常州农业银行太湖支行

向对方账号转账
-.

万元，姜某共计被

骗人民币
"0I.

万元。
0

月
-2

日，溧阳市

的孟某接到犯罪分子冒充堂哥打来的

电话，称在南京嫖娼被江宁公安分局抓

去，要交罚款。孟某通过银行柜面和电

话转账的形式，先后向对方汇款共计
,!

万元。

警方再次提醒，“
--+

”作为国家规定

的特殊号码，从来不设定区号，而且一般

也不会用这个号码拨打市民的电话，即

便是拨打，也不会显示“
--+

”。此外，市民

要牢记
+++-/

、
++

、
P

号开头的号码，都是

网络电话，国家机关不会使用此类号码。

接到电话欠费、银行卡欠费、法院传票等

电话，市民要拨打
--!

查询来电中声称

的有关单位、部门联系电话，然后再打查

询到的电话。如果市民收到手机短信，声

称欠费、转账、交年费等内容，只要打银

行客服或咨询当地
--+

，即可辨别真假。

面对陌生来电，不要在电话中透露自己

的身份信息、银行存款等情况，以防被骗

子利用。

&荆轩 王赟 胡越'

多条航线
一票难求

! ! ! !

本报讯 在暑期出游高峰和铁路事

故的双重影响下，我市多条航线“量价齐

升”，北京、桂林、三亚、厦门、昆明、张家

界等热门航线“一票难求”。

记者昨天从常州机场了解到，近期

常州
J

北京航线机票热销，今、明两天所

有经济舱机票均已告罄，且近半以全价

成交，售价高达
-.*+

元的头等舱还有少

量余票。远期来看，
2

月初部分航班还有

折扣票，但
0

折以下已难觅踪影。

桂林、三亚、厦门、昆明、张家界等热

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卖得“飞飞俏”，平

均载客率在
/"M

以上，不少航班频现满

舱。记者在多家机票销售网站看到，这些

航线近期在售的几乎都是全价票，仅有

少量航班还有折扣，但也都在
2

折以上，

且显示“票量紧张”，有些航班甚至只有

公务舱、头等舱可供选择。 &崔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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