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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宁波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宁波市股权协会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陈磊 韩度） 宁波植物提取物产业
发展迅速。来自宁波检验检疫局的
消息，今年前 4个月，全市植物提
取物出口额为 2658 万美元，同比
增 长 9.3% ， 出 口 到 美 国 、 加 拿
大、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
40余个国家。

植物提取物是指应用现代提取
分离技术，从水果、药食两用植
物、中草药等原料中定向获取和
浓缩某一种或多种成分而形成的
产品。该类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
原料、保健品、化妆品、食品添

加剂等领域。近年来，我市涌现
了绿之健、玉健、立华等一批植
物提取物企业，产品主要有葡萄
籽提取物、姜黄、人参干浸膏、
银杏提取物、欧洲越橘提取物、石
松提取物等。

宁波绿之健药业有限公司是我
市植物提取物产业的首位“尝鲜
者”。2012 年，该公司产品通过了
欧盟 GMP 认证，成为植物提取物
行业第一家进入欧盟药品市场的中
国企业。该公司组建了天然药物技
术创新团队，有成员 32 人。该团
队对红豆杉提取工艺、高酸值艾叶

脱酸技术等进行了集中攻关，并取
得了重大突破，基于这些技术的产
品年销售收入超过 1.6 亿元。最近
几年，绿之健在全国植物提取物出
口行业中排名第三，产值突破 4亿
元。

以立华为代表的一批宁波本土
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吸引了安利、
康宝莱、欧莱雅等全球知名食品保
健品和化妆品厂商下单。宁波中药
制药有限公司参与制订、修订相关
标准，高端产品的生产比例超过
60% ， 年 产 姜 黄 素 纯 品 超 过 200
吨，成为全球最大的姜黄素生产企

业。“这个市场非常巨大，巨大的
市 场 需 求 量 让 企 业 得 以 快 速 发
展。”宁波中药制药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随着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量连
年增长，美国等国家对植物提取物
的关注度相应提高，质量监管越来
越严。如欧盟法令中列出了 29 个
农残测定类别，对植物提取物涉及
的产品的农药残留限制有 300 多
种。宁波检验检疫局提醒我市相关
企业，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要加
大质量监管力度，特别是一些关键
原料要符合进口国要求。

宁波植物提取物产业悄然兴起
前4个月出口额2658万美元，出口到40余个国家

本报讯 （实习生金鹭 记者
张正伟） 当我们的眼睛发炎时，
通常要频繁地滴眼药水来治疗。
近日，宁波盖济尔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科研团队优化国际技术，将
药物直接植入病灶部位，长时间
缓释给药，实现减轻病情、控制
药效的目的。

这种技术名叫缓释系统，主
要通过智能可控的纳米药物储存
单元，将药物裹在材料里，通过
原位注射实现长效稳定的释放效
果。这样一来，不但药物利用率
大大提升，还使得药物的毒副作
用大大降低。

由宁波盖济尔公司陈麒先、
刘俊等海归医学、生物博士组成
的科研团队，汲取全球先进技术
和医药理念，将医药理论和临床
实践相结合，成功研发出以纳米
药物缓释模块为代表的药物缓释
技术，并逐步应用于慢性病人群。

药物缓释技术主要通过在病
灶原位注射的给药方式，使药物
在病灶部位长效缓释，从而从根
本上解决传统医学领域慢性病用
药频繁、药物利用率低的缺陷，
大大提升药物疗效和医疗体验。
纳米药物缓释模块通过注射方
式，精准针对患处长效缓释，具

有智能化释放给药的功能。据介
绍，这一技术填补了国内植入型
缓释给药系统的空白。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药物缓释技术已逐步应用于临床
医学，但晶片植入技术副作用
大，硅胶棒技术存在不可降解的
缺陷，使患者必须面对二次手术
的痛苦。宁波盖济尔公司科研团队
对该技术进行优化后，可以很好地
规避上述技术应用存在的缺陷，成
为世界上同类技术的升级版。

宁波盖济尔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主要研发、生产生物试剂类
产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药剂
产品和植入性长效抗癌药物模
块。该公司研发团队成员主要由
东京大学博士组成，技术导师冈
一则教授是 2013 年诺贝尔奖候选
人。去年，宁波盖济尔公司申报
的项目夺得宁波第三届全球新材
料行业大赛一等奖。

甬企助患者
告别长期打针吃药之苦

本报讯（实习生金鹭 记
者杨绪忠） 近日，宁波市塑料
行业协会与中国塑化领域B2B
电商奥凯大宗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携手推动我市塑料
化工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

奥凯大宗是一家集市场资
讯与在线交易于一体的新兴平
台服务机构，致力于提供便
捷、流畅、安全的交易体验，
可在资源保障、支付结算、供
应链金融、物流等方面为塑料
化工企业提供服务。

“此次战略合作将充分发
挥奥凯大宗在资金、互联网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使之与
市塑料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相结合，提升服务塑料企业
的水平。”宁波市塑料行业协
会秘书长于卫星表示，双方
将携手助推中小企业破解融
资难题，为全市塑料化工企
业提供原料采购解决方案。

市塑协与奥凯大宗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俞永均 崔陆晟
施小煊） 小小一条直运规则，竟
成了企业享受关税减免的“拦路
虎”。近日，慈溪检验检疫局接连
收到 6 份来自印度尼西亚海关的
退证查询函，原因竟然是货物经
停香港转运，不符合原产地规则
中的直运要求。企业不但没享受
到关税减免，还可能因不如实申
报而支付罚款。

据了解，上述签证企业与客
户约定以 FOB 贸易方式进行交
易，客户委托海运公司运输，海
运公司提供给收货人和签证企业
的提单均写明是从宁波到印尼雅
加达的直运提单，未标注从香港
转运的信息。签证企业和收货人
对此均不知情。印尼海关发现实

际运输情况与提单不符后要求退
证。

根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原产地规则》，只要船舶经停非
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港口，无
论是否更换船只，都需要向进口
国海关提供相关证明。“香港是中
国的单独关税区，目前还不是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慈溪
检验检疫局有关人士解释说。该
局提醒企业，在办理签证的时候
要对直运规则引起重视，务必拿
到与实际运输情况相符的提单。
如果船舶在非中国-东盟自贸区
成员港口停靠，要向当地海关或
中检公司申请相关证明，以确保
原产地证带来的关税减免真正落
到实处。

不起眼的直运小规则
成了东盟关税减免“拦路虎”

本报讯 （实习生金鹭 记者
张正伟） 近日，上海佛罗伦萨小
镇在甬推介旅游。

上 海 佛 罗 伦 萨 小 镇 坐 落 在
浦 东 新 区 ， 距 离 宁 波 3 小 时 车
程。该小镇运用意大利建筑风
格 的 广 场 、 石 板 路 、 游 廊 拱
廊 、 喷 泉 等 元 素 ， 将 古 罗 马 、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呈现
在游客面前。该小镇荟萃一百

多个欧美品牌商品，此外还有
10 余家不同风味的餐厅，常年
提供地道的意大利美食和其他
欧洲美食。

据介绍，继完成北上广布局
后，上海佛罗伦萨小镇将继续在
国内拓展版图。“今年，小镇将加
大在中心城市周边的推广力度，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购物休闲。”
小镇品牌公关部相关工作人员说。

上海佛罗伦萨小镇在甬推介旅游

为保障消费者放心食用小龙虾，日前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小
龙虾专项检查。图为鄞州区市场监管明楼市场监管所检查人员利用罂
粟壳快速检测卡对小龙虾进行检查。 （殷聪 李超 摄）

本报记者 陈 敏
通讯员 张基隆 郑瑜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对鄞州
人民医院护士孙孝君一家来说，这
绝对是个特殊的节日，因为他们家
中，婆婆、儿媳、孙女三人都是“白衣
天使”，这是她们三代人共同的节
日。

婆婆对年轻护士要求高

婆婆孙崇华今年 76岁，退休前
是鄞州人民医院大外科护士长，35
年光阴，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奉献
给了患者。“当时分管整个大外科护
士，每天要操心的事比较多，几乎没
有时间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孙崇
华说。

孙崇华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她
对年轻护士的要求很高。“从打针台
的物品摆放，到注射技术及服务态
度，都必须不断提高。我们工作辛

苦，但不能成为工作偷懒的理由。”
孙崇华带过的年轻护士个个技

术过硬，她们后来均成为各自岗位
上的中流砥柱，媳妇孙孝君就曾是
她手下的一员干将。在她看来，孙孝
君勤快、耐心，但有时候工作做得不
够细致。

“我说过她，对她严格要求过，
想让她不断提升自我职业素养。”孙
崇华说，“希望当年的严厉让她更明
白护士肩上的责任。”

媳妇晋升至主任护师

1994 年，孙孝君成为孙崇华的
儿媳妇。

在婆婆的严格要求下，孙孝君
迅速成长，从医院的婴儿室、重症监
护室、心内科到现在的护理部，她一
直晋升至主任护师，演绎了护士拥
有最高专业职称的励志史。

“很累！”孙孝君这样形容她做
护士的日子。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

出生之后，一直没时间照顾。有一
次她在杭州一家医院进修，大女儿
在家不小心将热水瓶打翻了，整个
脚背和脚踝被热水烫伤了。电话里
听到女儿的哭喊声，孙孝君忍不住
泪流满面，但还是硬着心肠对孩子
的外婆说：“赶紧用冷水冲，如果
不行就抱到医院找医生看。”

幸运的是，女儿和丈夫都很支
持她的工作，尤其是想起丈夫当初
对婆婆说的那一番话“护士是一份
崇高的职业，我会像当初爸爸照顾
您一样照顾我媳妇”，她内心就觉
得十分温暖。

孙女也戴上了燕尾帽

让孙孝君最开心的是，女儿也
要成为护士了。“我即将接过妈妈
的接力棒，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医
路漫漫，接过燕尾帽的那一刻还真
是感慨万分。三分治疗，七分护
理。白衣小天使，加油。”昨天，

孙孝君的大女儿李冰蕾在戴帽后赶
紧给妈妈发来微信。

在李冰蕾眼里，妈妈是女超
人。从小到大，李冰蕾的家长会，
妈妈没有参加过。就连寒暑假出去
玩，都是由奶奶和外婆带着。

李冰蕾告诉记者，她和双胞胎
妹妹小时候身体特别差，总是生
病，每一次孙孝君都不在身边。有
一次，李冰蕾高烧 40℃，她哭着
要妈妈。看着孙女难受，孙崇华带
着她去了医院，让她远远看了孙孝
君一眼。

“奶奶当时对我说，‘妈妈忙，你
要懂事’。”李冰蕾说，也就是从那时
候起，她认定护士是伟大的。

高考填报志愿时，李冰蕾毅然
选择了护理专业。今年，她将来到
奶奶和妈妈曾经和正在奋斗的鄞州
人民医院实习。

“我知道护士很辛苦，但我不
怕。护士是伟大的，我想自己能传
承下去。”李冰蕾笑着说。

祖孙三代都是“白衣天使”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庞
赟） 今天是第 106 个“国际护士
节”。记者昨日从市卫计委获悉，
宁波市护理学会理事长、宁大医学
院附属医院副院长盛芝仁被评为全
国“杰出护理工作者”。这次有 60
人 被 评 为 全 国 “ 杰 出 护 理 工 作
者”，其中浙江省 2 人。盛芝仁也
是迄今为止宁波唯一获此殊荣的。

盛芝仁从事临床护理和护理管
理已经 36年，凭着对护理事业的热
爱，多年来，她坚持深入临床一线，
把提高护理质量作为工作的重点，
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医院
护理质量各项指标持续提高，在省
市医院检查中成绩名列前茅。在她
的带领下，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开
始推行“温馨护理”模式，护理人员
在对病人进行日常护理时，会更关
注对病人的心理护理。由于护理人

性化，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不断提
高。

2005 年，经群众推荐，盛芝仁
被聘为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
长。可在医院的护理人员心里，盛芝
仁是他们姐姐式的领导，她领着他
们走出传统的护理领域，走向专家
型的专科护理。2009 年，宁大医学
院附属医院在院内一次性开设 8个
专科护理门诊，2015 年增至 11 个。
目前，该院已有 46位护士成长为专
科护士，他们可以和医生一样坐门
诊，不仅在治疗护理上具有不可替
代性，更是医生临床和科研的得力
助手。

58 岁的盛芝仁虽然已不再年
轻，但她从来不曾放弃钻研学习，
先后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
项，学术论文获奖3项，2012年还
被评为宁波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盛芝仁获评全国“杰出护理工作者”
是迄今为止宁波唯一获此殊荣的

“白衣天使”献热血
为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昨日上午，宁海县第一医院60余名白衣

天使以“修身养德·献血致善”无偿献血活动来欢庆自己的节日，旨
在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忠于职业操守、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
人道主义精神，呼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图为护士陈燕静正在献
血。 （李江林 严龙 摄）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周浩） 记者昨天从有关部门获
悉，宁波 （中国） 供应链创新学
院正式成为麻省理工学院(MIT)
供应链管理微硕士项目结业考试
在中国唯一的考点。考试时间为
5月20日，全部采取机考的形式。

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专
业 的 微 硕 士 （MicroMaster's） 项
目于去年 2 月 10 日正式启动。该
项目是为数字时代学习量身订制
的，不设入学要求，课程内容可
以在线观看，并对全世界的学习
者免费开放。课程学习结束后，
如需申请微硕士，学习者需要支
付一笔很少的费用，以获得认证

证书和参加有监考的考试。
据悉，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

管理微硕士项目是一个独立的职
业认证项目，共包含 5 门高强度
的在线课程，包括供应链分析、
供应链基础、供应链设计、供应
链动态、供应链技术。考生若想
最终取得微硕士文凭，还需参加
一次线下监考的结业考试。结业
考试涵盖所有5门课程的内容。

微硕士文凭在职场的含金量
不容小觑，全球诸多知名企业和
机构对微硕士项目表示认可。同
时，该文凭也有助于考生申请在
麻省理工学院本部就读全球排名
第一的供应链管理硕士项目。

创新学院成为麻省理工
微硕士项目结业考试中国唯一考点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顾兴强） 记者昨天获悉，宁波
大学收到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
学中心贺信，该校特聘教授马庆
国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据悉，这是宁波大学首次获此项
荣誉。

国际欧亚科学院成立于 1994

年，在 15 个国家建立了科学中
心。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由世
界著名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
家、管理与社会科学家等组成的。

马庆国现任宁波大学神经经济
管理学研究院院长，成立了我国首
个神经管理学实验室，还带动了国
内一批院校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

宁大特聘教授马庆国
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记
者站张黎升 郑轶文）近日，一个
名为《大白播报间》的节目在华数
电视和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官方微信上线，上线两周
电视点击量超过 2.2 万次，用户数
接近2万，微信点击量千余次。

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受“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夜读
栏目和《朗读者》节目启发，发现往
往倾听比文字更让人印象深刻，更
能理解其中的内涵，于是，该中心
打破传统健康教育传播模式，设计

《大白播报间》栏目，让大家通过声
音接收健康信息，目前已上传 8部
音频。该中心副主任朱平表示：“不
少健康科普知识通过朋友圈转发，
经常真伪难辨，通过我们专业医生
的语音播报，能传播正确的健康理
念和知识。”

为了照顾更多老年群众，《大
白播报间》还创新推出了宁波话版
本。目前，《大白播报间》同步在“喜
马拉雅FM”APP上开设，全国各地
的听众都能收听这档语音健康节
目。

海曙《大白播报间》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