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服药改变男人一生
医学界重大突破 全球第一款绿色荷尔蒙产品 国内首发

香港参杞胶囊上市以来，效果成了
最好的广告，销量在男性产品中雄踞第
一，堪称是男性产品中的典范，香港参
杞胶囊经香港专家组潜心研制，严格的
临床经验，确切的疗效。香港参杞胶囊
被业界誉为男性专用增大，增粗，增长
纯中药产品，只需一个疗程彻底改变男
人一生。

香港参杞胶囊古老神奇的1 8味中草
药配方【不予公布，纯属于专利保密配
方，敬请谅解】经现代医学顶级生产工
艺，高科技生物萃取技术，和先进中药
螯合技术，凝练出超级调补分子团，能
使器官增粗，增大，前列腺泌尿顽疾完
全消失。

香港参杞胶囊无年龄限制，糖尿病，心
脏病高血压都可以放心服用。不热、不燥、不
头晕、眼花。

香港参杞胶囊30分钟在温馨怡人环境
下立即勃起。

7天解决阳痿早泄，杜绝神疲乏力；
3 0 天 ：实 现 自 然 在 增 长 ，延 时 ，即 使 老
年男性亦能雄风大展；一周期 ( 1 2小盒 )

牙齿坚硬、头发发黑，尿频、尿急、尿不
尽、起夜现象完全消失，前列腺得到根
本修复。

29元/盒 12盒一疗程
终生只需一疗程，货真价实，绝无赠品

每人限购一疗程，多买不卖，敬请谅解

订购热线：0535——— 6650370
香港辉瑞制药生物科技集团公司出品
地址：烟台同济堂大药房(振华购物中心西
侧原老百货大楼西天桥下) 免费送货

便秘不再靠泻药膳食而通便
先吃后付款！自己的亲身感受才是硬道理

便秘不是病，是一种由于其他疾病或器
官衰退导致的表象，而用泻药越治越便秘的
事实，让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甚至年轻人所
体会所认识。因长期不能排便造成肠道内粪
便腐败变质，肠道成为病毒大本营。肠道吸收
病毒后就毒害全身，导致器官病变和衰退。有
研究证实，便秘和帕金森症、认知障碍症(老
年痴呆)及消化代谢障碍(高血脂、高胆固醇、
高血糖)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便秘还会引
起肠梗阻、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会
导致病变，并互为恶性循环。

健康常识：膳食平衡，自然畅通。【御品膳
食通】所有成分源自《国家药食同源目录》或
日常食材“黑豆、马齿苋、芹菜叶、金银花、山
楂、海藻、绿茶、菊花、赤藓糖醇和低聚糖”，绝
不含任何泻药成分。高浓缩膳食纤维和养生
精华，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发挥“吸水吸油膨松

大便，物理作用促进肠蠕动，清理刷净肠壁积
便”并协同多种“助消化、不上火、偏碱性”药
食同源食材，达到“膳食平衡，酸碱平衡，自然
排便”的目的。

每天仅需晚餐后补充一次，8-12小时定
时、舒适、自然排便，食用量随排便舒适度逐
步减量，乃至停食、隔日食或以小剂量维持，
安全无依赖与毒副作用。

且服用半年以上，做肠镜对比检查可发
现：黑肠明显转变向健康红润！因和其他产品
有着本质区别，【御品膳食通】于2013年荣获
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210112836 . 1。

免费试用，事实说话!新顾客可申请先服
用后付款。

御品膳食通专卖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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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张琪) 5月
7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在东山宾馆举行。市人大常
委会第一副主任李淑芹、副主任张
维利、于旭华、高琦、王建国，秘书长
李勃等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爱军，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尹佐海，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段连才等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13年
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市人

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在市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草案)的说明。市政府、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人事任免
事项。

经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烟台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
开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的决定》，将于6月上中旬召
开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关于调整和补充烟台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决定》《关于调整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对《关于
2013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进行了评议。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
单，决定任命王霄汉为烟台市副市
长，王霄汉作了任职发言。李淑芹向
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讲话。

李淑芹说，本届人大常委会已履
职三年，在服务大局、监督工作、代表

工作和自身建设上都取得了新成
效。要在新常态下强化人大职权，突
出抓好对法律实施、专项工作、计
划和预算、代表建议落实的监督，
为推进市委决策部署落实发挥积
极 作 用 。要 紧 紧 围 绕 全 市 工 作 大
局，忠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神
圣职责。对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
要加大跟踪监督力度，确保落到实
处，特别是对一些事关全局和人民
群众强烈要求的问题，要一抓到底，
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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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七次会议

任命王霄汉为烟台市副市长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李静)
7日，由中国酒业协会和滨州

医学院主办的“2015(第二届)中
国葡萄酒论坛”新闻发布会在滨
州医学院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第二届中国葡萄酒论坛将
于2015年6月5日至7日在烟台举
行，主题是“个性化·性价比”，来
自国内外、业内外的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们，将以提升国产葡萄酒
个性化和性价比为着力点，积极
探索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新
战略和新举措。

“国内葡萄酒在生产和流
通等环节层层加价，定位高端
消费品。”7日，在由中国酒业
协 会 和 滨 州 医 学 院 主 办 的

“ 2 0 1 5 (第二届 )中国葡萄酒论
坛”新闻发布会上，滨州医学
院葡萄酒学院副院长刘世松

说，要拓展中低端销售市场，
企业必须降低生产成本、流通
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直接与
消费者对接，生产出质量高价
格低的高性价比产品。

“2015年是中国葡萄酒产业
进入深度调整期后更为关键的
一年。”刘世松介绍，第二届中国
葡萄酒论坛以“个性化·性价比”
为主题，将以世界葡萄酒产业发
展趋势和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
现状为着眼点，以提升国产葡萄
酒个性化和性价比为着力点，以
锻造中国葡萄酒产业核心竞争
力为总目标，邀请国内外葡萄酒
专家、企业家，从政府管理、产区
风格塑造、管理与技术创新、企
业差异化竞争、市场供求、酒庄
建设和“互联网+”浪潮下的葡
萄酒应对策略等方面，通过主旨

演讲、主题对话、媒体沙龙等活
动形式，积极探索中国葡萄酒产
业发展新战略和新举措，努力构
建中国葡萄酒产业健康快速发
展的新常态。

据介绍，“2015(第二届)中国
葡萄酒论坛”将于2015年6月5日
至7日在烟台举行。以后的“中
国葡萄酒论坛”将于每年6月上
旬在烟台举行，每年确定一个
主题，邀请国内外和业内外专
家学者、企业家共同把脉，以国
际思维与世界视角探索中国葡
萄酒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和成
功之路。

此外，此次论坛期间还将举
行产学研签约和烟台市葡萄酒
产业专家委员会成立、产区政府
管理部门座谈会、产区典型葡萄
酒品鉴等活动。

降降价价提提质质，，国国产产葡葡萄萄酒酒迎迎新新发发展展
“2015中国葡萄酒论坛”将在烟台召开，“个性化·性价比”成探讨主题

记者从烟台市葡萄与葡
萄酒局了解到，2014年全市葡
萄酒生产企业达150户，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达213亿元、利润
27 . 82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50 . 65%和63 . 4%，基本与2013年
持平。2014年，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公布的2014年度葡萄酒制造
业10强名单中，烟台有7户。接

下来，烟台葡萄
酒产业将走有
个性、性价比高
的发展道路。

在“2015(第二届)中国葡
萄酒论坛”新闻发布会上，烟
台市葡萄与葡萄酒局副局长
张加玉介绍，目前烟台葡萄酒
企业拥有酿酒葡萄基地55万
亩，全部采用现代生产模式精
心管理；市内6所高校设有葡
萄酒相关专业，每年可培养近
千名葡萄酒专业人才；张裕酒
文化博物馆、卡斯特酒庄、中
粮君顶酒庄等葡萄酒文化旅
游热点正在形成。

“作为世界七大葡萄海岸
之一，将重点发展特色品种。”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副局
长张磊说，蓬莱市进一步优化
了赤霞珠、蛇龙珠、贵人香、霞
多丽等主栽品种，此后将加大

白葡萄品种的种植比例。目前
白 葡 萄 品 种 比 例 达 到 了
25 . 3%，高于全国白葡萄品种
5 . 3个百分点的占比。

“不过烟台作为国际葡
萄与葡萄酒城，硬件设施较
差。”张加玉说，在市区内，与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城相关的
符号还太少，以后将加强这
方面的建设。今年市葡萄与
葡萄酒局还联合旅游局举办

“烟台十大休闲葡萄酒庄”活
动，旨在倡导葡萄酒休闲旅
游理念，引导葡萄酒庄向多
元化、休闲化转型升级，叫响

“山海仙境，葡萄酒城”旅游
形象。

本报记者 李静

烟台召开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张琪)
5月6日上午，全市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程德智出席会议并讲
话。

程德智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站在捍卫国家利益、保障群众
健康和维护市场秩序的高度，充
分认识做好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责任意
识、担当意识、紧迫意识。要坚持
不懈开展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始终保持对烟草市场违
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扎实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好重点渠道、
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监管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落实，健全
工作制度，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不断在新起点上推
动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新
突破。

一季度主要海洋产业

产值达444 . 1亿元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李静)

记者从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
到，2015年一季度，烟台实现主要
海洋产业产值444 . 1亿元，同比增
长17 . 2%。全市11个主要海洋产业
产值均比去年同期增长，其中，海
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生物医药
业、海洋电力业、海洋船舶工业和
海洋工程建筑业6个海洋产业增速
均超15%；滨海旅游总收入、海洋
渔业产值、海洋船舶工业产值列全
市海洋产业产值前三位。

去年烟台葡萄酒主营业务收入213亿元
相关新闻

2014年度
葡萄酒制造业10强
烟台占7户，分别是：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烟台海市葡萄酒有限公司
烟台凯斯特酒庄葡萄酿酒有
限公司
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
公司
烟台御任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烟台九品红葡萄酒有限公司

烟台市2014年
纳税百强中
葡萄酒企业有3户，分别是：

烟台张裕 13 . 69亿元
山东威龙 1 . 12亿元
中粮长城(烟台) 8218万元
(3家企业共纳税15 . 6亿元)

本报记者 李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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