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世纪汽车城二手车价格行情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环城南路东段1055号 电话：13646617555

日期：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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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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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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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轿车A4

A4

宝马528

宝马X5

北汽JB40

本田思域

奔驰E200

高尔夫旅行版

大众速腾

东南菱悦

丰田锐志

路虎神行者进口

马6

尼桑D22

起亚K2

荣威350

三菱菱绅

科鲁兹

排量

（L）

1.8

2.0

2.0

3.0

2.3T

1.8

1.8T

1.4T

1.6

1.5

2.5

3.2

2.0

2.4

1.4

1.5

2.4

1.4T

排挡

手自一体

手自一体

手自一体

手自一体

自动

手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手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手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颜色

蓝色

白色

黑色

香槟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银色

白色

黑色

蓝色

黑色

蓝色

蓝色

银色

香槟色

黑色

蓝色

初次

登记

2006.06

2013.05

2013.02

2008.12

2018.01

2007.01

2011.09

2012.02

2017.05

2016.03

2006.08

2011.02

2009.06

2007.08

2013.08

2013.12

2008.05

2017.02

里程

（万公里）

8.5

3

12

12

2

10

12

8

0.07

2

8

13

12

8

7.8

5

8.5

2

零售价

（万元）

4.98

17.2

24.5

17.88

13.8

4.2

15.8

11.8

11.8

4.2

6.6

16.8

5.8

2.98

5.8

4.98

3.88

9.4

我司开发的项目备案名：春森苑，项目推广名：龙湖.春森印
象已通过政府部门验收，具备交付条件。项目的交付集中办理时
间为2018年12月29日至12月31日，请您如期到春森苑项目现场
办理交付手续。具体详情请致电交付咨询电话：0574-89212878。

特此公告。
宁波龙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宁波龙湖春森苑交付公告

我司开发的项目备案名：滟澜海岸 （四期），项目推广
名：龙湖.滟澜海岸.滟澜星街已通过政府部门验收，具备交付
条件。项目的交付集中办理时间为 2018年 12月 31日，请您如
期到滟澜海岸项目现场办理交付手续。具体详情请致电交付咨
询电话：0574-89212878。

特此公告。
宁波龙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宁波龙湖滟澜海岸（四期）交付公告

遗失镇江医学院本科毕
业证书，证书号 942002，声明
作废。 王子瑜

遗失企 业 境 外 投 资 证
书，编号：商境外投资证第
3302201000078 号 ， 声 明 作
废。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遗失 财 务 章 ， 号 码 ：
3302110028843，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明璐标识印
刷有限公司

遗失宁丰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书，持有本合作社
股 份 164 股 ， 声 明 作 废 。

林春静
遗失宁丰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书，持有本合作社
股份 1313 股，声明作废。

林佩英
遗失由泛亚班拿国际货

运代理 （中国） 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签发的一式三份正
本 提 单 ， 提 单 号 ：
NGB594701，航名航次为：
MOLBENEFACTOR
VOY 846W，声明作废。
宁波市君锋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 1 份，
船 名 航 次 ： CMA CGM
GANGES 0JX0RE，提单号：
APLU719321933，声明作废。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号
码：02060139167，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盈
胜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 1 枚，法人：
陳必勝，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盈
胜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 张，
发票号码为 00444801#，发票代
码 为 3302162160， 声 明 作 废 。

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宁波予甬联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
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甬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宁波品格服饰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22000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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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种一次可以检测 13
种呼吸道病原体多重检测试剂盒

（PCR 毛细电泳片段分析法） 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该产品检测靶点涵盖
呼吸系统感染常见的 11 种病毒及
支原体、衣原体细菌，是我国获批
的最全呼吸道病原体多重核酸检测
试剂盒，创新目前该领域检测技
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据悉，该技术由宁波海尔施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突破。这是公
司成立之初就开始研发的试剂盒，
历经八年，投入费用近5000万元。

突破创新 可一次检
测13种呼吸道病原体

“不用抽血，只需取一点痰液
或咽拭子样品，就能一次检测出患
者体内感染了哪种呼吸道病原体。
最快 4 小时出结果，最多 1 天可以

完成 384 份标本检测。”据宁波海
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
勇博士介绍，以往的呼吸道病原体
核酸检测顶多检测 2 种至 3 种病原
体，漏检率较高，而这款新上市的
试剂盒包罗了对社区获得性肺炎常
见的 13 种病原体的检测，可有效
解决以往临床实践中因技术手段无
法查到的呼吸病源确诊的问题，有
助于早期诊断。

12月 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
届亚太儿科呼吸学会年会上，海尔
施基因科技的这一产品引起密切关
注。多位国内临床顶级专家参与成
立了“呼吸道病原学诊断专家顾问
组”，将为临床需求的早期病原诊
断提出系列专家见解和解决方案，
同时为提升国内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药物合理应用作出积极努力与探
索。可以说，海尔施这个能一次检
测 13 种呼吸道病原体多重检测试
剂盒实现了明确病原、早期诊断、

了解病原体流行病发展趋势等多重
临床应用意义，尤其是在关注中国
儿童呼吸道感染及早明确病因科学
给药方面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目前国内多家医院已经采用了
这项检测技术，临床应用于儿童呼
吸道感染病原体检测。

宫颈癌检测技术引领
新趋势

海尔施基因科技也同时关注女
性健康领域的核酸检测，开发了一
款人乳头瘤病毒 （HPV） 分型检测
试剂盒，并取得了国家三类体外诊
断医疗器械注册证。这款试剂盒是
全球首款以 E6/E7致癌基因为检测
靶点的高新技术，可同时检测并准
确分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明确的18种中高危HPV型别。“宫
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的癌症，
由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引起，因

此也是唯一清楚知道可如何预防的
癌症，HPV检测在宫颈癌预防中非
常重要。市场上取得中国药监注册
证的 HPV 检测产品众多，大部分
产品以衣壳蛋白基因 L1 作为检测
靶点。海尔施自主研发的 HPV 分
型检测试剂盒，以 E6/E7 DNA 作
检测靶点，可以避免高级别病变的
HPV 漏检，带给患者更为准确的
检 测 结 果 。”据 吴 勇 博 士 介 绍 ，
HPV E6/E7 DNA 分型检测试剂
盒获得了中美发明专利，在宫颈癌
的预防检测上被广泛临床应用。

今年 9 月，中华医学会第十四
次 全 国 检 验 医 学 学 术 会 议

（NCLM）、2018 年泰山科技论坛—
“输卵管-卵巢及宫颈疾病”专题会
议、广西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分别在大连、济南、北海
同期召开。三大学术盛会上，宁波海
尔 施 基 因 科 技 研 发 的 HPV E6/
E7 DNA 检测产品在临床应用中
的优势得到多位业界行家的肯定与
分享。

目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
市，国家级、省级等多家大型医院
已采用海尔施基因科技的 HPV 分
型检测技术，用于宫颈癌的检测。

关注更多基因领域
研发在路上

基因科技不仅仅是妇幼领域的
医疗科技与应用，还可以关注我们
的日常生活。比如 ALDH2 酒精代
谢相关基因检测，还可以检测一个
人的酒精代谢能力。据海尔施研发
人员介绍，只要用棉棒在口腔壁涂
抹几下，就可以通过仪器检测采集
到的数据，科学分析出你的健康饮
酒能力。这对社会上经常为应酬喝
酒伤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科学依
据，能更好把握喝酒“段位”，保
重身体。据介绍，在北上广等城市
已有不少医院和体检中心开展这类
基因检测服务，受到用户好评。

“根据基因在生物遗传等方面
的特殊性，公司的业务主要布局在

个体识别/公共安全和精准医疗两
大板块，开发出了用于个体识别及
公共安全等多方面的检测技术，如
亲子鉴定、人员数据库服务、酒精
代谢基因检测等，涉及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目前，公司已形成了法
医 DNA 检测、感染性病原体检测
以及药物基因组学三条主要产品
线，并已全线上线生产。”吴勇表
示，公司的核心就是研发基因领域
的技术创新产品，致力于多重领域
的应用与服务。

比如，公司凭借研发成功的人
类 STRtyper 系列、SureID 系列等
DNA 检测科技产品，跻身中国三
大法医 DNA 试剂厂商之一，成为
国内首家将 DNA 检测试剂盒销往

国际市场的中国法医 DNA 试剂制
造商。

“其实，我们一直专注于研发
发明！”他说，公司从成立之初一
直都是立足于自主的技术和品牌，
针对在医疗和公安领域还未解决的
问题去研发基因科技领域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只有不断投入研发，
才可能让我们公司在产品和技术上
具有竞争优势。”海尔施作为宁波
一家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每年至少
花费 3000 万元用于研发投入。去
年，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接近销售
收入的 20%。截至目前，公司已获
得国内发明专利 26 项，美国发明
专利1项。

（范红飞/文）

可一次检测13种病原体 填补国内空白

专注“基因科技”这家宁波企业获国内外专利27项

海尔施基因科技主要产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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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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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人乳头瘤病毒 （HPV） 核酸检测及基
因分型试剂盒 （PCR毛细管电泳法）
CYP2C19 基因检测试剂盒 （PCR 毛
细电泳片段分析法）
ALDH2 基因检测试剂盒 （PCR 毛细
电泳片段分析法）
人乳头瘤病毒 （HPV） 核酸检测及基
因分型试剂盒 （PCR 毛细电泳片段
分析法）
13 种呼吸道病原体多重检测试剂盒

（PCR毛细电泳片段分析法）
人类 STRtyper-21G 扩增荧光检测试
剂盒
人类 STRtyper-27Y 扩增荧光检测试
剂盒
SureID®PanGlobal 人类 DNA 身份鉴
定试剂盒
STRtyper-23comp常染色体补充位点
试剂盒
SureID®Compass人类 DNA 身份鉴定
试剂盒
SureID®PathFinder 扩增荧光检测试
剂盒
SureID®QuickLine 扩增荧光检测试
剂盒
SureID®PathFinder Plus 扩增荧光检
测试剂盒

证书
国械注准

20163400305
国械注准

20163400462
国械注准

20163400304

国械注准
20173403364

国械注准
20183400518
GA证书：

V201203305000039

GA证书：
V201503305000052

GA证书：
V201603305000054

面世时间

2016.2.5

2016.3.1

2016.2.5

2017.12.6

2018.11.20

2012.11.16

2014.12

2015.9.28

2016.3

2016.8.5

2016.9

2017.7

2018.8

海尔施研发人员正在专注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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