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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主机
2只滤芯

10年健康水

+

原原 价价
19801980元元

（一）四重过滤，净化更彻底！
第一层，矽藻瓷过滤层，孔道仅有0.2

微米，可以过滤小到细菌、微生物，大到泥
沙、铁锈等各种杂质；第二层，超强活性碳
净化层，强力祛除农药、余氯、漂白粉等化
学残留；第三层，银离子条菌，杀灭各种病
毒、霉毒、病原体；第四层，ATS离子交换
树指，强效去除水中的铅、汞、铬等有害重
金属，四重净化科技，四层超强净化。确保水中有毒有害
物无一漏网，全部过滤，各项指标远超欧盟直饮水标准，让
你和这人，用上纯净的水、放心的水。

（二）活性矿化，水质更健康！
史蒂夫净水器，独有的活性矿物质岩芯，析出人体所需

钙、镁离子，微量元素的同时，中
和水中的酸性成分，让水质始终
保持健康的弱碱性。岩芯释放
出负离子，将大分子水团分解成
若干小分子团，促进细胞新陈代

谢，排毒排油排垃圾！形成健康水的同时，中、更令水质甘
甜清爽，如饮山泉！

（三）便洁滤芯，洁净更长寿！
史蒂夫净水器，采用全新

工艺的矽藻瓷滤芯，经过商湿
烧瓷工艺，一次成型。它的表
面，就好像蜂果那样，布满了微
小的孔道，能净水中的病菌、杂
质、微生物，牢牢的吸附在外
面。为了保证滤芯的净水效率，防止2次污染，我们建议您
每隔1、2个月，就给滤芯来一次大清洗。只要拧下不锈钢
外壳，用百洁布，轻轻一擦，光洁如新，非常好清洗！经常
擦试，矽藻瓷滤芯的使用寿命可延长到5年！

（四）精钢材质，牢固更耐用！
传统净水器，多采用FVC塑材，长期使用会有甲醛、甲

苯析出的现象，新一代史蒂夫净水器，采用精纯不锈钢材
质，无甲醛、无甲苯、抗氧化、耐腐蚀，经久耐用，一台至少
能用半个世纪！

（五）万用接头，拆装更方便！
传统净水器，需专人拆装，工序繁锁，费时费力，史蒂夫

净水器，配送万用转接头，一拧就行，会拧矿泉水瓶，就能
安装，若有困难，还可以致电专业安装及维修人员，他们一
定会让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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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口 史 帝 夫 净 水 器 地 址 ：海 秀 东 路 3 号（南 国 商 行）望 海 国 际 广 场 正 对 面 。
乘车路线：11 路路、、22 路路、、44 路路、、88 路路、、1010 路路、、1313 路路、、1515 路路、、1616 路路、、1919 路路、、2222 路路、、2424 路路、、2828 路路、、2929 路路、、3232 路路、、3434 路路、、3636 路路、、3838 路路 4040 路路、、4141 路路、、5050 路路、、6060 路路，，明珠广场站下车明珠广场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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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湖南大浦镇300多儿童因饮用水污染，导致血铅超标，身体发育受到严重影响。广
西大新县水质镉元素超标，附近村民腿脚手指严重变形。饮水千万要当心了，生活用水中残留
的余氯、农药、细菌、重金属，是引发腹泻、结石、骨质疏松、肝肾衰竭、甚至癌症的罪魁锅首！长
期饮用、煮饭、烧汤，相当于给身体一次次下毒。

老旧社区水管腐蚀、锈迹臊斑斑；新换的PVC管，有毒有害环保下达标，还有楼顶水箱，里
面麻雀蟑螂死老鼠，应有尽有！有的甚至长满青苔！每天饮用不经净化过滤的自来水，每天
用它来烧汤、煮饭，这些有毒有害的杂质，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长期沉积，导致腹泻、结石、骨
质疏松、肝肾衰竭、心脑血管病、血压血糖降不下，甚至出现癌症！

污染事件层出不穷，
安全用水不容乐观！

国外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环境保护得那么好，为什么家
家户户还是非得要装净水器呢？不怕天灾，就怕人祸。半个
世纪以前，欧美国家同样面临黑心商人和资本家，偷排偷放，
污染水源泉，污染环境的严重威胁。爆发过多起水污染致病，

水污染致胎儿畸形的恶形事件。虽然政府部门也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可是那都是事后的工作，先前并
不知情的老百姓，喝了也就喝了，病了也就病了！实在没辙了，家家户户只有信自己，自己保护自己，每
家每户这才都装上了净水器，装上以后，都觉得很方便，这慢慢的就在欧美发达国家流行了起来！
方青卓老师不忘提醒大家：东也省，西也省，唯独这净水器，是万万少不得！

不怕天灾就怕人祸
净水器万万省不得

五大工艺全新升级

水箱水管隐患重重，
家人健康马虎不得！

史 蒂 夫 引 颁 风 骚 ！

史帝夫净水器 好水喝出健康来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12号）
澄迈：东联大药房（文化北路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文昌：南山药行(宝安商场，中医院斜对面)

屯昌：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
东方：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
儋州：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
昌江：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路）

万宁：百年华康药店（原千方百剂药店市政府对面）

三亚：健寿堂药店（红旗街82号）

随着养老金并轨和延迟退休政
策的执行和明确，养老保险改革已
经进入到深水区。

记者了解到，养老保险最低缴
费年限已经成为业内参与改革问题
讨论人士的共识，但是这一问题的
改革时间点尚未明确。

延长缴费年限已成共识
按照目前的规定，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为满15年，即必须满180个月。
中间可以中断，不影响领取养老金，
但如有中断，会影响养老金待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
二局人士曾对外表示，“最低的缴费
年限是15年，从社会保险可持续来
看，这是非常不利的，这个问题在业
内已经得到共识。”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人社
部曾经研究过，延长养老保险最低
缴费年限的问题。”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肯

定地认为：“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
应研究适当延长。”

苏海南解释道：“当初制定最低
缴费年限为15年的时候，是因为20
世纪90年代刚开始建立社保制度，
那时许多企业员工已经40、50岁了，
以前从未缴过社保费，从建立社保
制度开始缴费只有十多年就该退休
了。另外还有自谋职业者、非全日
制工，为了吸引、鼓励他们参加社
保，就把最低缴费年限定为15年。”

“但是，这个政策放在现在，已
经不大适用了。”苏海南举例说明，

“现在人们预期寿命延长，如果一个
人22岁工作缴纳养老保险费，加上
15年，37岁就不再缴费，那怎么可
能？实际上现在人们对最低缴费15
年的理解也有偏差，按规定，凡是用
人单位的员工，在单位一年就应缴
一年社保费，一直缴到退休，并非只
缴15年就可不缴；而自谋职业者如
只连续缴费5年，到退休年龄时只能

领取很少的养老金。所以，适当延
长缴费年限，既是适应人们预期寿
命延长的需要，也是保障劳动者退
休后生活的需要。”

资料显示，基本养老保险费由
企业和被保险人按不同缴费比例共
同缴纳。以北京为例，企业每月按
照其缴费总基数的20%缴纳，职工
按照本人工资的8%缴纳。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法国从
2018年开始，退休者享受全额退休
养老金的工龄从41年零3个月提高
为41年半，计划到2035年法定工龄
年限达到43年；德国规定被保险人
想要领取养老年金，必须达到设定
的年龄界限，正常要求缴费满35年，
德国正常退休年龄是65周岁。

缴费长短影响不明显
而养老金缴纳时间长短直接影

响着每个人账户，而个人账户的保
险费多少，并不能对退休后的养老

金产生明显影响。
人社部相关研究部门人士表

示：“现在，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收益
非常低，按照规定职工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记账利率大部分省的参考同
期的银行一年期整存整取的存款利
率，有的省是参考上年度一年的定
期存款利率、国债利率、居民消费价
值指数的因素确定记账利率。还有
的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年度存款
基准利率及其调整变动后测算的加
权平均利率执行的。”

目前，各地记账利率并不统一，
从3%到5%不等。

“不管怎么说，我们就说男性从
18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42年的
缴费期，如果是按照一年期的定期
存款利率显然是比较低的。”前述人
士表示。

有消息称，今年有22个省的养
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据中国经营报）

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15年？

年限延长已达成共识 金价下跌
海口市民保持观望

南国都市报12月5日讯（记者
王子遥）由于美联储于本月宣布加
息的可能性增加等多种因素，金价
颓势依旧不减，已接近6年内最低
位。国内饰品金价也进一步走低。
12月3日，记者走访海口市部分金
店了解到，目前金饰销量有所减少，
反映出海口市民对金价的看跌心理
和投资趋于理性的心态。

“从10月底以来，金价就一直
处于下跌阶段，而且看起来也还没
见底。现在又有利空的消息传出
来，所以短期内我不会再买金饰
了。”家住秀华路的刘先生说。

市民陈阿姨也表示，目前金价
进入持续走低阶段，但自己不会再
像2013年时一样，见到价格低就积
极买入。“2013年时我买了上万元
的金饰，后来被套牢了好一段时间，
现在我是吃过亏有过教训了，会比
较理性的看待金价走低了。”

12月3日下午，海垦路的一家
金饰店内显得十分清静，近半小时
内只有零散的两三名客人进入店
内。记者观察发现，前来店里的客
人也以询价居多。市民吴小姐告诉
记者，目前不少知名品牌的千足金
挂牌价也只在285元/克左右，虽然
比起年初低了好几十元，但是由于
看跌心态占据上风，像她一样的不
少喜欢黄金的市民也只是积极关
注，并没有大量买入的打算。“价格
可能还会更低，还可以再等等。”

南国都市报12月4日电（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黄华师）11月30日
至12月4日，澄迈赴哈尔滨、武汉举
行综合城市形象推介会，5天的推介
活动取得丰硕成果。推介会上澄迈
向两市市民发出了冬季组团游澄迈

的邀请函，会后多家旅行社也接到
了不少市民的咨询，预计今冬明春
海南旅游旺季期间，哈尔滨、武汉两
地将计划向澄迈输送游客4.86万人
次，共签订购房意向书263套。

在两场推介会上，澄迈以富硒、长

寿、生态等特色资源吸引了两个城市
大量市民前来参观咨询。哈尔滨市民
陈丽女士被澄迈的气候、生态环境、农
产品以及文化氛所深深吸引，准备今
年春节携亲友前往海南旅游度假。

此次哈尔滨、武汉推介促销活

动，澄迈县考察团还考察了当地的
冬季瓜菜市场，积极向外开拓瓜菜
销售渠道，成功与哈尔滨哈达农产
品交易中心、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
大市场等共签订了10.8万吨瓜菜购
销合同，总价值6.48亿元。

澄迈赴哈尔滨武汉推介签下丰厚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