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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路多宝利商场一楼大厅中柱!百货大楼对面"

广安堂海秀超市!

!"

城对面"源安隆望药品超市!望海楼一楼
#

广安大药堂医药商城!蓝天路"万芝大药房!明珠广场一楼"博

爱大药房!博爱路"

DE!

大岛广超市!大润发超市一楼"

FGHI

源安隆药品超市!海秀路奥林匹克花园门口"

=JK!

源安隆

药品超市!教育局一楼"

LM!

源安隆府城店!琼台书院对面"

NO!

上好药店!秀英小街菜市场"广安大药堂秀英超市!秀英十

四中对面"

PQR!

益寿堂大药房!中心街
$

号"

!ST!

南山药行!孔庙大门对面"逢莱药店!东风路
%&

号" 广昌隆药品超市

!东风路新华书店一楼"

!U=!

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
)*

号"广益药品超市!元亨街"

!VW!

千济民康药店!市政府对面"百

年华康药店
'

市政府对面
(

恩惠药品超市!万宁大酒店斜对面"

"!TXI

仁和药店!人民北路"

!YZI

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源

安隆药品超市!大勇商城
)*+,&

"

![\!

医药公司第一门市!解放路
+,

号"

!]5QI

源安隆药品超市!解放路商贸中心"

!

^_!

志明药店!跃进西路"

!6`!

新科药店!汽车站对面
-..

米"

!aT!

益民药店!新建三路"

!Ub!

源合药材行!海运路

交通宾馆对面"

!*c!

仁和堂参茸!文明中路
--

号"

!def

万康园药店!富陵路#新华街"

!gh!

源安隆药品超市!河西路

与建设街交口处"保健堂药店!红旗街头
)-

号"源安隆药品超市!解放路明珠广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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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湘都市报介绍!娄底市一
年轻小伙因为少白头去美发店染
发!挑选了一种最便宜的黑色染发
剂!没想到第二天皮肤便出现瘙痒
发红脓肿淌黄水等现象!医生检查
后确认!这是由于假冒伪劣的染发
剂引起的过敏反应!小伙康复后花

去医药费千元"

医生介绍!染发剂之所以会导
致皮肤过敏#白血病等多种疾病!

是因为染发剂中含有很多苯氨类
化合物! 而苯二胺已经证实会引
起白血病#肿瘤#淋巴肿瘤#再生
障碍性贫血#皮肤肿瘤等等疾病!

特别是一些价格低廉的伪劣产品
中!苯二胺的含量大大超标!长期
使用等于往头上抹毒"

专家提醒消费者! 染发时一
定要睁大眼睛! 选择卫生部正式
批准的不含苯氨类有毒物质的天
然染发产品"

!!!!!!

中老年人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已
经衰退! 身体的排毒功能和抵抗力
减弱!更容易因染发引起各种疾病!

属于染发高危人群"

五贝子天然染发产品是北京
老人头公司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
机构 ! 研制出的新一代天然染发
产品 ! 它解决了传统化学染发剂

导致过敏#诱发肿瘤 #危害健康的
世界难题 ! 并加入了天然护发成
分!使护发染发合二为一 !防止脱
发#褪色!省去了传统染发剂染后
必须做护理的步骤 ! 染后头发自
然 #健康 #柔顺 #亮泽而且使用起
来特别方便"

利用纳米技术提取的五贝子染

发因子能让天然色素自动进入头发
深层!达到染后不褪色#无刺激#不
过敏的理想效果"

五贝子是卫生部正式批准的天
然染发剂! 按食品的安全标准生产!

绝不含铅#汞#苯二胺等有害化学成
分!被广大中老年人亲切地誉为$健
康染发专家%"

!!!!!!

购买必读 本品只在指定的药店销售
.

无其它

任何销售网点$购买时请认准!北京老人头日用化学

有限公司"生产及!五贝子"商标%!海南"专销标志&

请认准上面图例&谨防假冒$

!!!!!!

$我这白发好多年了!因为是过
敏体质!染发头皮红肿#流脓水" 听朋
友说五贝子天然染发产品纯植物提
取!不含苯二胺!不过敏#不致癌!专门
针对过敏人群!就过来染染!没想到一
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而且着色特
别自然!要是早点用该有多好呀& %

!!!!!

人老了!抵抗力差了!染发的安
全特别重要! 纯天然染发产品五贝
子是我们中老人最佳的选择" 它是
卫生部正式批准的天然染发产品!

对人体一点伤害也没有! 染后头发
乌黑发亮#有光泽!和年轻的时候一
样!人精神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染发过敏者 是五贝子
"

忠实粉丝
#

五贝子染回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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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一

天然植物提取!不含
苯二胺等有害化学物质!

安全无毒!消除了各种致
癌的危险隐患(

!

承诺二

五贝子不含苯二胺#

铅#汞等高致敏源 !无任

何不适反应!零过敏(

!

承诺三

五贝子不含氨苯!纯植
物精华!修复干枯发质!令头
发倍感柔顺!健康亮泽&

!

承诺四 独创
$凝久驻色%技术!完美遮盖
白发!色泽更加靓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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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旅游委#

重点整改高速路旅游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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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环卫局#

将在市区投放
0.

座移动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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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厕所

旅游厕所 !

/012345 /0367/4

" 是

指在旅游者活动场所建设的% 主要

为旅游者服务的公用厕所$

旅游厕所等级

旅游厕所用星级表示等级& 星

级标志为五角星形状& 用一颗五角

星表示一星级& 用两颗五角星表示

二星级& 如此类推$ 旅游厕所质量

等级划分为
$

个星级& 即一星级%

二星级 % 三星级 % 四星级 % 五星

级$ 星级越高表示厕所等级越高$

旅游厕所标志

具有
+!$

颗五角星图形及中

英文对照文字的方形标牌$

旅游厕所标志$资料图片%

相 关 链 接

建设国际旅游岛少不了星级旅游厕所$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