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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由于肿瘤患者特殊的病情，选择
产品务必要求不能违禁添加化学成分。另外，
如果重要原料把关不严，或加工工艺落后，将
可能给中药类滋补品带来农药残留与重金属
污染，从而严重危害肿瘤患者健康。选择中科
灵芝大品牌让人放心。
二、有效。肿瘤患者要考虑其对病情有效。

中科灵芝是有助于抑制肿瘤及调节免疫力（尤
其细胞免疫调节）的中药，对肿瘤病人的康复
有利。
三、无毒。是药三分毒，因此选择不当反而

给病人的健康带来损害。中科灵芝无毒、性温
平的中药。

并非每一种灵芝产品都有抑制肿瘤和细胞
免疫调节作用。灵芝产品的原料及加工工艺的差
异，导致灵芝质量与效果相差几倍乃至几十倍。因
此，中科灵芝的特点是：
1、强大的科研背景。中科灵芝系列是由南

京中科相关院所及其科研人员研制生产的，荣
获数十项国家发明专利，拥有一系列的自主知
识产权。中科集团被授予高新技术产品认证。
2、领先的科技水平。中科灵芝科技成为中

科的独门绝技：1、中科太空灵芝育种技术世界
独创，大大提高了灵芝的有效成分；2、中科灵
芝孢子发明“无干扰破壁技术”，采用特殊的物
理破壁法，保证了产品的高纯度，有效率更高；

3、中科灵芝孢子油CO2超临界萃取技术世界
独创，受国家专利保护20年；4、灵芝孢子油指
纹图谱世界独创，突破中药有效成分不确定的
缺陷。
3、17年市场验证，众多消费者信赖。中科灵

芝孢子、中科爱特、中科灵芝孢子油获得十七年
市场验证和各级别科研机构的科学支持。中科灵
芝系在全国都建立了健康服务中心，并在美、日、
韩、英等20多个国家建立销售机构。很多患者
说：我相信科学，所以选择中科。

中科灵芝孢子油组方适用人群：1、接受手
术、放、化疗期间；2、手术、放、化疗结束后5年
内；3、不能手术、放化疗只能保守治疗的患者。

中科灵芝 让肿瘤患者度过一年又一年
畅销十七年 功效显著

为庆祝南京中科集团成立31周年，中科灵
芝上市17周年，集团回馈社会各界及肿瘤患者
对中科灵芝的支持和信赖，现面向全市发病一年
以内及正在住院治疗的肿瘤患者举行试服中科
灵芝孢子粉体验活动。多年来，因为其优良的品
质和良好的口碑，目前绝大部分的肿瘤患者在服
用中科灵芝抗肿瘤生物制剂。与中科灵芝一路同
行的中科会员，在全球有120多万人。他们是中
科灵芝稳定功效的最好验证！中科灵芝孢子油
也是人类共享的生命财富。

鉴于中科灵芝成分明确，功效稳定，为了让
更多的常州患者彻彻底底感受中科灵芝的优良
品质和持久功效，即日起可凭本人身份证及病历
申请领取价值 1440元的中科灵芝孢子粉 3瓶
（每人限领一次），详情请致电0519-88173855

新发肿瘤患者可免费领取中科灵芝孢子粉

中科专卖：常州市局前街50号（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对面）电话：0519-88173855 友情提醒：为防假冒，请在中科灵芝专卖店购买，并认准中科商标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分别于2015
年 3月 30日 10时至 2015年 3月 30日
22时止（延时除外）、2015年4月8日 10
时至2015年4月9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
告如下：

一、2015年 3月 30日 10时至
2015年3月30日22时（延时除外）拍
卖标的物：
1、宝马WBAKB410小型轿车1辆；
2、风神牌EQ7202BA小型轿车1辆。
二、2015年4月8日10时至2015

年4月9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天宁区和平北路135号1617
室房产（建筑面积52.12㎡）；
2、常州市天宁区龙湖·香醍漫步115幢

3201室房产（建筑面积137.74㎡）；
3、常州市天宁区龙湖·香醍漫步115幢

3202室房产（建筑面积217.02㎡）；
4、常州市天宁区天鹅湖花园4幢甲单

元202室房产（建筑面积97.19㎡）；
5、常州市新北区常信怀德名园2幢乙

单元1001室房产（建筑面积139.461㎡）；
6、溧阳市燕山大厦第六层F座房产（建筑

面积107㎡）；
7、溧阳市燕山南村文化路5幢公建房

产（建筑面积138.50㎡）；

8、拆分拍卖常州市戚墅堰区汇龙湾家
园5-1号（建筑面积127.84㎡）、5-3号（建
筑面积138.60㎡）房产；

9、整体拍卖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
721号1幢4316—4322号、4346—4353号
共计15套房产（总建筑面积774.69㎡）。
三、信息查询：
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卖

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
//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579394。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15年3月27日

下午 2时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
络 拍 卖 平 台 （网 址 ：http://pm.
caa123.org.cn）举行网络拍卖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常州宝马机电有限

公司的进口彩管生产线、29寸生产线
等机器设备和存货，系第五次拍卖，参
考价约为评估价的4折。
二、注意事项：公告之日起接受咨

询、展示，请预约看样。竞买人须于
2015年 3月 26日下午 4时前持有
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和交纳拍卖保证金至指定帐户。咨询
电话：13775629871（陈先生）。

常州中天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9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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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进行最后的装修扫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