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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热线!))*+,+-. //000--0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国贸大厦 1座 '栋 网址2333456754689

冬季!吸脂减肥最佳季节
经典美容项目!

韩式双眼皮 " 祛眼袋 " 提眉 " 鼻部综合整形

#隆鼻" 耳软骨垫鼻尖" 鼻头" 鼻翼缩小 " 驮

峰鼻矫正$% 丰太阳穴" 丰下巴" 丰唇 " 填充

鼻唇沟" 一针瘦脸" 酒窝成型" 磨下颌" 削颧

骨" 丰胸" 乳头乳晕缩小" 乳头内馅矫正" 巨

乳缩小" 丰臀" 共振吸脂减肥 &面% 腰 % 腿%

臂 % 腹部 % 臀部等定向减肥 $% 处女膜修复 %

阴道紧缩% 法国伊凡露针剂除皱% 微创拉皮除

皱% 激光洗纹绣% 洗眉% 聚氧冷光祛斑% 祛红

血丝% 毛孔粗大% 丹麦彩光永久脱毛% 微晶磨

削祛痘印% 疤痕祛除% 毛发种植% 大面积疤痕

植皮% 唇裂% 鄂裂修复% 全耳% 全鼻再造'

:

效果立杆见影"

!"#$

益无处不在
;

冬季减肥正当时"简约冬季"美丽约会"茶余饭后

谈论更多的是哪个女人腰好细"腿好修长"你是否想成

为男人心目中的焦点"急速减肥"你如何应付#

中 西 结 合 $ 塑 造 美 丽 更 有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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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做整形美容的专科医院$$$$$$

手臂

腰腹部

大腿

小腿

进入冬季后虽然天气寒冷! 但减肥热度不
减 ! 人们争先就如何抽脂减肥问题向专家咨
询" 面对这股吸脂热! 美容整形医院的相关专
家指出! 吸脂减肥的时间最好是选择在秋季或
冬季! 因为这样的季节气温比较低! 出汗比较
少! 再说吸脂后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 在春夏
季节达到最佳效果! 正好让美丽的身段显现出
来! 因此冬季是抽脂的好时机"

瑞士共振吸脂减肥可避免反弹

有过减肥经验的朋友应该知道! 大多数人
从事的运动减肥和药物减肥的确有一定功效"

问题是! 大多数无法坚持以致往往半途而废!

部分人即使如愿取得了效果! 由于这两种方式
都是在抑制脂肪细胞生长! 而不是减少细胞数

量上! 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稍一松懈! 体重
便会迅速反弹"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将人体多余
的脂肪细胞以安全的方式 ! 在专业医师的操
作下抽吸掉" 成年人脂肪细胞总数量是固定
的! 将多余脂肪细胞吸掉后 ! 过段时间人体
体重自然下降了而且不会反弹" 适合的部位#

腹部$ 腰部$ 背部 $ 臀部 $ 大小腿 $ 上臂及
下颌部"

瑞士共振吸脂( 感受过的人都说好)

据许多做过瑞士共振吸脂的女性反映! 共
振吸脂减肥后部位平整$ 光洁$ 恢复时间短!

效果持久不易反弹! 术后基本没有疤痕" 而且
除了打麻醉的时候有点痛以外 ! 术中基本无

痛" 整形美容医院对所有手术执行 ! 日跟踪!

"# 日随访! 终身负责制! 手术比较安全放心
有保障" 非常适合怕痛! 时间比较紧张! 对身
材! 体形有较高要求的白领女性"

选择专业的整形医院是美丽的保障

选择正规专业的整形美容专科医院及经验
丰富 $ 有资质的整形美容外科医师是手术成
功的保障 " 完美的术后效果 ! 取决于精良高
端的设备和医学技术高超的医生 " 在这点上
整形美容专科医院 ! 在实力 ! 专业 ! 设备上
具备无与伦比的优势 ! 无疑与其他整形机构
拉开档次 " 所以专家提醒大家 % 想拥有健康
安全的美丽 ! 最好选择正规的整形美容专科
医院"

证券版作者声明! 在本版作者所知
情的范围内! 本版作者以及财产上的利害
关系人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没有利害关
系" 本版咨询文章纯属个人观点! 仅供参
考" 投资者据此入市! 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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