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用“强龙膏”
轻松解决男人问题

最新医讯：近日，
一种名为“艾利邦强
龙膏”的男士产品在
市 场 上 引 起 不 小 轰
动，其剂型独特，不是
西药，不是针剂，也无
需口服，只需一抹一
揉，就可轻松解决男
性问题，效果比口服
产品还要快速，持久，

而且无任何不良反应，初期体验者无不惊奇，
直呼意外，更让享用的男性朋友兴奋不已，洋
溢着自信，快乐和幸福。

据国内市场销售的刘总监介绍说，艾利
邦强龙膏的主要成分是从目前全球公认的五
大纯天然壮阳植物秘鲁玛卡、马来西亚东革
阿里、亚马逊卡图巴、南亚黄秋葵、墨西哥达
密中提取二大男性精华，科学家称之为
copulins(助情素)和EGF(细胞再生因子)。它具
有刺激人体交感神经，激活男性腺轴；加速男
性局部微循环，清腺排毒；提升毛细血管容量
和促进细胞分裂增殖的三大作用，从而全面
提高男性功能，增强机体能力，精神头十足，
浑身充满力量，睡眠充足，消除尿频尿急；再

现男人雄风，由于其效果又快又安全，欧洲医
学界称之为“外用伟哥”。

在欧美国家，很多医院都向患有男性
功能障碍的男士推荐强龙膏，其神奇的效
果使强龙膏已成为无数夫妻的床头必备
品，无论是疲软、无力、冷淡、控制力差，夜
尿频多等只需轻轻一抹，立刻轻松搞定。很
多用过的人说，虽然艾利邦强龙膏提高的
是生理功能，但他们最享受的却是心理上
的满足，看着爱人惊讶的表情，又找到了二
三十岁的感觉。虽然艾利邦强龙膏促勃、延
时的效果奇佳，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
促进器官的二次发育。调查显示，只要连续
使用艾利邦强龙膏2-3个月，海绵体的数量
即可提升30%以上，每天都在变化，一下子

就变得强大了，威武了，用了它的人都在背
地里偷着乐。

热销趣闻---明明是一种男性产品，而购
买中女性竟占了四成。一种男性产品缘何如
此受到女性青睐？已是二次购买的李女士说：

“老公今年还不到四十岁那方面就不行了，总
觉得力不从心，不仅时间越来越短，好像还变
小了许多，也吃过一些壮阳药，不是头疼就是
事后好几天缓不过来，就再也不敢让他用了，
艾利邦强龙膏，只需抹一抹，立马就来了精神，
而且每次都能控制自如，持久不泄，用她自己
的话说无论是从感官上，时间上都回到30岁一
样，我也重尝了久违的快乐。一位女性朋友私
下对调查者说，之所以购买艾利邦强龙膏最
主要还是看中了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既能

享受高质量的夫妻生活，又不会为副作用担
心，既是对他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用过的人说起艾利邦强龙膏的好滔滔不
绝，但还有一部分人却心存疑虑：真的安全
吗？能根本解决问题吗？会不会反弹啊？

一、首先，外用无需口服，不会对血管，肝
肾有伤害，三高人群也能放心使用。其次纯植
物提取，没有化学添加，十分安全。

二、之所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起效，
则完全因为采用的小分子工艺，有效成分能
够直接作用到海绵体，不需经过缓慢的吸收、
循环，药效非常好的的完全利用。

三、美国艾利邦强龙膏的效果已经被全球
亿万男性朋友验证，在你身边可能就有艾利邦
强龙膏的受益者，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无数人
已因艾利邦强龙膏过上了美好的夫妻生活。

好消息：目前，美国艾利邦强龙膏已得到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在中国上市，由于国内市
场需求量巨大，一直供不应求，因而每日仅推
出30套买2送1特惠装供大家订购，详情可拨

打电话4008-708-600咨询订购。全

国各地保密配送，货到付款。温馨提示：外用
制剂，效果强劲，未成年及性欲亢进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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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楠
楠) 26日，记者从市招考中心获
悉，今年高考准考证须由考生自
己打印，这是烟台首次实行高考
准考证由考生通过信息平台自
行打印，打印时间为6月1日至8

日。因此各地招办不再提供补办

准考证服务，届时考生可多打印
几份，以防万一。

家有考生的注意啦！今年准
考证可以自己上网打印啦！想打
几张就打几张，爸爸拿一张、妈
妈拿一张、自己左手一张、右手
一张……就是这么任性！距离高
考还有11天，记者从烟台市招办
了解到，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6

月1日起就可以自己上网打印准
考证了！

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

一规定，今年高考考生本人须凭
密码于6月1日-8日(每日9点-17

点)登录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自行打
印《准考证》，使用A4纸竖向打
印 ，登 录 网 址 为 ：h t t p : / /
wsbm.sdzk.gov.cn。就是说，从6月1

日开始一直到高考结束当天，每
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考生随时
可以登录信息平台打印准考证，
而且打印几张自己说了算。

另据了解，允许考生自行打

印准考证之后，各县市区招办将
不再提供补办准考证服务。

过去一张高考准考证，只有
A4纸的六分之一那么大，今年的
准考证，则要打印到一张A4纸
上。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准考证
不仅纸张变大，信息含量也变得
更大。据介绍，今年的准考证将
填报志愿告知书与准考证“二合
一”，除了包括考生的基本信息、
考生须知外，还囊括了过去考生
填报志愿告知书，以及其他注意

事项。
记者了解到，每年高考都会

遇到考生忘带准考证匆忙回家
取的情况，2013年高考首日烟台
市区有7个考生因忘记带准考证
向交警求救，其中一中有2起，三
中1起，其他几个考点共有4起。

招考部门提醒，今年各县市
区招办将无法提供补打准考证
服务，考生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
己的准考证，届时考生可多打印
几份，以防万一。

今今年年高高考考准准考考证证须须自自行行打打印印
各地招办不再提供补办准考证服务，考生可多打印几份，以防万一

全国95所重点大学报考条
件：申请考生及其父母或法定
监护人户籍须在莱阳市、栖霞
市区域的农村，本人须具有当
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以高中入
学前获得当地户籍为准 )和当
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
读、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条
件，考生的资格审核及复查工
作由相关县 (市、区 )教育局负
责。

考生须登录阳光高考平台
( h t t p : / / g a o k a o . c h s i . c om . c n /
gxzxbm)完成报名申请。

全省10所重点大学报考条
件：符合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报考条件、参加我省今
年夏季高考，且符合下列条件
的考生，可以填报农村专项计
划志愿：具有莱阳市、栖霞市农
村(农业)户籍的农村应往届学
生；具有莱阳市、栖霞市高中连
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高考成
绩达到省招生考试委员会确定
的农村专项计划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一批本科控制分数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莱莱阳阳栖栖霞霞纳纳入入农农村村专专项项招招生生计计划划
农村考生报考百余所重点大学可享降分录取优惠政策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
楠楠) 26日，记者从招考部门
获悉，今年莱阳市、栖霞市先后
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高校招收农
村学生专项计划，两地农村考
生报考全国95所重点大学以及
山东省10所省属重点高校，将
享有降分录取优惠政策。

据悉，今年教育部推出的
帮助农村学生上好大学的三项
政策，涉及农村贫困地区定向
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
招生、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
学生专项计划等。第一项国家
专项计划与山东无关；第二项
为全国95所重点大学面向“农
村单独招生”，今年我省共有62

个县区的农村学子首次享受该

项政策，其中就包括莱阳市和
栖霞市。参与计划的高校均为
全国重点高校，包括北大、清华
等高校。省内的山大、中海大以
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安排
了上百人的招生计划。对于报
考各高校专项计划的农村学生
来说，今年的优惠政策也有所
扩大，以山东大学为例，获得该
资格的考生，高考投档成绩达
到生源省份第一批本科录取控
制分数线，将依据招生计划依
次录取。

“地方专项计划”是其中的
第三项，今年山东省12所地方
重点大学共拿出了1100个计划
单独招收农村学生。招生区域
为52个省财政贫困县，其中包

括莱阳市和栖霞市。
12所省属重点高校列入我

省一本招生，包括山东科技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济南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
学、青岛大学。其中，山东师范
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只面向菏
泽市省财政困难县招收师范类
专业学生。

招生专业以农林、水利、
地矿、机械、师范、医学以及其
他适农涉农等贫困地区急需
专业为主，但其中不乏各高校
的强势王牌专业，像是山科大
测绘工程、资源勘查工程、采

矿工程，青岛科技大学的化学
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等专业，均为各个高校录取
分数较高、就业前景最好的专
业。

农村专项计划单独设农村
专项计划平行志愿，专项招生
计划单设高校代码。符合条件
的考生在本科一批第一次填报
志愿时，填报高校常规计划志
愿后，同时填报农村专项计划
志愿。

新生入学和在校管理享受
与普通入学学生同样待遇。按
农村专项计划录取的新生可自
行决定入学时是否迁转户口，
在校学习期间可按照相关规定
和程序申请调整专业。

相关链接

报考条件

福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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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由烟台市疾控中
心组织的第28个世界无烟日暨
健康中国行主题骑行宣传活动，
在烟台市疾控中心启动。近百名
身着印有“无烟生活”口号的白
色T恤的志愿者携带控烟宣传
标识和旗子，沿体育公园、滨海
路、烟台大学等地骑行，并在烟
大海边、烟台大学、新世界百货
广场等地开展“世界无烟日”千
人控烟签名活动，并向市民发放
控烟宣传单，讲解吸烟、二手烟、
三手烟对人体的危害。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记
者 孔雨童 摄影报道

百名志愿者

骑行宣控烟

又是一年高考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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