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户年限：

2012年5月

里程显示：

2700公里

车辆配置 ：

2.0T汽油型、 导航

倒、车可视、全景天窗、DVD、陡坡辅

助

推荐理由：

2.0T新款车型，新车

上户价格59万左右， 本车仅行驶

2700公里，车况与新车无异。

销售价格：

49.8

万元

经销商：

成都蚂蚁王二手汽车

公司

热线电话：

15184401128

推荐车型：路虎神行者2

上户年限：

2009年2月

里程显示：

107000公里

车辆配置 ：

3.0T手自一体，导

航、定速巡航、真皮电动座椅、多碟

CD、电动尾门

推荐理由 ：

3.0T发动机动力强

劲，车型美观大方，操控舒适度高，

外观美观大方。

销售价格：

63.8

万元

经销商：

成都蚂蚁王二手汽车

公司

热线电话：

15184401128

推荐车型：宝马X6

上户年限：

2010年8月

里程显示：

53000公里

车辆配置：

2.0T技术型， 天窗、

真皮电动座椅、自动驻车、多功能显

示屏

推荐理由：

2.0T技术型，操控舒

适，2.0T的发动机动力输出强，运动

型外观，非常适合年轻人使用。

销售价格：

25.8

万元

经销商：

成都蚂蚁王二手汽车

公司

热线电话：

15184401128

推荐车型：奥迪A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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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二手车 成都商报二手车超市

上户时间：

2011年1月

里程显示：

18000公里

推荐理由：

车况好，无事故，高

性能跑车，发动机透明机盖，多功能

方向盘， 全真皮内饰， 新车完税价

508万元

销售价格：

348

万元

经销商：

和平二手车

销 售 热 线 ：

028 -81510101

15608055966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车型名称：法拉利458

品牌 车型

发动

机排量

变速器

形式

颜色 初次登记日期

里程

(

公里

)

车辆配置 年审有效期

售价

(

元

)

路虎 神行者2 2.0T 手自一体 黑色 2012年5月 2700

导航、倒车可视、大灯清洗、全

景天窗

2012年5月 498000

宝马 730 3.0L 手自一体 香槟 2009年5月 4500

氙气大灯、自动空调、后排电

视、倒车雷达、定速巡航、导航

2013年5月 498000

三菱 欧蓝德 2.4L 手自一体 银 2008年9月 103500

天窗、拨片换挡、氙气大灯、四

驱

2014年9月 165000

奔驰 GLK300 3.0L 手自一体 黑 2009年12月 40800

恒温空调、大灯清洗、真皮电

动座椅

2013年2月 388000

奔驰 C200 1.8T 自动 银色 2010年1月 76000

多碟CD、 恒温空调、 大灯清

洗、氙气大灯

2014年1月 248000

大众 领驭 1.8T 手自一体 黑色 2011年3月 39000

多功能方向盘、GPS导航、氙

气大灯、泊车辅助

2013年3月 179000

大众 甲壳虫 2.0L 自动 乳白 2010年3月 25000 电动天窗、EPS、真皮方向盘 2014年3月 165000

大众 CC 2.0T 手自一体 黑 2010年12月 42000

电动天窗、定速巡航、GPS、倒

车可视、氙气大灯、运动座椅

2013年1月 258000

奔驰 E300 3.0L 手自一体 灰 2010年3月 45000

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多功能

方向盘、氙气大灯、多碟CD

2013年3月 438000

奔驰 E200 1.8T 手自一体 银 2010年3月 49000

氙气大灯、电动天窗、多功能

方向盘、真皮座椅、自动空调

2014年3月 318000

西雅特 LEON�FR 1.8T 手自一体 蓝 新车未上户 45

"GPS导航,电动天窗、运动座

椅、多功能方向盘"

175000

日产 逍客 2.0L 手自一体 灰色 2010年11月 36000

电动天窗、真皮座椅、恒温空

调、倒车辅助

2014年11月 152000

MINI�

COOPER�

ONE

1.6L 手自一体 蓝 2011年11月 16000 加长版、CD、无钥匙启动 2013年11月 238000

宝马 120i 2.0L 手自一体 银色 2010年9月 53800

多功能方向盘、多碟CD、一键

启动

2014年9月 176000

玛莎拉蒂 GT 4.2L 手自一体 枣红 2011年11月 2000

导航、倒车影像、氙气大灯、电

动真皮电加热座椅

2013年11月 1960000

奔驰 S350 3.5L 手自一体 黑色 2011年5月 11700

天窗、CD、导航、倒车影像、电

动真皮电加热座椅、电动倒车

镜、后排显示屏

2013年5月 1090000

保时捷 卡宴 3.0T 手自一体 红色 2012年5月 6000

真皮电动座椅、BOS音响、罗

盘显示、GPS、全景天窗、免钥

匙进入

2014年5月 1180000

奔驰 GL450 4.7L 手自一体 黑色 2011年7月 32000

天窗、CD、DVD、 氙气大灯、

电动真皮电加热座椅、电动倒

车镜、GPS、电视

2013年7月 1260000

奔驰 SLK200 1.8T 手自一体 黑色 2012年6月 4000

天窗、CD、DVD、 氙气大灯、

电动真皮电加热座椅、电动倒

车镜、GPS

2014年6月 555000

路虎 揽胜 3.0L 手自一体 绿色 2012年2月 8000

天窗、CD、氙气大灯、电动真

皮电加热座椅、电动倒车镜

2014年2月 980000

保时捷 博斯特 2.9L 手自一体 棕色 2011年7月 16000

CD、氙气大灯、电动真皮电加

热座椅、电动倒车镜、软顶敞

篷

2013年7月 678000

丰田 埃尔法 2.4L 手自一体 白色 2010年12月 36000

CD、氙气大灯、电动真皮电加

热座椅、电动倒车镜、导航

2012年12月 568000

宝马 335I 3.0T 手自一体 红色 2011年3月 60000

双门轿跑、天窗、一键启动、双

涡轮增压

2013年 450000

大众 高尔夫R 2.0T 手自一体 蓝色 2012年4月 17000

手自一体、天窗、4驱、运动座

椅

2014年 349800

现代 维拉克斯 3.6L 手自一体 黑色 2012年5月 11000

手自一体、天窗、4驱、DVD导

航

2013年 309800

大众 甲壳虫 1.8T 手自一体 黄色 2010年3月 20000 手自一体、天窗、恒温空调 2014年 176000

奥迪 A1 1.4T 手自一体 巧克力色 2012年5月 14000 手自一体、DVD、自动启停 2014年 189800

一汽-大众速腾 1.6 手自一体 银色 2009年4月 75000

"ESP,真皮座椅、倒车雷达、铝

合金轮毂遥控钥匙"

2013年4月 89000

一汽-大众速腾 1.6 手自一体 红色 2010年1月 79000

天窗、ESP、真皮座椅、倒车雷

达、铝合金轮毂

2014年1月 111800

宝马 X6 3.0T 手自一体 香槟 2009年2月 107000

导航、定速巡航、倒车辅助、恒

温空调、电动尾门、多碟CD

2013年2月 638000

成都蚂蚁王二手车 销售热线

15184401128

宝马 740 3.0L 手自一体 香槟 2011年11月 20000

天窗、CD、导航、倒车影像、后

排显示屏、氙气大灯、电动倒

车镜

2013年11月 978000

大众 CC 2.0T 手自一体 黑色 2011年7月 4700

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DVD

导航、丹拿音响

2013年 280000

百川二手车 销售热线

13980043725

一汽-大众宝来 1.8 手动 银色 2008年4月 52000

天窗、定速巡航、倒车雷达、真

皮座椅、铝合金轮毂

2014年4月 78000

成都曙光二手车 销售热线

028-85862497/13881894097

兰博基尼 LP550-2 5.2L 手自一体 白色 未上牌 8000

CD、倒车影像、氙气大

灯、电动真皮电加热座椅

未上牌 2480000

成都和平二手车 销售热线

15608055966

上户时间：

2012年7月

里程显示：

3000公里

推荐理由：

车况好，黑玻璃顶，

全内饰真皮，座椅带红线，多功能方

向盘， 发动机透明机盖，20寸大轮

毂，新车完税价：480万元

销售价格：

328

万元

经销商：

和平二手车

销 售 热 线 ：

028 -81510101

15608055966

车型名称：兰博基尼560-4�限量版

不要以为二手车就意味着廉价、低档。实际上，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豪华车出现。几百万元的豪车屡见不鲜，

宝马、奔驰、奥迪则更是多见。据二手车商介绍说，通常而言，豪华车的车主换车频率更快，因为他们不太在乎贬值损

失，换车很随意。另外，市场上还有部分豪车是因为车主急需资金周转而卖车的。这部分车主因为急于出手，所以要

价也就不高，所以，二手车市场上，你可以淘到一些很超值的豪华二手车。

（王飞）

二手车也豪华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生活质量方面也有了新的需
求。近几年来，我国私密整形需求量
不断增加，但从整体技术上来说与国
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关注女
性健康怎能忽视女性对生活质量的
高要求？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洽谈与筹备，
2012 年，成都维多利亚女子医院与韩
国一等医院 Roen 妇科医院达成合
作，共同打造 newborn 女性私密整形
维养项目，由此，维多利亚成为中国率
先提供女性私密整形与维养的专业医
疗机构。

◇中韩首度合作
提供私处完美化服务

“整形”是韩国赫赫有名的一张
“国家名片”，从明星到普通人也爱整
容，正是有了如此大量的手术经验，才
造就了韩国整形医生的熟练手术技法。
而起源于上世纪 90 年初的女性私密整
形在现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项单独的
门类，虽然发展较晚但在技术上已经领
先国际水平。

维多利亚女子医院曾多次出访韩
国与Roen 妇科医院展开技术交流，也
正是看中了韩国医生的精湛技艺和丰
富的临床手术经验，双方经过历时一年
多的紧张筹备，才达成合作，使得中国
有了专为女性提供高端私密整形服务

的奢华品牌———newborn 女性私密整
形维养。

为了保证顾客能在 newborn 享受
到与韩国同步的咨询、就诊、手术服务，
韩国 Roen 妇科特地派遣了在韩国医
学界被誉为妇科整形泰斗的宋成旭院
长、金昌二院长、崔株赫院长到中国办
理外籍医师执业注册，并通过我国卫生
部门严格的资质审查。目前，顾客只需
要预约，即可在维多利亚得到三位院长
的亲诊及手术服务。

◇私密健康尊享关爱
newborn 不仅汇聚了中、韩两国妇

产科与整形领域的知名专家，并斥资两
千多万人民币购置了一批世界一流的
私密整形维养设备，包括中国内地目前
罕有一台价值上百万受韩国女性追捧
的HMT，这样的投入在妇科整形领域
堪称奢侈。

“我们知道这样的服务并不是大
众化的，毕竟目前还仅有一部分女性有
这样的需求，因此我们为这样的顾客进
行了精准的定位，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够
满足她们的高要求。”杜伟宏院长介
绍，为了确保每位顾客都能享受到与韩
国Roen 一致的私处完美化服务，new-
born 暂定每天限量接诊 5名女性朋友，
以此保证每一位女性都有足够的时间
与专家沟通，并由韩籍专家制定针对性
的专属手术方案。

Newborn 首席中方专家陈云芬表
示，newborn 的成立，不仅带来了韩国
领先的手术理念、手术方式、顾客服务
及顾客管理等多方面的标准服务体系，
还意味着我国私密整形发展与国际水
平更进了一步。

◇品牌与技术引领行业发展
杜伟宏院长说，newborn 女性私密

整形维养作为中国一家将妇科整形独
立成项的医疗品牌，全面采用 Roen 建
立的整套咨询、管理、手术、隐私保护等
服务体系，让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体会
到与韩国一致的私处整形品牌服务，单
就品牌服务这一点来说，领先于国内妇
科或整形医院。

除了品牌服务，newborn 的技术优
势也让人印象深刻。杜伟宏院长认为，
这是引领行业发展的两大核心基础。
newborn 私密整形手术在微创基础上，
秉承Roen 严谨精细的手术观念，在保
留自体组织原有功能的前提下，不伤害
血管和神经，功能提高的同时还提升器
官的敏感度，让女性生殖器官功能和形
态可年轻 10-15 岁。再加上 newborn 使
用的是目前韩国私密整形临床上广泛
应用的面部整形标准手术材料和眼科
手术级别的医疗器械，与传统手术材料
相比，新型材料与人体有很好的融合
性，减少了术后不适感,达到术后无痕
的美观效果。

国际合作妇科医院服务海内外女性
维多利亚女子医院8年服务西南地区各籍女性近万名特色国际合作妇科项目获好评

英国、美国、加拿大、韩国……细心的市民发现，成都维多利亚女子医院这几年与越来越多的国外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从“薇薇关爱家园”到“特色基因体检”，再到今年的“NEWBORN私密整形”，每一个全新项目的背后都有国际合作的支持，而每

一次国际合作都让维多利亚人深刻体会到：关爱女性健康，一定要从细节做起，细致周到的医疗服务可以带给女性安全、健康和幸福，而
也正是因为这样，维多利亚才完成了在女性心目中的一等妇科医院。

2004 年 8 月，成都维多利亚女子医院
正式成为“薇薇保宫可视无痛人流手术”
西南地区独家授权单位。它由世界卫生组
织与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WHO 人
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共同研制而成，是国
内率先开展终止妊娠的品牌技术医院之
一。

时至今日，“薇薇保宫可视无痛人流
手术”已经走过了 8年时光。

这 8年，“薇薇”成功完美的保护了
80379 位女性的再孕能力；这 8 年，“薇
薇”送出了医护人员近 100 名远赴美国、
加拿大、英国、瑞士学习交流；这 8 年，
“薇薇” 始终坚持按照 “国际 6A 级标
准”严格操控手术流程，率先开创了国内
女性个体差异化分型无痛人流技术，并且

成为女性解决意外妊娠的必选术型之一。
8 年时间“薇薇”荣誉不断。不仅荣

获国际计生委科技进步奖、上海市高新
技术成果 A 级项目奖，成为中国人口学
会推荐的国家发明专利。还在 2012 年 5
月第 72 届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常务
理事会暨妇产科医师论坛上，获得由国
际妇产科联盟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更在
同年受邀参加在韩国举办的“Global
health care korea”高峰会议，并受到知名
人士的接见。

◇薇薇四大分型服务不同人群
全程辅导术后恢复更快
杜伟宏院长介绍，“薇薇关爱”根据每

位患者的个体差异以及职业、身体状态等

方面因素，科学地将人群分类。并为每一位
患者都配备了独立医生，由医生进行一对
一的全程辅导。成都维多利亚女子医院采
用 "一患一医一诊室 "私密环境，全面保
护患者隐私，让患者在温馨的诊疗环境中，
轻松的睡眠状态下接受手术。" 这样可以
消除女性的紧张和恐惧，减轻心理、生理压
力，也充分尊重女性的私权。"
进口纳米材质、国际化超标准层流净

化手术室、微创可视、精准无误……正是
这些条件保证了手术创伤小，因此术后恢
复起来也非常快。杜伟宏院长说，现代女
性在社会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在保证安
全、健康的前提下，尽快地返回工作岗位
是很多女性的需要，而“薇薇”正好满足
了这一需要。

基因（遗传因子）是遗传的物质基
础，是 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上具
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的总称，
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分子片段。基因
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
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基因是生
命的密码，记录和传递着遗传信息。生物
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
与基因有关。它同时也决定着人体健康
的内在因素，与人类的健康密切相关。如
果我们能了解自己的基因情况，我们是
不是就可以知道自己将来患哪些病的几
率较高？进而提早干预、提早预防？答案
是肯定的！

◇PPS分子检测引入成都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女性生理基因

密码正逐步被破解。医学专家表示，这些生

理基因密码信息能够告诉我们未来患什么
病的几率较高，甚至还能预测患病的具体
时间，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预防疾
病发生，科学家把这种高科技手段称为
“分子检测”。2010 年，维多利亚女子医院
将 PPS 分子检测系统介绍给成都女性，于
是开启了一场关于“基因检测”的妇科体
检革命。
“在美国，分子检测用于女性疾病的

预防控制已有 10 多年的历史，宫颈癌、乳
腺癌、卵巢癌等疾病的发病率由此大大降
低。欧洲不少经济发达国家也在积极开展
这项工作，全球目前每年接受分子检测的
女性人数超过 600 万。”谈到为何要引入
PPS 分子检测系统时，杜伟宏院长显得有
些激动，她说，国际上先进的医学手段，需
要有人将它传播开来，她很高兴维多利亚
正做着这样的事情。

◇健康管理管未来
PPS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重点科研项目，

清华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
和华中科技大学、博奥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的尖端科研成果。与传统妇科体检不同，它
加入了分子诊断检测、中医体检、疾病防治方
案、全年健康管理等国际先进的健康项目。
“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可

以提前预判你可能会患的疾病！”杜伟宏
院长说，医疗服务细致的地方已经向未来
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为人类战胜疾病赢得时间。中医也有 ' 治
未病 ' 的说法，我们正用国际先进手段来
践行 ' 治未病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
事情。"她说，PPS 分子检测能够提前 6年
预判疾病，以往因为发现太晚而延误治疗
的悲剧将有可能不再上演。

薇薇关爱国际styleA薇薇关爱

基因检测提前六年预判疾病B特色体检

成都维多利亚妇科医院为更好地为广大女性服务， 特开通了电话及
网络咨询、 网络预约挂号等便民服务， 健康咨询热线：028-6866

6666，028-6859 0888；妇科专家QQ：138543299。

关注生活质量关注女性私密健康
CNEWBORN私密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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