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人 收益率% 持仓1 持仓2 持仓3 持仓4 持仓5 操作计划

郭润龙 3 . 52% 华信新材 东方材料 菲林格尔 中源家居 登海种业 持股

刘金江 1 . 90% 西安饮食 浪潮信息 石基信息 仁和药业 天华超净 持股

陆孝忠 1 . 84% 海伦钢琴 皖天然气 汇嘉时代 神力股份 远兴能源 持股

牛文龙 1 . 09% 南京证券 中国石油 坤彩科技 成都银行 康美药业 持股

陈震虹 0 . 31% 建设银行 苏垦农发 赣峰锂业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持股

唐果 0 . 08% 江中药业 联美控股 阳光电源 首钢股份 新希望 持股

董文博 -0 . 35% 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 坤彩科技 锐科激光 佩蒂股份 开盘佩蒂股份换成通化金马

冯国柱 -0 . 75% 福耀玻璃 保利地产 新希望 首钢股份 中设集团 持股

李存宏 -1 . 05% 中国铁建 重庆啤酒 协鑫集成 太钢不锈 美亚光电 持股

李灏 -1 . 10% 快意电梯 鲁抗医药 卫宁健康 石基信息 航天信息 持股

路融 -1 . 15% 阳光电源 岭南股份 荣盛发展 建发股份 江中药业 持股

徐一浩 -1 . 15% 天广中茂 珠海港 招商银行 东方财富 新华都 持股

张玉群 -1 . 19% 堪设股份 世联行 蒙草生态 江苏租赁 杭萧钢构 持股

李阳 -1 . 27% 亨通光电 北京城建 安信信托 富安娜 歌尔股份 持股

王明华 -1 . 45% 雪榕生物 联美控股 浙江医药 天保基建 广电运通 持股

李磊 -1 . 61% 同方股份 罗牛山 青岛啤酒 寒锐钴业 华锋股份 持股

田荣 -1 . 72% 东方园林 勘设股份 浙江龙盛 富安娜 捷成股份
开盘降低勘设股份6%仓位，增加捷

成股份4% 、富安娜2%仓位。
张继超 -1 . 77% 塔牌集团 南钢股份 长盈精密 华测检测 中国铝业 持股

开盘日10月8日，起始资金100万元，业绩基准沪深均值，基准日5611 . 22点。10月10日收盘5368 . 30点，涨幅-4 . 33%。

木材
名称

树种中文名 科别 材色及密度 主要产地

红酸枝
巴西黄檀、赛州黄檀、交趾黄檀、绒毛

黄檀、中美黄檀、奥氏黄檀、微凹黄檀

蝶形

花科

心材红褐，栗褐至紫红色，具条纹，与边材区别明

显。木材多具有酸香气。气干密度大于0 . 9g/cm3。

东南亚及热

带南美洲

黑酸枝
刀状黄檀、黄黑檀、阔叶黄檀、卢氏黄
檀、东非黑黄檀、巴西黑黄檀、亚马孙

黄檀、伯利兹黄檀

蝶形

花科

心材紫褐至黑紫色，常带黑色条纹，与边材区别明

显。木材常具有酸香气。气干密度大于0 . 85g/cm3。

亚洲、非洲、
中美洲及南

美洲

紫檀 檀香紫檀
蝶形
花科

心材桔红，久则成紫黑色，与边材区别明显。气干密
度1 . 05～1 . 26g/cm3。 印度

花梨
越柬紫檀、安达曼紫檀、印度紫檀、大
果紫檀、囊状紫檀、乌足紫檀、刺猬紫

檀

蝶形

花科

心材黄褐，红褐至紫红褐色，常具条纹，与边材区别
明显。散孔材至半环孔材。木材常具辛辣香气。气干

密度大于0 . 76g/cm3。

东南亚、热带

非洲

亚花梨 安哥拉紫檀、变色紫檀、非洲紫檀
蝶形

花科

心材褐色，粉红至紫红褐色，与边材区别明显。散孔
材至半环孔材。木材略具香气。气干密度0 . 5~0 . 72g

/cm3。
热带非洲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标准———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GB/T1851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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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檀木树种

□文/图 半岛记者 张云明

近年来，檀木家具成为市场上的新
宠，很多消费者都愿买上一套使用或收
藏。近日，有业内人士向半岛记者爆料，
家具市场上流行的金丝檀木、赤金檀木
并非我们所熟知檀木家具，价格更是与
后者价格相差 10倍之多，增值空间有
限，不少青岛消费者被忽悠了，误将其当
做檀木买回家。专家表示，金丝檀木实际
上就是商家为了炒作起的商品名，并没
有这个树种，消费者在购买家具时要放
平心态，不要过度注重家具材质，回归家
具的基本属性上来。

金丝檀木家具非檀木？

近日，从事家具行业13年的王先生
向半岛记者爆料，目前青岛家具市场上
充斥着大量的名为金丝檀木、赤金檀木
的家具，这些家具并非真正的檀木，而是
用枳椇木冒充的，消费者误将其当做檀
木家具购买。
檀木，其木质坚硬，香气芬芳永恒，

色彩绚丽多变且百毒不侵，万古不朽，故
又称圣檀。檀木家具历来被认为是家具
中的贵族，其中紫檀家具在明清时期更
是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金丝檀木和赤金檀
木的是否属于檀木？半岛记者在网上并没
有查询到明确的说法，只有部分网站将其
形容为硬度好、成材稀缺、具有很高的收
藏价值的优质家具木材。“你要是相信网
上的介绍就麻烦了，谁都能进行编辑。那
都是木材商花钱写的，两种木材和檀木实
际上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想蹭檀木家
具的热度，为了好卖。”王先生说。
“其实金丝檀木、赤金檀木和我们通
常所说的枳椇木，也叫拐枣木，这种木材
其实并不适合做家具，很多都是用作药
材的。买回去了时间不长可能就会出现
开裂或者变形，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两三
年，主要看制造商在家具表层的蜡能撑
多久。”王先生透露，这种木材没有太多
增值空间，但因为消费者不了解，其利润
空间大，所以备受商家推崇。
王先生告诉半岛记者，从2016年开

始，金丝檀木、赤金檀木的概念悄然走
火，从前年到现在保守估计青岛已经有
几千人购买。据他介绍，金丝檀木产自非

洲，价格约为3000元/m3，而赤金檀木
价格稍贵，约为4000元/m3。真正的黑
檀现在至少要30000元/m3，与二者价
格相差10倍之多。

商家号称都是檀木

9日上午，记者走访岛城多家家具商
城发现，这些商城内的店铺都在销售金丝
檀木和赤金檀木家具。在一家销售实木
家具的店铺内，沙发、餐桌、衣橱……记
者看到店内家具品类非常齐全，而金丝
檀木家具都摆放在较为明显的位置。
“180cm×200cm的双人床，现在是
6000块钱多点，都是檀木的，100%的，
假一罚一万。”店员极力推荐一款双人
床，称这是搞活动才有的优惠，花中档的
钱买高档的家具，所以最好不要错过。这
位店员表示，金丝檀木家具价格相比其
他种类的檀木家具比较便宜，所以店里
的销量不错，一天能卖出两三件。
随后，记者又来到镇江北路上一家

具店，隔断上赫然贴着的“赤金檀木”四
个大字，而上面悬挂的“￥39800，21件

家具送到家”的横幅也非常显眼。对于赤
金檀木是否属于檀木的问题，工作人员
说：“檀木分为很多种，紫檀、黑檀、黄檀、
金丝檀木、赤金檀木……这些都属于檀
木，非常珍贵，具有收藏价值。”对于金丝
檀木和赤金檀木的区别，工作人员表示，
相比于金丝檀木，赤金檀木品质更好，价
格也更贵。两种材质其实差不太多，但无
论是那种檀木，都非常坚固耐用，一般用
10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真正优质的檀木家具别说3万多
块钱21件，就算30万也买不下来！标价
39800元的全套赤金檀木家具成本其实
只有1万元，利润巨大，就是在打消费者
对家具材质不懂的擦边球。”王先生说。

金丝檀木为不规范商用名称

在商家的宣传描述中，金丝檀木非
常优质，是高端实木家具的不二之选，还
被很多人称为“第九类红木”。不过，记者
看到，在2012年8月1日，商务部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行业标准——— 红
木商用名称》的部分非红木类木材商用

名称不规范使用中看到，属于山榄科的
纳托木，产自东南亚，不规范名称为金丝
檀木、银丝木。而这种木材的特点为：干
燥略慢或慢，40mm厚板材气干需6个
月。干燥略端裂、面裂和劈裂产生。而出
产于东南亚的赤金檀木则是我们通常说
的红枣木，属杂木，具有木质重、硬度高、
稳定性好等特点，但并非紫檀、黑檀、绿
檀等檀木种类。
半岛记者检索发现，2017年6月，

西安市工商经开分局曾经对部分家具建
材商家擅自标注“金丝檀木”等定性为涉
嫌虚假标识并进行调查。2017年5月，
重庆的刘先生偶然获知花17050元买到
的所谓黄金胡桃木并非胡桃木，而是漆
树科的人面子木，随后提起诉讼，经法院
调解后获赔50000元。结案后，经营者进
行整改，恢复家具木材真实学名。
记者查询到，2018年7月1日开始

实施的最新《红木》国标规定了5署8类
29种红木。不过对于檀木家具，国家并
没有关于其树种、商品名等信息的统一
标准，金丝檀木、赤金檀木等叫法也因此
而延续并逐渐被消费者而熟知。

金丝檀木是为炒作而生

中国家具协会综合业务部一位姓谢
的主任告诉半岛记者，在我国市场流通
过程中，商家为吸引消费者，会给本来普
通的木材起一些好听的“商品名”。随着
红木的兴起，许多普通木材都被商家冠
以“檀”的称号，红檀、绿檀之类。而金丝
檀木即融合了“金丝楠木”又有“檀”字，
更显得有价值，实际上这就是商家为了
炒作起的商品名，在正式场合是见不到
的名字，应该是别的树种。
忆古轩红木楼负责人陈艳春从事家

具行业已经超过20年，在他看来，相比
于红木等珍贵硬木市场，现在实木家具
市场鱼龙混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消费
者很难分辨，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关的行
业标准以及专业检测机构。
半岛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他们

想过牵头制定行业标准，但并没有企业愿
意响应，后期也就搁置了。对此，记者先拨
通了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电
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只能对家具
的甲醛含量等指标进行检测，并没有家具
树种检测的资质。随后记者又联系到山东
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该院工作人员同
样表示没有树种检测资质，检测只能从
外地请专家来进行。
“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消费者在购买
家具时应该意识到，花少的钱能买到珍贵
檀木家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还是要
放平心态，不要只想着保值增值，还要回
归家具的基本属性上来。”谢主任说。

金丝檀木？当心有人指鹿为马
专家称并无该树种，曾因虚假标识被查处

金丝檀木双人床正在商店打折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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