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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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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药行
(H*I3J%,KLMN"##

M3N&O.P$%+, &'QR.S7T ) U$VW!XY *Z

M3N&'[.()O%PDQIRSTUVWKM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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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志明药店
;̀ a^3MN0

c$L

医药中心商场
;bc9 !%E0

广安大药堂琼海第一超市
;defghijkl0

dKL

医药公司第二门市
;mnoDp

+eL

爱民药店
;qrDstM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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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gX;uvD &%'!E,-w0

45L

蓝光药店
;xyz{A0

医药总公司
;qr|}RA"

KkL

仁和药店
(~Dt5�p

l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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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MN0

89!3#^_rs&<P:;, ./% -tulvwY2

89L

源安隆药品超市
;�`D�����)345 +�������)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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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MNp

z3L

新科药店
O���D% p-,

新科药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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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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0

12()"*

"从#$!!年%月到&$'&年
"月&(日# 家住海口琼山区博雅路的城
东水电站)栋"$*的许女士#家里前后出
现两次天花板坠落问题#其中&+!&年龙
年大年初一#一家三口在酣睡时#主卧
室天花板坠落把许女士额头砸出大口
子$记者从海口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站了解到#许女士所住的小区并未在
监督站报建登记$对于小区是否是违章
建筑#本报将继续关注$

12!3#45167

&(日中午!&时许#记者走进海口
琼山区博雅路的城东水电站)栋"$!

的许女士家门口看到#大门左侧堆着
近!立方米的建筑垃圾# 客厅天花板
出现近,平方米的脱落# 在许女士家
的主卧室# 天花板也有近,平方米的
脱落$ 谈起刚入住才,个多月的新房
子#天花板频频出现如此严重的坠落
问题#许女士仍然心有余悸$

%这里被缝了-针#后来做了美容
疤痕不是很清晰了$ &许女士指着右
额头上的伤疤说道#那次噩梦般的事
情就发生在&$*&年龙年的大年初一
上午.时许$当时她和丈夫以及&岁的
女儿正在酣睡时#突然%哗&的一声#

她被冰冷的物体砸中#她丈夫左肩也
%中招&$ 许女士一声惊叫#才发现天

花板出现大面积坠落#当时许女士的
额头出现流血#被送往省人民医院缝
了-针#由于女儿是夹在中间#并未被
坠落物砸中$

主卧室的 %天崩&# 吓得许女士
全家人都不敢安心在家睡觉# 大年
初二' 三# 一家人去宾馆开房睡$

年后本以为噩梦将远去# 可是在
&+*&年"月&/日# 客厅的天花板又出
现大面积掉落$ 幸亏他们反应快拉
开物业工作人员# 不然物业的工作
人员也要 %挂彩&$

无独有偶#许女士的邻居#)栋"+"

房的吴女士家"月&"日也出现了天花
板大面积坠落$记者在吴女士家看到#

房内卧室出现近%平方米的坠落#坠落
建材洒满一地$

89:!;<=>?@A

许女士从&+*&年大年初一被砸
后#多次向开发商交涉$ 但开发商的
处理态度和方案#许女士未能接受$

&(日下午# 记者联系了小区开
放商海口城东水电站管理服务站负
责人林先生$ 对于两户业主入住后
天花板坠落的问题# 林先生解释称
坠落是海南天气原因# 别的小区也
有这些情况$ 开发商同意退还许女
士的购房款# 医疗费' 装修费用经
第三方评估后也可一同赔付# 具体

细节还需进一步和业主协商$ 当记
者询问该小区是何时通过验收时#

该负责人称很早就已办理# 就别多
问了$

BC!DEFGHIJ@

海南大弘律师事务所刘长征律
师表示# 开发商把房子交付给业主#

就要保证房屋的质量$如今房子的天
花板出现坠落#业主可跟开发商进行
协商#找一家有资质的鉴定公司对房
屋的安全质量进行鉴定#如果确认坠

落原因是房屋质量问题后#确定一次
性修复的费用#业主可要求开发商赔
偿相应的损失$

KLM!NOPQRS

下午-时许# 记者向海口市建筑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了解情况$ 经
工作人员查询# 城东水电站小区未
在该站登记# 系未报建$ 对于该小
区未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报建# 小区是否是违章建筑# 本报
还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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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4

5通讯员 678 9:

" 她们都是&+

来岁的小姑娘#同在一间012做服务
员#又一起租房子成为室友$ 但就因
为一次借电脑被拒#来自湖北的%+后
女子竟起意报复# 带走室友的电脑'

现金# 并伪造成两人同时被盗的假
象$ 只是#她精心的布局不但没有成
功#还被警方拆穿#犯下盗窃罪$庆幸
的是#室友不计前嫌的一封谅解书让
她获得轻判$ 最终#一时糊涂的%+后

女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个月# 缓刑'

年#并处罚金'+++元$

小青!化名"来自湖北#在海口打
工$ 因为两人家都不在海口#她与同
在某012打工的小美一起租住在海口
市文明中路某出租屋内#成为室友$

#+''年%月'/日# 小青准备趁放
假时到三亚玩$ 临行前#她向同住的
小美借用笔记本电脑# 小美没同意$

就因这一件小事# 小青对同住半年
多' 一直感情融洽的小美产生了芥

蒂$从三亚回来后#小青仍耿耿于怀#

并产生报复心理$

%月'%日中午# 趁小美上班不在
家# 小青将小美放在桌上的宏基牌黑
色笔记本电脑装进自己的行李箱内#

并将小美放于布柜中钱包内的人民币
'"++元翻出拿走$之后#小青将自己存
放在柜中的人民币'+++元也取走#并
将房间物品弄乱# 伪造成小偷入室行
窃'两人同时被盗的假象$ 随后#小青
带着行李箱和盗得的现金离开住处#

到银行将现金存入自己的帐户中#并
将行李箱交给朋友王某代为保管$

当晚(时许# 看看小美快下班了#

小青便打电话给小美#谎称没带钥匙$

小美下班后#两人一起回了家#打开房
门#同时看到了室内%被盗&#这样一
来#小青以为#自己这样精心的布局#

能让小美相信两人确实%被盗&$

只是#小青怎么也想不到#她的
精心布局被警方识破#于是便出现了
开始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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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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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三亚市物价局
获悉#从"月##日开始#三亚市二级市
场'-公斤标准瓶装液化石油气最高
批发价格为每瓶'#'元#最高零售价
格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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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了解#三亚市物价部门就液化
石油气销售价格等有关问题作出如
下通知#核定三亚市二级市场'-公斤
标准瓶装液化石油气最高批发价格
为每瓶'#'元# 最高零售价为'#%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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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单位必须严格遵
守执行#不得突破规定价格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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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B:

C 通讯员 DEF

""月#.日晚''点
-+分#海南省东方龙北##+千伏输变
电工程比计划工期提前/天建成投
产$ 据悉#该项目的投产#将全力保
障西部工业走廊新增投资项目'西
环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用电$

据了解#东方龙北##+千伏输变
电工程总投资'3"(亿元# 于&+**年/

月&.日开工建设# 是海南电网公司
落实南方电网公司与海南省政府关
于%十二五&电力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精神的重点项目之一# 是南方
电网公司的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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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B:

C

""月&(日#记者从海南省残疾人联
合会了解到#按照(残疾人就业条列)

(海南省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 等的
规定#海南省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
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3-4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不然
就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对逾期
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残疾人保障金
的单位#残疾人联合会可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