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为帮助众多牛皮癣患者早日

脱离病魔，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权

威部门出资500万元作为补贴在全国开展免费

救助活动，从即日起延迟到2014年1月15日前
5000名报名患者享受免费领取(只需缴纳成本

费、物流费等相关费用)。科研背景：聚集国内

外各大媒体报道，清华大学医学研究总院牛

皮癣康复中心联合首都医科大学等国内外50

多家最知名、权威的皮肤病专家针对牛皮癣

发病机理和人体遗传基因与气候、环境等原

因将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高科技相结合以

【内清脏毒、外疗肌肤】为病理，从千余种纯天

然名贵中草药中提取有效成分，采用现代美

国纳米高新微渗透技术，反复试验，成功研制

出彻底治愈抑制复发无任何毒副作用的纯中

药制剂【益肤净癣丹】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为

国药准字，卫生部门指定用药。

【益肤净癣丹】通过全国众多医院10多万例

患者临床验证具有以下特点：1、能明显提高机体

免疫力，从而提高自身抗病能力，抑制复发。2、内

清脏毒，外疗肌肤，直达病灶，体内净血排毒药效

直接作用于腑脏及血液中，促进血液通畅。3、药

力强劲，疗效确切，能迅速杀灭表层病菌原体，捣

毁病菌繁殖的环境。4、可使皮损部位色素沉着完

全清退，杜绝了服用其它药物不能消除表面残

留病毒从而引起复发的根源，这是以往其它任

何药物达不到的效果。5、标本兼治，无任何毒副

作用，不需忌口，保证健康体质，在享受生活中达

到康复。无论患者病史长短，病情多重，服用7-15

天都可见明显疗效，一般3疗程均可达到康复停

药，这一科研成果创下了医学奇迹。

◆郑重承诺：为保障患者的利益，凡服用

我院药品的患者都实行会员制治疗，全程保障

您的治疗效果，免去患者的后顾之忧，由保险

公司盖章承保。凡使用15天无效者可无条件全

款退回，治愈后15年内复发反弹者均可免费治

疗，直到彻底痊愈。

免费领取热线：010-51297588
010-51297599

联系人：张教授 李教授 胡教授 冯教授

详情请登陆： www.npx2003 .net

诊疗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育菲园甲4号

全国牛皮癣免费康复工程全面启动
—★30年的牛皮癣—3个月好了!★— 御品膳食通—

定时从容 办大事
膳食平衡 自然通

御品膳食通(膳食粉)是在御品膳食通胶囊原方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升级而成，纯度更
高，口感更好。提高利用率后，以较少服用量，使大便更滑顺，更舒适。

健康常识：“膳食平衡，自然畅通，切忌一泻了之”。专家建议“晚餐后加食御品膳食通，养成
每日上午定时、规律、自然、舒适排便的良好生活习惯”。御品膳食通为纯膳食粉，不含配方以外
任何其它成分。每加工一公斤本品，需使用几十公斤“黑豆、马齿苋、芹菜叶、金银花、山楂、海藻、
绿茶、菊花”等食材(可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发挥“多种膳食纤维，助消化不上火碱性食物”
协同作用，达到膳食平衡，畅通大便的目的，作为膳食补充剂，御品膳食通食用量可任意调整，
随大便舒适度增加而逐步减量，一般每天晚餐后即可补充一次，第二天早上定时规律自然排
便。服用一个周期(3-6个月)以上，可做肠镜检查发现，黑肠明显转变向健康红润。

可见御品膳食通和其他产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御品膳食通荣获国家商标和发明专利，
专利号：ZL201210112836 . 1)。

凡到天膳中华药膳食品网社区体验店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免费试用三天(需现场咨询
根据个体差异调整初期服用量)。按周期购买的新顾客，七日内不满意可全额退款，外地新顾
客可申请先服用后付款。

御品膳食通烟台体验店：新闻中心上夼东路与四眼桥街十字路口西50米路北

咨询电话：15965154859

大便不畅
免费试用

本专利属天津天膳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全国热线：4000-6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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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12日来阳光100逛2014年新春年货会吧

老老百百姓姓最最中中意意的的年年货货这这里里全全有有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孙芳芳) 新年快到了，东奔西
跑置办年货成为一件累人的活
儿。2014年1月11日、1月12日，来
阳光100逛2014年新春年货会
吧，老百姓呼声最高的年货都
在这里。

“过年虽然高兴，但也确实
挺累人，前前后后光置办年货
就得半个多月。”一到年底，市

民钱女士就到了最忙碌的时
候，除了打扫卫生外，最让她觉
得疲惫的就是一趟一趟去置办
年货。

“到海鲜市场上去批发点
鲅鱼、带鱼，农贸市场上去买点
牛肉、羊肉，灌点香肠，还得去
超市买点酒、糖果。”说起一趟
趟地置办年货，钱女士就无奈
地直摇头。

“要是能有个地儿，一下子
把需要的年货买个差不多，不
用东奔西跑一趟趟往家搬就太
好了。”和钱女士一样，不少市
民都希望能够跑一趟就将需要
置办的年货买齐了。

为了了解老百姓的真正需
求，本报进行了“过年必备年
货”调查。千名读者参与问卷调
查，通过邮箱、电话、微博、微信

等方式评选出了自己最中意的
年货品类和品牌。

如果你想轻松置办年货，
到阳光100逛2014新春年货会
吧。2014年1月11日、12日，在阳
光100B座C座连接长廊，40余个
品牌、500多个品种的年货齐聚
2014年新春年货会，不用东奔
西跑，让您一站式买齐老百姓
呼声最高的年货。

刘盛兰感动中国

专题片拍摄完毕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刘清
源 ) “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评
选”投票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共在4

家网站上设立了投票站,分别是央
视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烟
台招远拾荒助学的九旬老人刘盛
兰入选32组候选人名单。目前，刘
盛兰的央视专题片已经拍摄完毕。
截至26日19：00,刘盛兰在央视网获
得140473张投票 ,位列第9名。如果
您也曾被刘盛兰的事迹所感动,可
以给这位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侯艳
艳 通讯员 福基 林山 ) 近
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召开了

“争创美丽户籍窗口、争当文明服
务明星”动员大会。从12月24日起，
该分局在全局21个户籍窗口开展
争创活动，从而实现群众满意度大
提升。争创活动结束后，将评选确
定三个五星级户籍窗口、五个四星
级户籍窗口、六名文明服务明星。
今后还将每半年进行一次评定挂
牌，年终评选一次文明服务明星。

芝罘公安全力打造

“美丽户籍窗口”

艾菲斯牛排自助西餐厅，吃货
们的福地！十几款牛排，百余种自
助美食，精品西点、水果、沙拉，更
有勇闯天涯随便畅饮！

亲爱的吃货达人们，准备好你
们的胃口了吗？快快拨打报名电话
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让我们
用饱饱的幸福感迎接2014年吧！我
们的口号是：“扶墙进，扶墙出！”

本期吃货达人试吃地：艾菲斯
牛排自助西餐厅

试吃人数：10人，年龄在18-35

岁之间
试吃地点：南大街振华购物中

心10楼
试吃时间：12月30日18：00

报名电话：1 8 6 1 5 9 6 3 9 6 6、
6791392

第5站咱去吃牛排

雪雪中中护护卫卫

26日清晨，烟台市区开始
降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再次
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
市1200多名民警全部上岗，设
置岗点510处、巡逻组85个，保
证早高峰出行畅通，开展“护
卫天使行动”，重点做好市区
学校门前路段的疏导工作。图
为交警护送放学的小学生安
全过马路。

本报记者 于飞 通讯
员 交警宣 摄影报道

烟台市食药监、公安局、法院三部门联手———

今今年年共共破破获获食食药药类类
大大案案要要案案1166起起 吃货达人试吃记

相关新闻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宋佳 通讯员 王峰) 为保
障食品药品安全，烟台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
称市食药监 )今年与市公安
局、市法院联手，集中突破大
案要案 1 6起，涉案货值 2 1 0 0

余万元。
自今年7月22日开始，市食

药监先后接到海阳市、黄务区
片两名市民举报称，在当地发
现中药饮片造假的行为，而且
规模很大，从事时间较长。接
到市民报案，市食药监马上派
人蹲守，发现情况基本属实，
联合市公安局先后捣毁这些
窝点，统计发现总涉案金额
1300余万元。

类似的打假成果还有很
多。为保障市民食品、药品安
全，市食药监共出动执法人员

48974人次，检查企业17671家，
立案查处案件1027起。

此外，市食药监还查扣并
销毁了掺假味精、不合格葡萄
酒等物品。

对药品生产环节发现的
257项问题责令企业整改，15家
药店和企业受到处罚。设立了
违法广告药械、保健食品网上
曝光台，累计曝光移送违法广
告98起，对参地益肾口服液等5

种严重违法广告产品予以下
架暂停销售。

市食药监与市公安局、市
法院联手，集中突破大案要案
16起，涉案货值2100余万元，移
交法院或公安机关6起，取缔
无证经营药品“黑窝点”6个，
查封非法生产“黑场所”5个，
有力地震慑了制假售假违法
行为。

过期药品回收点增加105个

为进一步方便过期药品回
收，市食药监继续开展家庭过期
失效药品回收活动，新增回收点
105个，总数达348个，乡镇(街道)覆
盖率达74.7%，位居全省第一。

在医疗器械方面，清理二
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家，收
回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20个，责令整改企业27家，对2

家无证生产企业和9家使用无
证产品的医疗机构立案查处。

在药品流通方面，对49家长
期停业、已不具备经营条件的
企业予以注销。新增药品零售
连锁企业9家，连锁化比率达
3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个百分
点。

本报讯(通讯员 董美丽
周瑞春) 针对农村学生英

语口语教学的难题，为营造更
浓郁的学习英语的氛围，莱州
市郭家店中学寻求了莱州市

“聚慧高等培训学校”的支持，
派遣了外教迈克斯和本做英
语支教，训练英语老师和学生
的口语。

迈克斯和本为学生设计
了丰富多彩的英语学习活动，
学生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日臻
浓厚。课余，两位外教也和老
师们互相交流，特别是国外先
进的教学思想和新颖的做法，
开阔了教师们的课堂视野，也
让老师们有了教学的危机感
和课改的紧迫感。

外教新颖的教学形式给
全校展示了全新的英语教学
理念，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新活
力，使山区教育能遵循“以人
的发展为本，为学生未来奠
基”的办学思想，长足发展，创
造辉煌。

外教加盟为课堂

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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