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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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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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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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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中心商场
;bc9 !%E0

广安大药堂琼海第一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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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公司第二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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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爱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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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药店
;xyz{A0

医药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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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店
(~Dt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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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参茸大药房
)�1%Dp

noL

万康园药店
)��Dp-

龙芝林药品超市
��m��%PD $*E0

pqL

东联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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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隆药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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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药行
Od�9 -Ep 0

保健堂药店
Od�9 !%Ep

保康药店
Od�9 &!Ep 0

健民药店
OI�9 $*Ep

xyL

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0

百年华康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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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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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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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喝两杯热腾腾的野生全
松茶，被认为对高血压、心脑血
管病、糖尿病的康复非常有利。
并能大幅减少药物对身体的损
害。全球很多健康组织已开展全
民动员。号召高血压、心脑血管多
吃野生全松。
有人形容吃野生全松就是“

吃树叶、啃树皮”，因为野生全
松的主要成分，是五种寿命超过
千年的寿星树的树叶和树皮，野
生全松具有极为独特的生物活
性，其对血液和血管免疫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野生的全松能溶解血管里的脂肪和胆固醇，能

解开红细胞与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变年轻，血
液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他还能让坏死的毛细
血管“起死回生”。给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人带
来意想不到的改善。
野生全松茶的主要是血管免疫：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冠心病、肾病、胃病，甚
至妇科病、男人的前列腺病都与血液和血管病变引

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维森博
士曾说：如果你的血管和血液
始终健康，就意味着你能逃过
大部分疾病，轻松的活过一百
岁。全松正是这样一个保护血
液和血管健康的全能战士。通
俗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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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计算过，只要血管血液里有足够多的全松，
就相当于定期把血管洗干净，然后把变脏的血换成
干净的血。这样，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就会知难
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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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每天吃点喝点全松，就
能赶走浑身上下这么多疾病和不适，第一次听到的
人都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是
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包括北京上海成千上
万的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可以这么说，每个服用全
松的人都是从怀疑开始，一点点体验它的好处，最终
心悦诚服，成为全松的终身益者和传播者。

慢性病患者，可多吃同济野生全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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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 三亚地表
和地上空间开发利用逐渐饱和" 几近
极限# 面对三亚市区面积不大的实际
情况"有关人士提出"三亚应尽快开发
利用被称为$地下黄金宝库%的地下空
间& 地下空间之所以被称为$地下黄金
宝库%"主要是建设地下交通'商场'车
库可以大大缓解地上压力# 同时"许多
开发商前来咨询地下空间开发事宜#

=>?@1234ABCD

地下空间作为城市空间重要组成
部分"越来越受到三亚市管理者关注#

$%""年&月"三亚有关部门着手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制定准备工
作"随后"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人防

办组织调研组到省外考察调研"借鉴上
海'广州'厦门等地成功经验"历时'个
月"先后完成(三亚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管理办法)代拟稿*!初稿"并多次召开
研讨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并于
近日经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据了解"真正出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
理办法"三亚是省内第一个&

新出台的 (三亚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管理办法! 适用于三亚市国有土
地范围内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所
称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是指本市规划区
内地表无永久性' 经营性建筑独立开
发建设的地下工程&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应按本办
法规定取得地下空间建设使用权"经确
权登记"取得地下空间建设使用权属证
书" 并依法取得地下空间建设使用权"

其地下建筑物产权归投资者所有& 因合
法建造地下空间申请房屋登记的"应按

有关规定取得房屋权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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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开发利
用城市地下空间"不仅能改善三亚居住
环境" 同时能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 如地下商场' 地下商业
街'地下停车场'地下建筑等"能极大缓
解城市交通'行车'购物等困难&

据了解" 三亚首个大型地下文化
购物商业业态$万国中心%拟在三亚鹿
回头广场建设& $%()年"$月"三亚市政
府与香港名店街商业地产开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 拟合作
开发鹿回头广场的地下空间&

据了解" 位于鹿回头广场的地下
商场$万国中心%拟建三层"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估算投资总额为*+亿元"

并将配套建设一些下沉式庭院" 通过

地下通道与市内免税店连成一体"形
成三亚新的商业中心& $万国中心%建
成后"将有$万平方米供免税店使用&

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个子项目"

由香港名店街公司在鹿回头广场地
面建设的钢结构三亚城市展览馆已
完成& 该展览馆面积约&%%%平方米"

内有"*米高的水幕及,-%度环幕"将
集中展示三亚的城市风貌及城市规
划& 目前"展览馆正进行设备安装及
室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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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公共停车位缺少是不争的事
实" 中心城区停车供需缺口高达'%."

特别是市中心解放路'河西路'新风路
等"出现$一位难求%现象&

为解决市区公共停车难问题"三
亚考虑在公共场所修建停车场& 为解

决到政府二办办事停车难问题" 有关
部门已着手制定在政府二办前面修建
地下停车场方案& 同时"为解决春园路
海鲜一条街停车难问题"有关部门考虑
就近在城市乐园公园修建地下停车场&

目前"两个地下停车场修建方案已初步
完成"并召开专题论证会& 有关部门正
根据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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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在房地产业内产生不小波
澜& 有人甚至认为"该办法出台后"有
可能成为开发商的新蛋糕&

有业内人士表示" 该办法的出台"

解决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法可依和
产权两大瓶颈& 三亚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管理办法的出台将成为房地产开
发商的新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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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如阳光"文明似春风& 根据省委
省政府有关部门工作布署" 作为海
南文明大行动$志愿花盛开 唱响旅
游岛%巡演中的一场"本周六)$月$'

日*晚*时"海南省爱心艺术团志愿
者们将唱响三亚" 美丽的志愿之花
将在鹿回头文化广场绚丽绽放+

据介绍" 经过爱心艺术团志愿
者们$%多天精心筹备" 目前各项演
出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 本次活动
特邀请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荟艺舞
蹈学校'省民族歌舞团'海南师范大
学和海南华侨中学等单位)%%多位
志愿者演员倾情助演" 来自三亚市

各行各业上千名志愿者和市民代表
将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该文艺活动&

据悉"整台晚会特色鲜明"内容丰
富多彩"节目编排以$文明之花%和$志
愿之花%为载体"坚持三贴近原则"既
有歌舞' 也有曲艺快板' 既有小品表
演"也有改编京剧等"旨在积极宣传海
南文明大行动知识" 倡导国际旅游岛
志愿服务精神"讴歌海南"赞美三亚&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
办'团省委和省文体厅主办"三亚市委
宣传部等单位承办"南国都市报给予冠
名支持协办"省爱心艺术团组织策划&

欢迎本报读者积极参与活动"凭
当日报纸优先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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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在$%)$年三亚行政审批
工作会议上"三亚市财政局'国税局'海
关'文体局等*个部门获评$先进单位%"

三亚市民政局等-部门分别获评 $工作

高效奖%'$工作勤政奖%'$工作创新奖%

等")%位工作人员获$服务之星%荣誉"

以上单位及个人均受到表彰&

记者还了解到"近日三亚市政务中
心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统一形象标识

/012324的评审结果已经确定"由橙色
的$56%和蓝色的$78%字母'椰子树及
太阳组成的((号作品"寓意$阳光政务'

高效廉洁%理念"该作品成为三亚市政
务中心形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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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三亚农业部门获悉"

三亚首批有机转换豇豆开始上市& 据
了解" 目前三亚有机果蔬包括甘蓝'

菜心'苦瓜'黄瓜等9+多个品种& 接下

来"三亚农业部门将继续推广种植有
机果蔬"打造高端瓜菜市场&

据介绍"有机产品指在农业生产
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产
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等

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生
产出的产品& 作为高端有机蔬菜产
品"有机豇豆市场前景较好"现在市
场售价为,+元一公斤& 良好的市场售
价为种植户们带来了可观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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