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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健康

健康警示健康常识

本报讯 记者王艳 通讯员严敏报道
日前，记者从杭州市卫计委获悉，杭州市
宣布正式加入“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
成为我国第四个、全球第十个“城市改变
糖尿病”项目伙伴城市。旨在与各国政
府、糖尿病领域专家共同研究并制定，对
抗城市糖尿病高发现象的解决方案。

据杭州市疾控中心 2015 年数据，
2014年杭州市糖尿病发病率为 268.81/
10万，2015年的发病率则上升到344.31/
10万，发病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城
市的糖尿病发病率则略高于农村。

市卫计委专家介绍，糖尿病已成为
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杭州市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糖尿病的防控，提出对糖尿
病这种慢性病防控的认知和管理关键
在基层，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杭州特色
的糖尿病防治手段和措施，积极应对城
市糖尿病的挑战。截至 2017年 10月 18
日，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上已管理19.9346万居民人次，糖尿病患
者管理率约57.32%。

同时，加强基层糖尿病综合管理团
队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全科医生对糖尿
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近几年培养了
69名糖尿病首席全科医师，并对 240名
包括全科医师、专病护师、药剂师、营养
师在内的基层医务人员进行了系列规
范培训。

专家表示，“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
在防治糖尿病领域的先进理念、创新方
式和可产生实际影响的干预措施非常
具有指导意义。未来，杭州将继续立足
本地状况，加强在糖尿病管理专业人
群、糖尿病高危人群、患者以及普通大
众中，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宣
传糖尿病基层管理的必要性。

同时，杭州也将积极与全球其他合
作伙伴城市一起共同努力，在政府、卫
生部门的指导下，开发更多元的防控工
具，与社会各界合力抗击全球日益严峻
的城市糖尿病挑战，共享杭州在这一领
域的城市智慧，更好地为市民健康保驾
护航。

■记者王艳

天冷了，很多老百姓都会开
个膏方补补。浙江医院针灸科副
主任诸剑芳副主任中医师说，其
实，除了中药内服，艾灸也是很好
的冬令进补方法。

诸剑芳介绍说，冬季是“阴气
盛而阳气衰”的季节，是一年中最
冷的时候，人体之阳气收敛，气血
运行缓慢，毛孔闭塞，而艾叶“苦
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此时
选取适宜穴位施灸，能温阳益气，
祛风散寒，健脾补肾益肺，通经活
络，化瘀止痛的功效。

俗话说：“常灸足三里，胜吃
老母鸡”。“冬令灸”养生方法的特
点在于虚寒者能补，有病者能治
病，无病者灸之可以防病益寿，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而且灸
疗法温热舒适，很容易被患者所
接受，适用面更广。

不同灸法，疗效不同。根据
不同的疾病、体质，采用不同的艾
灸方法。常用的包括温针灸、灸
盒灸、药饼灸、隔姜灸、麦粒灸

等。卵巢早衰、脾胃虚寒、畏寒怕
冷的人都可以试试灸补。

因婚姻、生育、事业的多重压
力，不少 30多岁的女性面部会出
现面色暗黄、色斑、痘痘等，同时
手脚冰冷、失眠多梦，还有乳腺增
生、子宫肌瘤等。处于上热下寒
体质，上面长痘痘，下焦宫寒痛
经。对于这类女性患者，可以采
用特色药饼灸来治疗，以祛上焦
虚火而温下焦宫寒，调和气血。

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大，饮
食常常不规律，年轻人经常吃
冷饮或冰凉的食物，容易出现
胃口不佳，腹胀、脘腹痛，大便
不成形等。根据“寒者热之”

“胃喜暖恶寒”的中医理论，在
腹部穴位上用灸盒灸，或者用
辛温的药方制成的药饼灸，温
补脾阳，促使脾胃功能恢复，改
善消化不良等症状。

老年人或者平时体质虚弱的
患者，在冬天寒冷季节，更容易因
为阳气不足，脏腑功能减退，出现
畏寒怕冷，腰膝酸软，关节酸楚无
力等。药粉铺脐灸、督脉铺灸可

以很好地缓解这种阳虚的症状，
因为脐部（神阙），有培元固本、回
阳救脱的作用，而督脉主一身之
阳气，加上本身就辛温壮阳的药
物和艾叶的温热，可以大补人体
阳气，改善怕冷虚弱的体质。

如果本身就患有关节痛的老
年人，或者不注意保暖的年轻人，
出门吹到寒风后，就会加重四肢
关节疼痛，特别是膝关节疼痛、麻
木，还会影响行走运动。在针灸
的基础上如果加上艾柱施灸，可
以将热力通过局部的穴位传达到
关节、肢体的深层，祛除疼痛部位
的寒气。治疗后身体暖乎乎的，
活动也利索了。

■记者王艳

天气变凉了，有不少人开
始觉得口干舌燥，不停喝水喉
咙依然感觉不够滋润。邱女士
就患上了怪病，眼干口干，欲哭
无泪，入冬以来，症状更加明
显。她以为自己是“上火”了，
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原来是患
上了“干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偏爱中老年女性

宁波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
科主任医师邬秀娣介绍，干燥
综合征是一种以侵犯泪腺、唾
液腺等外分泌腺为主的慢性自
身免疫性疾病，又称为自身免
疫性外分泌腺体病。

泪腺受炎症破坏后，会引
起泪液分泌减少，不能保护眼
角膜，就会引起眼睛干涩。唾
液腺受炎症破坏则会引起唾液
减少，引起口腔干燥，经常需要
喝水。由于唾液少，不能清洁
口腔保护牙齿，还会引起牙齿
片状脱落，最后只留下黑色牙
根。

干燥综合征是一个全球性
疾病，在美国，它的发病率仅次
于类风湿关节炎，不是罕见
病。我国约有 1000 万左右的
患者，40~60 岁的中老年女性
居多。在老年女性中，发病率
甚至高达 3%~5%。秋冬以来，
宁波一院风湿免疫科门诊干燥

综合征患者明显增多。

干燥综合征因何而起

邬秀娣表示，干燥综合征
的确切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仍
不清楚，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
为干燥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
性疾病，跟个体的免疫系统功
能紊乱有很大的关系，可能与
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存在一
定联系。此外，和基因有一定
关联。如果父母有类风湿关节
炎、桥本甲状腺炎、红斑狼疮等
自身免疫疾病的患者，那么子
女患干燥综合征等自身免疫病
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

另外，很多自身免疫病可
出现继发性干燥综合征，但最
为常见的是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约有一半左右的类风湿关
节炎患者会出现继发性干燥综
合征，尤其是中老年人。

干燥综合征诊断并不难

如何早期发现原发性干燥
综合征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关心
的问题。邬秀娣提醒，当出现
以下情况时要考虑原发性干燥
综合征：口干和/或眼干，不典
型的关节痛；出现反复的不明
原因发烧、疲劳的症状；近几月
或几年出现大批龋齿或牙齿一
片一片地往下掉的情况等。尤
其是老年女性，需要及时到医
院检查，让医生诊断是否患上

了干燥综合征。
而在年轻患者中，口干眼

干一般不多见，而应警惕血小
板减少、白细胞减少、间质性肺
炎、肾脏病变、脑血管病变、原
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血管栓塞
等脏器受累。

干燥综合征诊断并不难，
只要根据典型的口干眼干症
状，龋齿，干红舌，角膜损伤，并
抽血检查自身抗体，如果发现
相关抗体阳性，结合典型的临
床表现和体征就可以确诊。个
别诊断疑难的患者可以取唇腺
活检，或腮腺造影，以进一步明
确诊断。一般的风湿免疫科医
生都能够及时准确地诊断干燥
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并非绝症，但
拖着不治或有性命之忧

一部分患者，并没认识到
早期的口腔干燥和眼睛干燥也
是一种病，以为就是上火，忌忌
口，吃点清热解毒的药就行，甚
至拖着不治疗。实际上，干燥
综合征并非眼干、口干那么简
单，若不能及时控制好此病，会
带来许多致命的并发症。

邬秀娣介绍，干燥综合征
除了影响外分泌腺体外，还会
影响到全身多个系统和多个
器官。常见的可以累及肺、
肝，以及皮肤、肌肉骨骼、神经
系统、血液系统等，可以出现

皮肤紫癜、全身乏力、关节肿
痛、间质性肺炎、干咳、胸闷气
喘、低钾软瘫、肝硬化、慢性腹
泻、癫痫、腮腺炎、白细胞和血
小板减少等。累及到肾脏，可
引起肾间质的病变，会导致体
内电解质紊乱，出现低血钾、
酸中毒的情况。如果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会导致肾功能不
全，甚至会发展成尿毒症。其
中部分患者可出现严重血小
板减少、大血管栓塞、严重间
质性肺炎，甚至继发淋巴瘤等
恶性肿瘤，这些都可以危及生
命。

邬秀娣同时表示，干燥综
合征不是绝症，到目前为止，虽
然还没有治愈的办法，但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规范随访，通
常是可以使病情稳定并保证生
活质量的。

因此，患者一旦经过风湿
科医生的诊断，明确得了干燥
综合征，就需要在专科医生那
里进行长期随访。病情轻者，
比较容易控制，仅需要服用少
量药物，对日常生活影响不
大。病情重的，尤其是并发脏
器损害的，就需要使用较多的
药物，包括激素类药物和免疫
抑制剂等。这些药物可以稳定
病情，但也有一定不良反应，所
以服药期间，一定要定期到专
科医生那里复诊并严格监控药
物的不良反应。

■记者王艳 通讯员张颖颖

冬季是感染的高发季节，发
热、咳嗽、腹泻频发，出现上述症
状，有人选择去医院就诊，而有些
人却硬“扛”着不看病也不吃药。
殊不知，感冒不及时治疗也伤肾。

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接诊了这样一位患者。53岁
的李女士 4年前查出肾功能不全
后一直定期在门诊复查，遵医嘱
服药，指标控制相对稳定。3天
前因受凉后出现鼻塞、咳嗽、尿频
等症状，以为多休息、多喝水就能

“扛”过去。直到就诊当天清晨出
现高热、怕冷，实在坚持不住，李
女士才决定到医院就诊。

抽血化验结果发现除了感染

指标偏高以外，她之前控制良好
的肾功能指标（血肌酐、尿素）也
较之前有明显升高，既往肾功能
维持在三四期，这一次却一下子
进展到了5期（尿毒症期）。

医生将李女士收治入院。经
检查，李女士的感染部位主要在
上呼吸道和泌尿道。所幸经抗感
染治疗后，患者感染症状缓解，肾
功能也基本恢复到发病前的状
态。

该院肾内科马平悦医生说，
像李女士这样患有慢性肾功能不
全，因某些因素，例如感冒导致短
期内肾功能进展的，被称为慢性
肾功能不全急性加重。引起慢性
肾功能不全急性加重的因素包括
感染、药物、血压波动等，其中感

染占大多数。
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体内处

于一种微炎症状态，且部分患者
曾接受过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治
疗而使自身免疫力低下，一旦出
现感染，大量代谢物质从肾脏排
出加重肾脏负担。找出可逆因素
并予以针对性治疗，可使肾功能
部分恢复，避免过早承受透析治
疗的负担。

马平悦提醒，冬季气温走低，
肾病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
引起呼吸道感染，需要注意预防
感冒。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
定期门诊复查肾功能，一旦出现
感染，需及时就诊。此外，切勿胡
乱服用不明药物，以防导致急性
肾衰竭。

■记者王艳 通讯员王雪飞

性早熟、矮个子、肥胖等儿童生长
发育问题让老百姓格外担心。上周，浙
江省“医联体”建设又有新突破，由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牵头的浙江
省儿童生长发育专科联盟正式成立，联
盟成员名单包括衢州市妇幼保健院、绍
兴市妇幼保健院、温州育英儿童医院
等。这意味着覆盖全省 11个地市的 18
家医院，都能提供优质的儿童生长发育
疾病的诊疗服务，今后看儿童生长发育
更方便了。

浙大儿院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傅
君芬教授介绍，近年来我省儿童生长发
育相关疾病病人量以每年约10%的速度
递增，为满足病人的诊治需求，全省各
级医院纷纷开设儿童生长发育门诊，但
从事儿童生长发育疾病诊疗的医生水
平参差不齐，存在诊治不规范、过度检
查、过度治疗、误诊、漏诊等现象。诊治
不规范既增加社会家庭的经济负担，也
对患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作为亚太儿科内分泌学会秘书长
及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

代谢学组副主委、中国妇幼协会儿童疾
病与保健分会副会长，傅君芬希望通过
儿童生长发育专科联盟建设，让老百姓
放心在基层联盟医院就医，不用舟车辗
转跑到杭州看专家门诊。

如遇到小朋友疾病比较棘手，联盟
医院是否有能力解决呢？傅君芬介绍，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基层医生可以第一
时间联系省级专家进行网络会诊，为孩
子提供最权威的治疗方案。必要时，孩
子随时可通过“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
转到浙大儿院内分泌科治疗。同时，在
杭州确诊过的患儿也可以通过专科联
盟的“随访管理”，转诊到家附近的医院
进行复诊。

作为专科联盟的牵头单位，浙大儿
院院长舒强也表示，该院是我省儿童生
长发育相关疾病诊治最早的单位，对儿
科内分泌的临床诊治和科研水平已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希望通过浙江省儿童生
长发育专科联盟，能在医疗技术、人才培
养、科研教学、信息建设、转诊机制等方
面进行优质资源输出，最大限度地发挥
国内一流技术和管理效益，造福广大基
层患儿。

■记者王艳 通讯员沈笑驰

日前，由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发起组织，全国名中医、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风湿病科带头人范永升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全科带头人李俊伟教授，
浙中医大二院院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泌尿男科带头人吕伯东教授共同牵头，
联合省内 223家医疗机构，分别成立了
省中西医结合风湿病科专科联盟、省中
医风湿病科专科联盟、省中西医结合全
科医学专科联盟及省中西医结合泌尿
男科专科联盟。

浙中医大二院院长、浙江省中西医
结合泌尿男科专科联盟牵头人吕伯东
教授表示，近年来该院利用医教研结合
一体化平台，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走
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其中，风湿病、全
科医学、泌尿男科为代表的一批重点专
科、学科已发展成为“国字号”的重点专
科、学科，这为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
的专业技术支撑。

专科联盟成立后，各联盟将会把

“国家队”学科优势、临床专科特色和诊
疗技术更快空降基层，通过联盟专家资
源共享、临床资源共享、科研资源共享
和教学资源共享，加强基层的专科人才
培养，提高专科专病的救治能力，把“升
级型”医联体工作坐实；另一方面，专科
联盟将着力搭建联盟内就医的“直通
车”。比方说在泌尿男科疾病方面，专
科联盟内基层医院转诊到浙中医大二
院的住院患者可以优先安排住院；基层
诊断和治疗困难的可以通过“绿色通
道”转给上级医院，明确诊断和治疗方
案后，再转回基层医院，从而真正打通

“分级诊疗”，也让全省范围内的患者能
切实享受到“联盟”带来的便捷、优质服
务。

另外，让同一学科专业的医生有了
合作交流的“朋友圈”，甚至可以是医生
团队间“点对点”的联系，专科合作可以
更为紧密、高效；基层医生除了获取自身
业务能力提升，强化对疾病诊断、规范化
治疗的能力，对于疑难病症转诊，也能够
给患者提供更快速、精准、同质化的就医
选择。

邬秀娣，宁波市
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
生导师，宁波市医学
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浙江省医学
会风湿病学分会委
员。

曾在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及附属医院进
修学习，对类风湿关
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等关节病的诊断及治
疗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同时对干燥综合
征、红斑狼疮、硬皮
病、血管炎、皮肌炎、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等
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诊治也有独到的
见解。

冬季口干、舌燥、欲哭无泪是“火重”所致？

别把“干燥综合征”当“上火”
此症虽无法治愈，但早防早治能保证生活质量

感冒“扛”着不治易伤肾

艾灸也是冬令进补好方法

我省成立“国字号”
领衔的专科联盟

将给患者提供更快速、精准、同质化的就医选择

杭州成为全球第十个启动
“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城市

省儿童生长发育
专科联盟成立

今后看儿童生长发育更方便了

■记者王艳

每每天气骤变，阴
雨连绵的时候，常常听
人们念叨：我是不是得
了风湿？嘉兴市第一医
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
任医师王宏智介绍，人
们所念叨的风湿也就是
指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
个涉及多系统、多器官
的疾病，治疗这种疾病，
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
程。尽管类风湿关节炎
的治疗已经突飞猛进，
但仍有很多患者听信传
言，形成错误的理念。

有些人认为，患了
类风湿，十之八九要残
废，或者认为类风湿关
节炎是治不好的。王宏
智说，类风湿关节炎是
一种慢性疾病，虽然目
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
正确治疗大多可以控制
稳定。多数风湿病都需
长期防治，有时治疗效
果不会立竿见影，有些
患者发现服药多、效果
慢、易反复，便产生了

“治也治不好，不治也不
要命”的错觉。

类 风 关 治 疗 要 及
早、“标本兼治”。用于
治“本”的药物，往往要
2~3 个月才起效。因此
早期积极、合理用药是
减少致残的关键。绝大
多数患者在规范、系统
的治疗下都能达到临床
缓解，且不影响正常生
活。对于部分很严重的
类风湿患者，或未坚持
正规治疗的患者，如果
导致关节畸形，功能减
退，建议通过手术进行
治疗。

还 有 不 少 患 者 认
为，关节痛加上类风湿
因子阳性，就是类风湿
关节炎。王宏智表示，
这不一定正确，类风湿
因子本质上是一种自身
抗 体 ，由 淋 巴 细 胞 产
生，参与免疫复合物的
形成。它在类风湿关节
炎中的阳性率为 80%左
右，是重要的诊断参考
指标，但不是特异的诊
断条件，有 5%的正常老
年人也可阳性。随着年
龄的增高，阳性率可增
高，年龄超过 75 岁的老
年人，阳性率可达 20%
以上。所以，类风湿因
子高并不意味着类风湿
关节炎，一定要客观分
析。

有些患者感觉关节
痛不想动，天天卧床休
息。王宏智表示，类风
湿患者在关节肿胀的急
性期需要休息，过了急
性期，应做适当的锻炼，
以保持体质和恢复关节
功能。否则关节功能会
逐渐退化，出现关节的
僵直、变形，甚至肌肉的
萎缩。建议缓解期的患
者，在不感到疲劳的前
提下，可适当进行体育
锻炼，做一些针对腕、
肘、髋、膝、踝关节的屈
伸运动，也可以做理疗，
减轻关节疼痛，促进肌
肉放松，同时改善关节
活动度。

另外，在日常生活
中，还有很多方法可以
减少类风湿关节炎带来
的痛苦。比如患者要注
意保暖，注意改善居住
环境，保持室内通风、干
燥。避免受凉、感染引
起病情反复等。

类风关要残废？
标本兼治可避免

遗失2016年07月25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金华大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703092332140R，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12月17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金华市金东区坤银工艺品厂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703620031347，声明作废。

杭州瑞玻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10045918201，开户行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西溪支行，账号：3310010240120100034210，声明作
废。

临 安 市 星 光 电 器 材 料 商 店 ，注 册 号 ：
330185600013216不慎遗失由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3年5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一份，声明作
废。

杭州富阳诚和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由杭州市富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1月1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83070969482T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乾屹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330181328213894，声明作废。

浙江科瑞进出口有限公司（账号394862940673）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10045214504，开户银行为中
国银行萧山支行；同时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声明作废。

浙江科瑞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3018178531763X；同时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78531763-X，声明作废。

浙江科瑞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萧 山 分 局 2015 年 04 月 2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181000404193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乐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

认缴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1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杭州乐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南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

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减至10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南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终止解散清算公告
嘉兴新鼎明拾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原准备申请注销登记，于2016年4月
15日向登记机关办理了清算组成员备案手
续，并于2016年4月16日在《浙江工人日
报》上刊登了《 解散清算公告》。现全体股
东一致决定终止清算、恢复经营，取消
2016 年4月15日的清算组成员备案。特
此公告。
嘉兴新鼎明拾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12月12日

公告
杭州茂轩服饰有限公司于2017年05月10日

在《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注销清算公告，现经本
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撤销原注销清算公告及

取消清算组备案，公司将继续经营。特此公告。

杭州一族光学眼镜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
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亚琳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
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专致健康护发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
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龙泉市华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龙泉市华顺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德清县莫干山镇立新茶叶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已决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合作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德清阴山坞林业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已决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合作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德清三眼桥林业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已决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合作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德清中峰林业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已决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合作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德清钓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公告
德清钓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全

体合伙人研究通过，决定注销本企业，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企业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企业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长兴厚泽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本股东会（出资人）已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合志纺织品有限公司股东于2017年12月

5日决定解散，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席文，联系电话：
13305857775，地址：绍兴市镜湖新区菱智镇全心
村，邮编：312000。

绍兴合志纺织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12日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精古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7年12月8

日决议解散，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阿旭瓦尼·拉查德·金格尔，联系电话：
13065582424，地址：绍兴县柯桥金柯桥大道绍兴世界
贸易中心A幢A1-17F-05室，邮编：312000。

绍兴精古进出口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12日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县力威巨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7年11月22日决议解散，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何保琼，联
系电话：15606750168。

绍兴县力威巨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12日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乐硕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7年 11月22日决定解散，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傅婷怡，
联系电话：15205850952。

绍兴乐硕进出口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12日

减资公告
绍兴万羊毛纺有限公司根据2017

年12月11日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
册资本从550万元人民币减至5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绍兴万羊毛纺有限公司

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
繁君机械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6660万元；合并前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1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州禾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存续，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禾
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660万元。杭州禾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
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
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
繁君机械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6660万元；合并前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1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州禾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
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660万元。杭州禾
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合并后的杭州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繁君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莱爱迩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由绍兴市上虞区于2014年 03
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682000155570；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330682307411496；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和副本，代
码号：307411496；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G10330682003390305；
遗失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曹娥支
行基本开户许可证 1 份，核准号
J337200339030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