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电销量
韩系超日系

夏普成唯一市场坚守者
本报讯 一度在市场引领风骚多年的日系品牌彩电，

而今不断退市。7月8日，来自常州苏宁云商等三大家电卖
场的统计发现，目前露脸的日系彩电仅剩夏普一个品牌，而
且仅在常州苏宁的生活广场一家门店有展厅。

市场熟识度高的日系品牌彩电，以东芝、索尼、松下、夏
普为代表，因为定位高端和高价，长久以来瞄准一、二级市
场销售，至于三至四级的农村渠道布局几乎空白。其中，众
多日系品牌彩电又主要布局家电卖场销售。在常州家电卖
场中，日系品牌彩电销售曾长期排名国内品牌彩电、合资品
牌彩电之前。自去年开始，日系合资品牌彩电相继淡出家电
卖场。最明显的表现是，品牌展厅消失，即便还在亮相的品
牌彩电，节假日会有针对性的季节性降价，包括各种技术概
念炒作的喧嚣也都不见身影。

常州苏宁相关人员称，原因在于日系彩电厂家的市场
策略调整。日本的消费电子巨头在全球彩电市场处于节节
败退状态，在国内家电卖场中，日系品牌彩电的销售份额一
度维持在5%左右，有时更高，但近两年来，受价位较低的
国产及合资品牌彩电冲击，销售份额不断下降，厂家开始缩
减在整个中国市场的出货量。目前，在常州市场上畅销的七
八个彩电品牌中，日系彩电仅剩夏普一个品牌。

根据有关品牌彩电厂家财报显示，自2011年下半年
起，索尼、松下、夏普开始调降全球彩电出货量，价格也不断
往下走。从数据上看，常州市场上销售居前的品牌彩电中，
韩国三星、LG的市场销量快速提升，超过所有日系品牌彩
电的总和。 （宛峰 孙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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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孟河、
运河五号工业遗存、青果巷等全面研究，
尽快形成有常州特色的研究成果，传承
给子孙。

市申遗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
和专家组、大运河志愿者、老年骑友队、
市集邮协会以及市民代表共500余人参
加活动。

揭牌仪式后，500多名社会各界代
表自发沿大运河毅行，路线为西瀛里明
城墙—西直街—新市路—中吴大桥—三
堡街—西仓桥—怀德桥，花1.5小时左右
走完全程5公里。 "何嫄 常文保!

系统全面指导
出国留学消费

中消协《出国留学消费指导与维权手册》

本报讯 7月13日上午，中消协《出国留学消费指导与
维权手册》赠书仪式暨金吉列留学第43届世界名校全国
巡回招生面试会在常州凯纳豪生大酒店举行。中国消费者
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江苏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童天武
等出席仪式。
《出国留学消费指导与维权手册》是中国消费者协会第

四次携手金吉列编纂发布的丛书，为消费者提供了以2013
年热门专业为核心内容的院校指导、就业指导、消费指导和
生活指导，为留学消费者提供系统全面的出国留学消费指
南，让他们更为顺利地走出国门。

活动现场，留学行业权威大使、教育参赞专家、院校代
表带来了精彩纷呈的留学系列讲座，他们结合当下留学趋
势、留学方向以及就业形势、移民政策，从如何选择学校、选
择专业，乃至留学后的职业发展等方向，为各位学生及家长
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自身特点并对未
来的择业、就业有更加清晰的目标。
市民冒女士的儿子就读于国内某所大学大一。“原本打

算等孩子念完大学再去美国读研究生，来金吉列咨询后发
现其实可以中途转学。”冒女士对此很欣喜，“这样就比计划
提早两年出国了。”金吉列留学美国部经理马文丽根据冒女
士儿子的自身情况，专门为他设计了一套留学方案：暑期突
击英语，同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成绩选择合适的大学，准备
留学所需的一系列材料等。明年9月，冒女士的儿子就可
以去心仪的美国大学读书了。 "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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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阿根廷买家拖欠货款
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提醒：对拉美地区出口企业需注意货币风险

阿根廷虽闯入世界杯决赛，但难挽经济颓势
本报讯 世界杯半决赛上，阿根廷

力压荷兰队，时隔24年后重新回到世
界杯决赛场。球场得意并不能扭转阿根
廷连年的经济衰退。记者获悉，就在近
期，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连续接到我市
多个出口企业报案，称阿根廷买家因国
家加强外汇管制而拖欠应付货款。

据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阿根廷实施外汇管制3年
多来效果不佳，市场信心不断降低。
市场人士普遍预测，阿根廷将爆发新
一轮金融危机。以阿根廷、委内瑞
拉、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政府对

实体经济干预度较高，限制外资投
资，排斥市场调节机制。经济弊端逐
渐显现，已出现货币危机苗头。据介

绍，2013年该办事处共处理常州企
业出口拉美索赔案件9起，总赔付金
额 313万美元，2014年以来又新增

12起。今年一季度以来，中国信保累计
已支付总赔款超过1.3亿美元。其中，
无锡某企业与委内瑞拉进行贸易，获得

单笔赔款高达2250万美元。
由于交易习惯等因素，外贸企业向拉

美地区出口时，账期普遍偏长。一旦发生外
汇管制或货币危机，很容易导致客户拖欠。

对此，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提醒我
市对拉美出口的企业需注意：一是高度
关注上述国别的经济、金融及政治动态，
随时注意风险预警信息；二是谨慎选择
交易对象，尽可能缩短回款账期，避免集
中出运。如有可能，采用非美元支付；三
是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及时与客户
对账。造成损失及早向中国信保常州办
事处报案、索赔。 "孙杨 朱明华!

涉税文书
邮寄送达

国税部门创新举措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国税局获
悉，国税部门将开展邮递送达涉税文
书工作，邮寄费用由国税部门和邮政
部门统一结算，纳税人无需负担任何
费用。

据介绍，邮递送达涉税文书分成一
般事项和有时限要求的涉税事项：一般
事项，如《税务事项通知书》、《税收风
险提醒函》、纳税人税收不良记录等，
将通过挂号信函的方式寄送至纳税人；
对于有时限要求的涉税事项，如《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缴纳税款通
知书》、税务证明证件等，由于超过期
限会对纳税人造成不良影响，为节约邮
寄时间，将采用特快专递（EMS）送达
至纳税人。

在邮寄涉税文书之前，国税部门会
先确认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地址及电话
号码等信息。但如发生意外，例如挂号
信函 2次投递不成功，则会贴条通知
收件人到邮局自行领取；特快专递
（EMS）若发现地址有误且联系收件人
不成功，则次日将邮件退回，再采用公
告送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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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组“粉丝”捧场夜总惠
下着大雨，常州报业传媒集团

本报讯 12日晚 7点，弘
阳广场的“超级夜总惠”拉开了
楼市夜市的序幕。尽管当天下
着大雨，但完全没有影响购房
者的热情。据了解，当天有83
组常州报业传媒集团的“粉丝”
来到现场参与活动。

83组“粉丝”的到来也忙
坏了工作人员。据介绍，为了防
止“蹭粉”，工作人员一律只有
看到《常州日报》、《常州晚报》
或惠生活的小编回复才准许登
记领礼物。

市民周先生刚从北方回到
常州工作，由于父母住在清潭，
他打算将婚房安置在清潭周边。
“计划入手一套110平方米左
右的房源，总价希望控制在70
万上下。”一旁的周妈妈边听置
业顾问介绍房型，一边从包里拿
出一份裁剪得整整齐齐的弘阳
广场的楼盘介绍，“是从《常州日
报》上了解到这个楼盘的，今天
是第一次来。”记者注意到，周妈
妈裁剪的正是《常州日报》。

另一位市民杨女士也是第

一次来到弘阳广场，“是我父亲通
过报纸了解到今天有优惠活动，
特地让我过来看看。”由于下雨，
样板房不开放，杨女士主动要了
置业顾问的联系方式，预约看样
板房的时间。
据了解，虽然“超级夜总惠”活

动暂告一段落，但弘阳为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的读者推出的团购立减
500元/平方米活动仍在继续。参
与活动的房源包含85-130平方
米，楼层、楼栋可随意挑选，减后价
格约6000-6500元/平方米。此

外，一批价格大致在5500-5900
元/平方米的特惠房源也将继续
提供给读者。记者特地翻看了下特
价房源，户型主要集中在85和
101平方米左右，其中101平方米
的户型灵动性很强。这批房源并非
顶楼或底层，而是指定部分楼层，
如果不是很介意楼层的数字，还是
比较划算的。

预计在本月底，弘阳广场将
举办第二场“超级夜总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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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炫民族风”大行其道
从服饰到家居到婚礼

炎炎夏日，色彩饱满、个性十足的民
族风情为燥热的季节增添一道清凉的感
官体验，“最炫民族风”再次成为时髦潮
流。记者近日走访市场发现，除了在服
饰、单品上体现浓浓的复古民族风，民族
风元素也被添加到新一季家居装饰及婚
礼现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巧妙结合为
质朴民族风增添了新面貌。

民族风服饰玩味新浪潮

无论走进大商场还是精品小店，民
族风在服饰上的演绎随处可见，巴洛克
印花、墨西哥式配色、东欧花卉刺绣、波
西米亚风的流苏和大摆裙、偏向自然以
动物骨为装饰拼色几何图案的印第安
风，异域风情可见一斑。

中国风元素的服饰同样受到热赞，
蜡染牡丹花、景泰蓝、云纹、青花瓷凸

显文化底蕴。“彩云之南”的神秘
纳西文化尤受市民喜爱。在南大
街一家新开的纳西风情店中，各
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时尚饰品吸
引不少消费者前往，店内既有纯
手工制作并用重彩艺术的东巴
挂件，又有以木材、泥陶、竹子、
皮革为原材料，绘以神秘图腾的
工艺品，在藏灯游离和纳西文化
音乐的伴奏下，散发出特有的民
族气息。

家居视觉符号
凸显迷人风情
把民族元素带进家居的装

饰中，让人置身在迷人风情的国
度里，成为新一代装饰新潮流。

记者走访部分装饰城发现，

古色古香的居家配饰正悄然回归
家庭。“为满足现代人对异域风情
的猎奇和喜爱，一些具有地域特
色的壁炉、羊皮、铁艺或石磨制地
砖时尚元素，以及花草纹样绘制、
传统方式编织、天然纹理质感符
号开始出现在家饰品牌中。”常州
美吉特家居建材市场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软装的家纺设计也踏上本
土文化寻根之旅，在富安娜常州
店中，记者发现2014春夏新品
就以“游园惊艳”为主题，配以国
色牡丹、香水百合、水墨大丽花
等传统文化花色和豹纹、斑马、
飞龙等生灵，自然元素与经典国
粹、水彩油画等艺术灵感巧妙融
合。罗莱家纺2014春夏新品也
以“空山新雨”为主题，国画风格

的运用，微雨初晴、云霁山色映
湖光的禅意，为生活增添更多文
化内涵。

复古汉式婚礼
别有洞天
“拖地长衫、饮合卺（jin第

三声）酒、拜天地、结发束璎”，这
是我市某婚纱影楼为前来咨询汉
朝周制婚礼的新人播放汉式婚礼
MV所呈现的画面。“现在结婚
几乎都走的流程式西式婚礼，千
篇一律的婚纱西服、香槟鲜花，没
什么新意，我和女朋友学的都是
古汉语专业，对古文化有很浓厚
的兴趣。汉式婚礼沿袭了 3000
年前周朝婚礼的服饰和礼乐文
化，对于强调尊重、有序、责任很

有昭示意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
何玉华告诉记者，在和女朋友及其
家人商量后，他们准备办一场具有
浓厚中国风特色的汉式婚礼。

“我们去年举办了两场汉式婚
礼，汉式婚礼的神圣、典雅给人印象
深刻，但综合诸多因素最后还是常
规婚礼居多。礼服、饰品、婚礼现场
背景器皿都需全套定制，婚礼礼仪
也需请专业老师，一个规范的汉式
婚礼办下来费用接近30万。”我市
某婚纱影楼销售经理唐唐告诉记
者。“汉式婚礼在我市还是一个高端
小众产品。” 徐蕾

我市平均每天新增
汽车超374辆
同比增幅逾15%；国产车占比高达92%

今年上半年———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国税局车购税分局获悉，今年上
半年我市汽车销量持续保持增长，1-6月全市车辆申报共
67756辆，比去年同期增加 9292辆；入库车辆购置税 9.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两者增
幅均超过15%。

在6个月中，单月新增车辆和入库税额与去年相比，增
幅均超过10%。其中，1月份购车辆最多，新购车辆16036
辆，入库税额超过2亿元。5月份车展带动汽车销量上涨，
新增车辆12305辆，仅次于1月份。
上半年新购车辆依然集中在市区和武进区。其中，常州

市区（不含金坛、溧阳和武进区）车辆申报共计27498辆，
比去年同期增长21.52%；入库车辆购置税3.9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25.1%。

在新增车辆中，国产车（包括中外合资品牌）新增
62473辆，占比高达92%，征税金额占全市入库车辆购置
税75%；其中，福特、五菱、现代、别克、大众（包括上海大众
和一汽大众）、奥迪等品牌在上半年新购的国产车中占比重
较大。纯进口车由于车价和维修保养费用较高，新购数量远
低于国产车，上半年新增5283辆，但仍比去年同期增长
17%。上半年同比增幅最大的为公交车，全市公交车申报
172辆，与去年上半年30辆相比增长近5倍，免税金额达
2033.66万元。

业内人士分析，6月份全市新购车辆已减少至 9366
辆，从本月起，车市将进入传统淡季。但根据上半年的车辆
增长情况看，随着我市居民家庭收入逐渐增加和私家车需
求量加大，车辆购销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李婧 陈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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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参加座谈者有539人次，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意见、建议1217条。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范寿柏代表市
委常委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并作了自我
剖析；班子成员逐一对照检查。大家深入
查摆“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深
刻剖析产生的原因，明确提出整改措施。
每位常委发言后，其他常委都对其提出
批评意见。民主生活会始终在严肃、民
主、坦诚的氛围中进行。

戴源全程认真听取发言，并逐一点
评。他表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充
分，查摆问题深入实在，剖析原因深挖根
源，开展批评动真碰硬，整改措施扎实有
力。戴源指出，下一步要全力抓好问题整
改，把解决作风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紧
密结合起来；要全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增强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
担当意识，提高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要
全力推进协调发展，把经济建设作为兴
市之要，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推进跨
越式发展。

省委督导组副组长唐明珍全程参加
专题民主生活会。唐明珍指出，这是一次
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金坛市委要以此
作为新的起点，领导干部带头树立标杆
意识，振奋精神，将民主生活会成果转化
为实效，持之以恒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省委督导组其他同志、市委第一督
导组全体同志参加民主生活会。

"赵鹤茂 陈玉婷 罗祎!

从群众不满处改起
从百姓期盼处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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