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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7日上午10∶15，
一架从深圳飞来的B747型飞机，像
一只“白天鹅”缓缓降落在常州国际
机场，这是目前该机场迎来的最大型
飞机。据悉，这是顺丰航空的第一
架 B747-400 机型，为双层宽体货
机，也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飞机，
此次来常州机场进行半天的训练
飞行。

自2017年3月起，常州机场获
民航江苏监管局批复，飞行区等级
由 4D 升级为 4E，具备了保障 E 类
航空器的条件和能力，可起降包括
B747-400 同类及以下机型在内
的 E 类宽体飞机（双通道飞机），常

州民航也正式步入“大飞机”时代。
常州机场良好的净空条件、优

质的地面服务、优秀的保障能力，
也吸引了来自东航、深航、中邮
航 、吉 祥 航 空 等 国 内 航 空 的 青
睐。今年以来，常州机场在保障
东航 A330 训练的基础上，相继保
障 了 东 航 及 深 航 A330、上 航
B787、吉祥 B787 等大型客机在该
场的飞行训练。目前，大型宽体
飞机来常州机场飞行训练已成为
常态化，不仅检验了常州机场的
保障能力，也为今后我市的大飞
机客运航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机场宣 马静 文 徐斌 摄）

大型宽体飞机来常州机场飞行训练已成为常态化

国内最大飞机昨抵常，进行半天飞行训练

本报讯 26 日，钟楼区举行人
力资源新市场启用仪式，同时，原
西直街钟楼区人力资源市场主市
场停止服务。新落成的钟楼区人
力资源市场，位于钟楼区玉龙路
213 号（原钟楼区人力资源市场分
会场位置），毗邻钟楼区人民政府，
周边环境整洁优美，配套设施齐
全。

新市场整合了原西直街、开发
区两大市场的全部资源，是集人才
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高校毕业生就
业市场于一体的公益性人力资源

“大市场”。
改造后的钟楼区人力资源市

场功能完备、设备先进，总面积约
2600平方米，共分为两层。

一层为招聘大厅。大厅内设
置有招聘、查询等功能区域，配备
有 88 个独立招聘席位。每个席位

均配置了招聘平板和显示器等硬
件设备，全面应用智能招聘求职系
统。该系统基于统一的常州人社
基础信息库，与常州人社自助服务
大厅互联贯通，共享共用信息，一
体顺畅转登。

二层为人力资源机构专区、人
力资源产业孵化平台，为用人单位
和中高层次人才提供定制化、专业
化的人力资源服务。

新的市场交通便利，多趟公交
线路经过：市民可乘坐 90 路公交
车至星港花苑农贸市场下，也可乘
坐 B23、52、97、229 路至星港花苑
下。此外，常州地铁 2 号线规划也
会在此经过。

新市场启用当天，共有 88 家
企业入场招聘，共提供 1411 个就
业岗位涉及370个职业工种。

（戴晶进 吕洪涛）

整合原西直街、开发区两大市场

钟楼区启用新的人力资源市场

本报讯 为弘扬“乐于助人，互
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新北区薛家
镇东坡社区日前成立爱心帮扶协
会，以爱心救助为纽带，凝聚各方
力量，积极筹措资金设立爱心基
金，通过基金来资助贫困小、中、大
学生，帮扶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帮
助抢险救灾、扶贫济困。

据了解，首届会员大会选举产
生了 7 名理事，并选举产生首届理
事会。据悉，协会将做到帮到实
处，帮到急处，帮到难处，切实把有
限的善款相对集中地投向急需帮
助的贫困对象和困难群体，为特困
群体提供人文关怀和实实在在的
帮助。 （邱刚 吴燕翎）

薛家镇东坡社区成立爱心帮扶协会

本报讯 今年三季度，
常州市 12315 热线共计接
到消费者来电 11274 件，其
中，投诉类 2750 件，通讯服
务和美容美发依然是投诉
的热点。

统计分析显示，有关通
讯服务的投诉仍然集中在
收费不透明、套餐被更改、
运营商私开服务项目等方
面。由于部分套餐项目签
订的服务周期较长，按照约
定，服务期结束当日，运营
商后台会第一时间自动关
闭套餐并停止收费，但实际
到期后运营商并没有主动

暂停服务，仍在继续收费直
至被消费者发现，消费者要
求退还多扣费用，运营商总
是一拖再拖。

美容美发服务仍然是
服务类投诉的重灾区。主
要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办
理预付式消费卡之后，商家
突然更换店招，持卡消费者
无法继续使用，唯有续费才
能享受“新店”提供的服务；
二是部分不法经营者恶意
圈钱，当会员卡办到一定数
量后，一夜之间闭店跑路，
消费者少则损失上千元，多
则上万元；三是消费者被商

家以免费体验为幌子拉进
店内进行免费护肤，体验结
束后，突然被告知在服务过
程中使用的部分商品和服
务是要收费的，要想走出店
门必须付费。

家用电器类投诉中，与
空调、电视机有关的投诉尤
其突出。三季度正值空调
使用高峰，随之而来的投诉
也不断增加，消费纠纷主要
集中在安装不及时、维修效
率低等方面。电视机消费
纠纷突出表现在部分电视
机机型更新换代频率太快，
出现质量问题时，由于部分
配件已经停产造成无法修
理，商家让消费者贴钱更换
新的机型，由于所贴费用太
高消费者无法接受，从而引
发消费纠纷。

装修建材投诉集中在
质量问题及假冒产品。三
季度是传统的装修旺季，装
修建材类投诉也随之增加，
主要有：购买的木地板色差
严重、铺设起拱、检测发现
甲醛超标等问题，订制的木
门材质与合同约定的不一
致，磁砖贴完后还没入住就
出现大面积脱落现象。

（肖宝 胡艳）

我市12315热线三季度投诉热点在哪儿？

美容美发办卡预收费令人忐忑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了我
市部分配装眼镜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结果，此次共抽查
产 品 50 批 次 ，合 格 47 批
次，不合格 3 批次，合格率
94%。对本次监督抽查不
合格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将
移交相关市场监管局依法
进行后处理工作。

我市配装眼镜店数量
众多，约有 300 多家，区域
性比较强，在各个乡镇、街
道的学校、医院以及众多城
市综合体内分布着 200 多
家，另外 100 多家集中在我
市三个区域：魏村眼镜市
场、太阳城眼镜市场、大学
城。

2015 年以来，市质监
局已连续四年开展配装眼
镜 产 品 质 量 市 级 监 督 抽
查。今年5月-7月，市质监
局委托常州市计量测试技
术研究所开展了配装眼镜
产品质量市级监督抽查。
抽查的检验项目共 15 项，
包括球镜顶焦度偏差、柱镜
顶焦度偏差、柱镜轴位偏
差、可见光透射比、紫外光
谱范围、光透射比相对偏
差、光学中心水平偏差、光
学中心垂直互差、光学中心
单侧水平偏差、镜片基准点
的最小厚度、镜架外观质
量、镜片材料和表面质量、
装配质量、标志 1、标志 2
等。

不合格的 3 批次产品
中，主要不合格指标是光学
中心水平偏差、光学中心单
侧水平偏差、柱镜轴位偏
差、镜片基准点的最小厚度
不符合标准要求。

人眼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承受力比较弱，眼镜光学
中心位置偏差超过一定范
围就会出现视物变形扭曲，
引发视疲劳症状；柱镜轴位
偏差不合格时，视物也会出
现重影、变形等，特别容易
视疲劳，对于眼睛调节能力
较强的青少年会造成斜视；
镜片厚度不够会导致镜片
抗冲击性能下降，镜片容易
打碎，有可能伤及眼睛。

（张海涛 胡艳）

我市配装眼镜产品质量怎么样？

抽查产品50批次，不合格3批次

检出不合格产品的企业

企业名称

常州爱维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常州市高一清眼镜店

武进区湟里视明眼镜店

企业地址

武进区湖塘镇武宜路西侧

湖塘镇人民路673号

武进区湟里镇幼儿园路118号

CFP供图

大飞机内舱大飞机内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