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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医讯：近日，一种名为
“菲必特坚硬膏”的男士产品
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其剂型独特，不是药品，不是
针剂，也无需口服，只需一抹，
就可轻松改善男性问题，效果
快速，持久，初期体验者直呼
意外，更让全球已经享用的男
性朋友兴奋不已……

据负责国内市场销售的欧阳总监介绍说：菲必特坚
硬膏的主要成分是从世界三大壮阳植物“玛咖“淫羊
藿”“肉苁蓉”中提取的特殊男性精华，科学界称之为
copulins（助情素），它通过刺激人体交干神经，加速
男性局部微循环，提升和增强海绵体细胞分裂增殖三
大作用，从而大大延长男性生活时间，增强勃起的力
度和硬度，实现男性器官的二次发育，再现男人雄风，
效果迅速持久，欧美医学界称之为“外用伟哥”。

在欧美国家，很多医院都向患有功能障碍的男士推
荐菲必特，其快速持久的效果使菲必特已经成为无数
夫妻的床头必备品，无论是疲软、无力、冷淡、控制力
差等，只要轻轻一抹，立刻就来精神。很多用过的人
说，虽然菲必特提高的是生理功能，但他们最享受的
却是心理上的满足，看着爱人惊讶的表情，仿佛又找
到了二三十岁的感觉。菲必特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
促进器官的二次发育，调查显示，只要连续使用菲必
特2-3个月，海绵体细胞的数量即可大大提升。
热销趣闻——

明明是一种男性产品，而购买者中女性竟占了四

成。一种男性产品缘何如此受女性青睐？已经是第
二次购买的李女士说：“老公今年还不到 40 岁，那方
面总觉得力不从心，菲必特坚硬膏，只需抹一抹，立
马就有精神，而且每次都能控制自如，用他自己的话
说好像回到了 30 岁一样，我也重尝了久违的快乐。”
一位女性朋友私下对调查者说，之所有购买菲必特
坚硬膏主要还是看中了菲必特坚硬膏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既能享受高质量的夫妻生活，又不会为副作用
担心，既是对他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用过的人说起菲必特的效果滔滔不绝，但还有一
部分人却心存疑虑：真的安全吗？真的能解决问题
吗？效果会不会反弹啊？

一、首先，外用不需口服，不会对血管、肝肾有
任何伤害，三高人群也能使用，其次纯植物提取没
有任何化学添加。二、之所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
间里起效，则完全因为采用的小分子工艺，有效成
分能够透过皮肤直接作用到海绵体，不需经过缓
慢的吸收、循环。三、美国菲必特的效果已经被全
球亿万男性朋友验证，在你身边可能就有菲必特
的受益者，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无数人已因菲必
特过上了美好的夫妻生活。

好消息：目前，美国“菲必特”已经得到国家相关
部门的批准在中国正式上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量
巨大，一直供不应求，因而每日仅推出10套特惠装
供大家订购，详情可拨打全国免费电话 4008-
373-979进行了解，全国各地保密配送，货到付款
优惠代码：156 温馨提示：外用制剂，效果强劲，

“未成年人和性欲亢进者禁用”。

外用“坚硬膏”
缘何搅动女人心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林书喜）13日上午，海南首个“中国
农业公园”创建单位及首批“中国
绿色村庄”授牌仪式在儋州市那大
镇屋基村鹭鸶天堂举行。儋州市那
大镇政府获得“中国农业公园创建
单位”称号，那大镇力乍村、屋基
村获得了“中国绿色村庄”称号。

在今后的几年里，那大镇在创

建“中国农业公园”过程中，将得
到中国村社促进会的指导，及省生
态旅游策划研究院的协助。

据介绍，自2012年以来，那
大镇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实施“百名村官上大学”和

“百村十个一”的“双百”民生工
程。目前全镇有142名村官参加镇
政府与海南省政法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举办的大专学历村官班。那大镇
率先实现全镇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常
态化管护，农村饮用水卫生指标常
态监测和治理，农村公共照明路灯
和农村公交运营全镇147个村庄连
队全覆盖，2015年被中央文明办
评为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为
创建“中国农业公园”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从2013年至2016年，那大镇
以力乍、屋基、侨南、石屋、江
茂 5 个美丽乡村为重点区块，以
点带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创建

“中国农业公园”，2017到2020年
再以 5 个美丽乡村建设为核心，
全面覆盖 12 个村委会 83 个自然
村，力争在2017年获得“中国农
业公园”牌匾。

海南首个“中国农业公园”创建单位在儋州启动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许欣）学校免费提供创业场地，邀请
导师进校园给予指导，对优秀团队颁
发奖金……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近
日创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诸多便利。

在校园内有一座雅致的小楼，挂
有“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共青团文昌市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两块牌子。办公区域
内，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在忙碌
工作。他们大都是在校学生，有的刚
刚大学毕业。

李春花在校所学专业是应用英
语，去年刚刚毕业。她曾到上海一家

外贸公司实习过，积累了一些经验，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她一毕业就开
始自主创业。通过网络营销，把产品
卖到了东南亚多个国家。“在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办公，不用交一分钱租
金。”李春花说，这是学校对创业者强
有力的支持。

据该学院团委书记张桓桓介绍，
前不久，学院将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500平方米场地装修一新，铺设好网
络线路，供创业团队免费使用。在学
生创业伊始，学院发放启动资金；为
了让学生创业没有后顾之忧，允许学
生创业失败；经评估考核之后，还将
对优秀创业团队进行奖励。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鼓励大学生创业

免费提供场地还发奖金

海大环植学院
学生与企业联谊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
者许欣）“我们是猛虎队！猛虎下
山，无往不胜！”12日下午，海南
大学田径运动场人声鼎沸，该校环
植学院正在举办院企联谊会，在校
大学生和友好企业单位在岗职工组
成了不同方队，参加了丰富多彩的
游戏。

据介绍，院企联谊是海大环植
学院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这是一
个增进企业员工与学院师生感情的
平台，一条向企业展示环植学院师
生良好精神面貌的渠道。

13日，海南大学举办2016届
毕业生冬季供需见面会，全校预计
有涉及经济学、法学、文学、理
学、工学、农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
近190个专业共9000名本科和研
究生参加，不少企业期待通过上述
联谊活动招揽英才。那些具有团队
合作意识、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
在与企业单位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深
受青睐。

琼海一市民卡在身上却遭盗用报销

是谁动了他的医疗卡？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杨琼文）医疗卡在身上，也没去哪看
病，可是却有人用卡去报销了，这样
一件离奇的事就发生在琼海市嘉积
镇大礼村委会大礼村的薛桂超身上，
对此，薛桂超怀疑有人恶意盗用他的
医疗卡去报销。

据薛桂超介绍，他是一位风湿病
患者，12日下午3时，因身上疼痛难
忍，就叫两位朋友送他到琼海市金海
路的复康医院打针，而且还在复康医

院使用了医疗卡报销。
“12日在医院打针后，我今天感

觉身上很舒服，两腿也能走路了，今
天下午3时的时候，我自己走路去复
康医院打针，可我到复康医院收银台
时，一位女收银员告诉我说医疗卡今
天已报销了，不能打针。”薛桂超说，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今天还没去
哪打针，而且医疗卡在我身上，怎么
出现有人报销的情况呢？”

因不能报销，薛桂超也不能打

针，他心里很郁闷，但事实就摆在眼
前，于是，薛桂超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反映了此情况。

南国都市报记者到琼海市嘉积镇
金海路的复康医院采访时，该院执行
院长黄健接受了记者采访。据黄健介
绍，农村合作医疗卡在琼海市内是通
用的，复康医院也是一个定点单位，但
具体薛桂超的医疗卡是在哪里被报销
的，目前在复康医院无法查询。

“薛桂超的医疗卡在今天已经使

用过一次了，就无法使用第二次，只
能是明天才能报销打针。”最后，黄健
告诉记者，对于薛桂超的医疗卡被报
销一事，不是在复康医院发生，估计
是有人特意记住薛桂超的医疗卡号
后，到那些小而偏僻的定点单位去报
销了。

究竟是谁用薛桂超的医疗卡报
销了呢？薛桂超表示一定要查明原
因，追究冒用者的责任。本报将继续
关注此事件的进展。

定安今年“双冬”
投入3.27亿元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
者吴岳文）近日，定安县委、县政府
组织万名干部职工到高秀洋修水
利，现在水利设施畅通了，农户种植
冬季瓜菜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10日，记者在定安高秀洋看
到，在宽阔的公路上不少农户用摩
托车载着刚采摘的新鲜蔬菜运往农
贸市场。畅通的水利设施让农户成
片种上了冬季瓜菜，有圣女果、有白
菜、冬瓜等等。

据了解，今年以来定安不断加
大水利工程投入，仅今年的“双冬”
工作，定安就投入3.27亿元，用于
实施江河整治、水毁修复、小农水等
项目建设。计划新建堤防4.09公
里，新修防渗渠道85.81公里、改善
灌溉面积3.14万亩，新增供水受益
人口8.3万人。在此基础上，力争落
实种植瓜菜11.8万亩，总产量达到
19万吨，目前已完成瓜菜种植面积
近4万亩。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吴岳文）
旅游扶贫是琼中一大特色，先后催生了什
寒、便文等一批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村庄，很
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收入节节攀高。日
前，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越等一行到
琼中考察，对琼中乡村旅游扶贫大加赞许。

在什寒村，李越等人查看了铁皮石斛种
植、农家乐、村庄建设等，同村民们聊家
常，了解他们的收入和家庭经济情况，切身
感受乡村旅游扶贫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通过走扶贫开发、基

层党建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科学发展新路
子，什寒村成为琼中第一个“奔格内”乡村
休闲旅游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据悉，自2013年开始，琼中重点培育
发展生态旅游业为统筹扶贫开发、统筹城乡
发展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加快
产业优化升级，按照“点—线—片—面”的

“奔格内”乡村旅游开发布局，先后催生了
什寒、便文等一批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村庄，
成为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范本。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吴岳文）
记者11日获悉，市民周末拖家带口自驾到琼
中采摘绿橙是一种时髦，如今不少果园的绿
橙已经采摘完。目前琼中绿橙的收购价为每
斤超9元。琼中农技中心负责人表示，琼中绿
橙采销两旺，预计还可以持续采摘4周左右。

今年琼中绿橙挂果面积0.8万亩，总产

量1.2万多吨，产值达1.5亿元。
近一个多月来，琼中绿橙在网上销售火

爆，一家正规网店每个月销售达5万斤以
上。市民网购“琼中绿橙”时要擦亮眼睛
以防被骗。部分不良商家打着“琼中绿橙”
包装招牌卖外地绿橙的情况屡有发生，工商
部门已发现调查了450多家仿冒网店。

琼中旅游扶贫催生一批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村庄

市民自驾到琼中
采摘绿橙成时髦

有趣！
瞧瞧这棵树
身上长着xy

在海口海甸岛五
东路的一个小区，生
长着一棵榕树，这棵
榕树很神奇，它的神
奇之处在于它的主干
上 又 新 长 出 几 个 枝
条，这些枝条神似英
文 字 母 的 “x” 和

“y”。
南国都市报记者

陈卫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