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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一!白发自然变黑发"相亲求职都不怕

皇威精乌片疏肝理气!补肾益精!益气活血!恢复肝肾生
理功能"能使已经衰老退化的黑色素细胞被重新激活"毛囊
根循环加快"源源不断地吸收重新产生的黑色素细胞"最多
三个月"满头白发就能变成乌黑亮丽的秀发"你不用再无奈
地选择化学洗发!染发剂"不用担心皮肤过敏!只需轻轻松松
地服用"就可以改变被人们称之为

!

白头翁!白毛女
!

的悲惨
境地"无论是相亲求职"还是生意谈判"你都会信心十足"魅
力百倍#

!

功效二!止脱又治脱"头发黑又多

皇威精乌片通过补肝肾"益精血"抑制皮脂腺过分分泌油
脂"维护毛囊组织正常生长发育环境"防止脱发并能改善头发
循环"滋养头发"增长毛母细胞数量$ 使萎缩的毛囊恢复生机
和活力"同时固发根"快速止脱生发"长出浓密乌黑的头发%

!

功效三!养发又护发"解决干枯和分叉

头发干枯和分叉的主要原因是肝肾功能失调"导致头发
所需的营养缺失而致$ 皇威精乌片通过调理肝肾功能"补气
益血"统调五脏"通畅经络"恢复人体正常的健康状态"打通
毛发营养输送通道"为头发输送所需的营养和水份"养发又
护发"解决干枯和分叉%

!

功效四!消除失眠#健忘#多梦#腰膝酸软#耳鸣乏力#记忆

力减退等症状

如果你是男性"皇威精乌片不仅让你的头发乌黑发亮更
出众"而且腰膝酸软也明显改善&如果你是女性"皇威精乌片
不仅使秀发更飘逸更出众" 而且面部色斑也减轻甚至消失"

面色红润"心情开朗&如果你是中老年人"皇威精乌片还会让
你失眠多梦!健忘!耳鸣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消失"机体
出现年轻态"让你显年轻十岁不是梦$

"#$%

年!一个从调节肝肾功能入手从根治疗过早白发"严重脱发"解决头发干枯和分叉的皇家御用产品
&

皇威精乌片
&

进入寻常百姓家# 以其
%

天止

脱!半个月生新发!

'

个月让你从此远离过早白发"严重脱发的神奇疗效成为了本年度国内首个从调节肝肾功能入手!从根治疗过早白发"严重脱发以及

因肝肾功能受损引起的失眠多梦"耳鸣乏力"记忆力减退的安全高效产品!一经面市!就受到了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的高度关注$ 该产品获得了

国家新药证书批号!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造福广大患者$

头发是人体健康的
一面镜子"更是人体早衰
的预警信号$ 乌黑浓密的
头发"是人体健康的标志
和外在表现$ 白发!脱发!

头发稀疏!枯黄!分叉"根
源在于肝肾失和!精血两亏!脏腑失衡

(

因此
%$)

以上的过早白发!脱发患者会伴有失眠
健忘!记忆力减退!耳鸣易怒!神情乏力等

症状$ 卫生部门调查显示'过早白发!脱发
患者患冠心病的机率高达

*%)

&患肝硬化的
机率高达

+%)

& 患糖尿病的机率高达
+"),

患有肝病!肾病!皮肤病!过敏性疾病的机率
也比常人高出

-./

倍$

专家指出"过早白发!脱发是一种病症
0

它是由肝肾失调!气血双虚引起的
0

如果不
及时治疗"就会引起肝病!肾病以及皮肤性
等多种疾病$

远离须发早白!大量脱发!干枯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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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溢性脱发三年

我原来谢顶
挺严重的"前面这
一块基本都没头
发"后面的头发也

很少"同事们说我这样挺占便宜"和我年龄差
不多的"人家见了叫哥"到我这就长辈份"叫
叔$ 为治头发"我也跑了很多医院"药也用了
很多"口服的!外用的都试过"育发中心也没
少去"都没什么效果$

后来朋友向我推荐了皇威精乌片"只用
了半个月"头油就少了"用到两个月的时候"

就长出小绒发了"我一看还行"就接着吃"吃
完三个月的时候"新出的头发变粗了"也密
实了"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和你相处二十年

了 "你就办了一件好事 "让我吃了皇威精
乌片$

张广美女
+,

岁"头发枯黄掉发须发早白

从去年开始" 最令我自
信和骄傲的一头秀发开始变
得干黄稀疏" 而且白头发越
来越多" 情急之下用了很多
方法治疗"但都无济于事%无
意之中看到了皇威精乌片的
介绍" 才知道白发脱发是由
肝肾失调!气血双虚引起的"以前治疗的方
法根本不对路"就买了

"

盒试用"没想到用
了一个来月" 原来干黄的头发慢慢变黑了"

白头发的发根也开始慢慢变黑了"三个月以
后"头发变乌黑柔顺"呵呵%真的很感谢皇威
精乌片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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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免费送货)

销售地址 "龙华路 "广安大药堂龙华超市 (附属医院旁龙华商场一楼 )海秀路 "源安隆药品超市 (望海楼底 )万芝药行 (明珠广场一楼 )博爱路 "博
爱大药房 (博爱北路

11

号 )秀英村 "安民药店 金祥康医药商场 (龙华路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对面 )秀英 "广安大药堂秀英超市 (秀英小街
2*

中对
面 )上好药店 (秀英小街市场南侧 )三亚 "保健堂药店 (红旗街

2"

号 )长春药行 (红旗街
-

号 )健寿药行 (红旗街
/"

号 )医药商场 (商品街一巷
"*

号 )儋州 "医药商场 (大勇商场旁 )蓝光药店 (老汽车站旁 )澄迈 "东联药店 (文化北路正原电器城对面 ) 琼海 "长康药店 (新民街民裕超市斜对面 )文

昌"南山药行(孔庙对面)屯昌"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二路
%/

号 ) 昌江 "昌康药店 (保障局楼下 )临高 "志明药店 陵水 "天生堂大药 (中山路口文
化宫旁

3

万康园药店 (富陵街 )定安 "新科药店
4

江南二路
3

万宁 "千济民康药店 (红砖街
'*

号原千方百剂药店 )百年华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东方 "

爱民药店 (邮局对面 )保亭 "仁和堂药店 (水果街对面 )乐东 "药材公司一门市 (汽车站旁
+$

米 )琼中 "广昌隆药店 五指山 "康力药行 (解放路
-

号 )

科学还你一个真相
治疗脱发!须发早白 肝肾功能说了算

医学研究证明'导致脱发!须发早白!头发干枯
分叉的真正原因是肝肾功能受损"精血双亏所致$

肝藏血!肾藏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

只有肝肾功能正常! 全身各脏器及毛发才能
得到血液的营养$ 当肝肾功能失调后"营养通
道堵塞" 毛发营养供应受阻且合成黑色素的
能力减弱!就会造成脱发!须发早白$ 男性精
血充盈"就会神情气爽"身体强健"头发乌黑
发亮"粗壮细密"反之则出现腰膝软无力"头
晕耳鸣"记忆力减退"脱发!须发早白等症状$

女性精血充盈"则面色红润!皮肤白皙"身材
苗条"头发乌黑顺滑"飘逸秀美$ 反之则失眠
多梦"面生褐斑"肤色灰暗"大量脱发"须发早
白"头发干枯分叉没有光泽$

!

从肝肾功能入手"防脱生发!乌发黑发并消除相
关病症"其效果独特就是好$

!

集防脱生发!自然黑发!养发护发三大功能于一
身的国药准字号产品$

!

没有涂抹头顶带来的异味等尴尬"按疗程服用就
能惊喜感觉一头乌发让你
信心十足"显年轻了许多$

!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纯
中药制剂$

皇威精乌片
!"#$%&'()

"$$*

年
2"

月
'2

日电视栏目报道' 长沙
市张女士染发后出现过敏性反应$ 头痛头晕"

到了第二天"心慌心痛"出现心脏缺血"在医
院治疗的第四天"还出现肺部感染$ 多亏治疗
及时"否则会造成生命危险%

据资料显示" 化学染发剂对染发人群造
成的伤害案例"每年投诉高达十万例"而投诉
比例不到

2$)

$

;<=> !?@AB

皇威精乌片补肝肾益精血四种人群不可少

"

脂溢性脱发!斑秃!须发早白

"

遗传性脱发!产后脱发!雄激素源性脱发等

"

头发干枯!稀疏!没有光泽!分叉掉发不易梳理的女士

"

经常出现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耳鸣乏力!记忆力减退的人士

冀药广审%文&第
"$$/$+$22*

号 国药准字
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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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冉
3

摩纳哥公主帮#偷腥$丈夫打官司

�ïð *++, ÍßTùEñ&

'òóNô�V6õö÷ø[ùk

{ú^ þÍrhûüö÷Ëýþÿ

!Y ×"d#VÚ$%&'()*

+.,-ijùk{ú´./ÓÊ

N0V12Y

_ßTZ[ && "��^ %Tl

34�* *++- Í &+ n &+ "56-

iùk{ú�>7aR89YV:

;O<2I�hûüY ="^ ùk

{ú>ý+t>?�@V(N��

��.1¬±A¼_¬CB�Cz

dVÚbDEFÚ^ GH~NÊ-

FIJZ .KLòÓÆ|MY

(N~N�6RòÚOI�P

Q^×.RRÚbVSTbB�^ï

0UVÓWV����ýð¡X�^

¨ÑYÞY ÅZÑ[VÄÛ\]^

aN�_�`^����6Éa|Á

ÂVbc^dijde�^ª.ùk

{úU.]²F¦¦GÏZføggh

h^ijk�Y

Ëùk{úlmÓno¦^ p

q,r½�ÿs^ ®����tÉ

rïu9ûüY eøùk{úv-

.=�wx(NVyä^ �øz{

N"�Ü|l^ ÁÂF}Ú}~�

¼_¬CBY _66Z[��^ g

���ø^ ����Ó��1ùk

{ú�@��^ ����VN+-

ü�<2Y

%据扬子晚报&

妻子半裸哭骂

前参议员老公偷情

爱德华兹
4

右
3

和妻子伊丽莎白

汉诺威亲王恩斯特'奥古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