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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4月13日讯（见习记者易
帆）日前，由人保财险承包的全省政策性鸡、

羊养殖保险首例赔付产生，两养殖单位在遭

受自然灾害损失后，很快获得了再生产资金。

长期以来，我省养殖业投入大风险

高，地处台风走廊，没有风险保障，养殖

户往往因灾一朝返穷。2014年“威马逊”

席卷海南，造成文昌2000万只牲畜死亡，

其中存栏的文昌鸡近1800万只，文昌文昌

鸡产业遭受重创，不少养殖户至今没有再

生产资金，也丧失了生产的信心。

鸡、羊养殖保险上市后，将给养殖户吃

下一颗定心丸。去年12月两个险种上市以

来，伟德牧业所饲养的26万只蛋鸡投保了

保期一年、保额780万元的风险保障，总签

单保费为19.89万元。1月21日，受寒潮影

响导致保险责任发生，造成伟德牧业饲养蛋

鸡死亡的数量为19736只，经人保财险查勘

定损清点，最终确定赔付金额59.21万元。

“自从2014年经历了超强台风‘威马

逊’，我们就一直在企盼着能为我们的养殖

业提供一份保险保障。”海南老羊倌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先生说，随着经营规

模的扩大，张先生越发意识到保险的重要

性。获知羊养殖可以保险后，张先生立即

与人保财险取得联系。

记者了解到，鸡养殖保险投保条件为：饲

养管理正常，存栏量5000只以上，投保时在

10日龄以上；羊养殖投保条件为：能繁母羊

（种公羊）畜龄在8日龄以上，6周岁以下。育

肥羊体重在7.5公斤以上，存栏量30头以上。

鸡、羊养殖保险均涵盖了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与疾病。养殖户可到人保财险公

司或到当地营业网点进行咨询、投保。出

险后，养殖户应及时拨打95518或向当地

保险营业网点进行报案，同时提供保险单

或保险凭证及发票、索赔申请书、损失清

单、出险的有关证明和资料。

据了解，目前鸡、羊养殖保险以海口

为试点区域，其他市县有待下一步的开展。

文昌市抱罗镇福耀村村民合作社负责人

王先生说，自“威马逊”台风后，合作社的养鸡

场损失惨重，目前仍没有充足的资金恢复生

产，“有了鸡养殖保险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福

利，希望能更快的向全省铺开。”王先生说。

野菜是指自然生长的未经广泛人工栽

培的可食用草本或木本植物，一般春季食用

较多，具有独特风味。野菜可作为鲜菜用来

生食凉拌、炒食蒸煮、配菜做汤，也可用来晒

干菜、制酸菜、腌咸菜等。2015年国家卫生

计生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系统共收到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报告68起，中毒人数1045人，死亡89人，绝

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家庭，主要原因为误采误

食。为了保障消费者安全食用野菜，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特发出以下风险提示。

一、野菜和栽培蔬菜一样，营养成分

丰富，但影响会有差异。食用野菜重在尝

鲜，难以满足人体所有的营养需求，应注

重食物多样性和膳食平衡，不宜多吃。

二、野菜采摘要注重新鲜，不认识、

不熟悉的野菜不采、不吃，卫生环境较差

的区域及公路周边的野菜也不要采摘。生

食野菜应清洗干净。对不宜生食的野菜，

需要经浸泡、蒸煮、烹调等处理。

三、野菜生产经营者应严把原料关，

严禁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野菜，同时保证原

料新鲜安全，采用合理的贮藏条件、加工

及烹调工艺。野菜生产企业应保证产品符

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并出厂检验合格。

四、我国野菜资源相对丰富，但应注

重资源可持续利用，避免大规模采摘，影

响甚至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

五、如食用野菜发生食物中毒要及时

就医，保存好相应证据；对涉及的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可以拨打12331向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投诉举报。

（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新美星今日申购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

于4月14日（周四）拟在深交所创业板

发行。公司股票申购简称为“新美星”，

网上申购代码为“300509”，发行价

13.22元，市盈率22.98倍，行业市盈率

64.17倍，申购上限2万股，顶格申购需

20万元市值。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为液

态食品包装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能

够为客户提供液态食品一体化包装系统全

面解决方案。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

新，在液态食品无菌灌装领域，打破了国

际液态食品包装企业对PET瓶无菌冷灌

装技术的长期垄断。 （据中国证券网）

沪指尾盘回落涨1.42%

周三早盘沪指高开高走。临近尾盘，

三大股指均涨幅收窄，出现不同程度的回

落。截至收盘，沪指报3066.64 点，涨幅

1.42% ，成 交 3314 亿 元 ；深 成 指 报

10684.92点，涨幅1.44%，成交4922亿元；

创业板指报2294.02点，涨幅1.33%，成交

1392亿元。两市成交超8000亿元，成交

量明显放大。 （据新浪财经）

“尿频、夜间遗尿”
管用！望清 缩泉丸，

补肾治多尿
用望清 缩泉丸

小便频数，夜间遗尿，多见于中老年患
者，这是由于中老年人“元气亏衰，阳气虚
极”所致。一旦患病，每有尿意就迫不及待
需要排尿，难以自控，故临床上尿频尿急
经常合并论治。老年人肾气不足，膀胱失
约，小便频数，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频
繁起夜，严重影响休息睡眠，精神憔悴，
不利于身体健康。

小便是由肾和膀胱共同主导。尿频、遗
尿、小便频多，与肾脏功能亏衰息息相关。
膀胱为尿液贮存之所，肾主化气行水，如果
肾气亏衰，膀胱虚寒，则不能约束水液而导
致小便频多。

尿频、遗尿、夜尿多因肾气不固、膀胱失
约所致，也可由下焦湿热、肾虚不固、中气下
陷，肝郁气滞引起。补肾治多尿，用望清牌
缩泉丸，管用！

专治尿频遗尿
望清 缩泉丸！

缩泉丸，原名固真丹，《本草纲目》中亦
有记载，专补肾气，治小便频数。《中国药典》
对“缩泉丸”之功能主治表述为：功在温肾祛

寒，缩尿止遗，主治膀胱虚寒症，小便频数，
或遗尿。

陕西金象药业有限公司，历经多年搜
集验方，利用现代制药技术，研制的望清
牌缩泉丸，补肾缩尿，专治肾虚所致的尿
频、遗尿！

望清 缩泉丸
祝您早日告别尿频，一身轻松
望清牌缩泉丸，由“乌药、山药、益智仁”

三味主药炮制而成。方中乌药功在温肾散
寒，可除膀胱冷气，增强固摄约束之力；益智
仁温补肾阳，能够固暖下元，故有收敛精气
之作用；再用山药糊丸以补肾固精，三味主
药同方，共奏温肾缩尿之功。

望清牌缩泉丸，补肾散寒，温补下焦，使
肾与膀胱的功能恢复，专治尿频遗尿、夜尿
频多等症。

尿频、夜尿多，切不能掉以轻心，及早治
疗才能愉快享受生活。望清牌缩泉丸，祝您
早日告别尿频，一身轻松！

功能主治：补
肾缩尿。用于肾
虚所致的小便频
数，夜卧遗尿。
生产企业:陕西金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禁忌：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外感发热患者禁服。
忠告语：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OTC) 国药准字号:z20063002 陕药广审（文）第20150802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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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商行（海口海秀东路3号）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15号海外酒店一楼)
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二东路市委党校斜对面)
华芝大药房（青年路口）
华芝大药房（文明一横路中汉大厦）
秀英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内）
惠祥药店（海府路1号东升楼一楼）
琼海：广安大药堂第三超市（东风路中心市场大门旁）

文昌：南山药行(宝安商场，中医院斜对面)
昌江：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澄迈：东联大药房（文化北路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东方：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
屯昌：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39号中心市场西门斜对面)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路）

乐东：银都药行(城江南一路〈电影院旁〉）
临高: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
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百年华康药店（原千方百剂药店市政府对面）
琼中：广昌隆药店（海榆路248号）
儋州：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 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211号）
五指山：山城大药行（老干局对面）
保亭：仁和堂药品超市(文明中路55号）
三亚：健寿堂药店（红旗街82号）/保康药店（红旗街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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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失眠 睡不着
快试试 三彤 龙枣胶囊！

日求三餐，夜求一宿，
失眠虽小，健康事大，不可忽视！
失眠（中医称为不寐）的病因的有多种，

最常见的是精神压力大、心绪不安、“心脾两
虚”引起的失眠，患者通常表现为：不易入
睡，睡中多梦，易醒，醒后再难入睡；神疲、乏
力。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导致免疫力下
降，还会诱发一些疾病，如血压升高、心动过
速、神经衰弱等。

失眠的人群很广泛，尤其以脑力劳动
者，神经衰弱患者为失眠高发群体。患了失
眠症，无法得到高质量的睡眠，心神不宁，学
习工作效率降低，焦虑，心烦易怒……

俗话常说，“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睡眠
质量提高了，可以缓解消除疲劳、具有恢复
体力之功效。小小失眠，对健康的影响不容
忽视！
龙枣胶囊，循古法“镇静安神，清心解郁”

祝您早日告别“失眠 心烦头晕”
陕西金象药业耗时多年，搜集睡眠古

方，针对长期失眠的根本原因，研制成功了
失眠全新治疗型药物——【三彤牌龙枣胶
囊】，该药融汇了中医“重镇安神”与“滋养安
神”两大治疗原理 。(《本草纲目》记载，龙骨
是典型的重镇安神药，功在镇静安神、平肝
潜阳，收敛固涩。按《中国药典》，酸枣仁滋
养安神，功在养心益肝，安神，敛汗。两药联
用，专治失眠)

【三彤牌龙枣胶囊】精选“龙骨”和“酸枣
仁”为主药，辅以“牡蛎、黄连、黄芩、葛根、丹
参、人参、当归、石菖、合欢花、百合”10多味
纯植物药材，重镇+滋养，刚柔并济，治养结
合，共奏“镇静安神，清心解郁”之功。

【三彤 龙枣胶囊】
祝失眠患者，睡得香，长寿又健康
【三彤牌龙枣胶囊】，循古方治失眠之精

髓，蕴含中医多个经典睡眠组方精华，由表
入里，清心解郁以治标，镇静安神以治本。

【三彤牌龙枣胶囊】，重镇安神，滋养心
血，突破失眠疾病的关键，综合调理，治养结
合，从而使失眠患者得到治疗。

【三彤牌龙枣胶囊】，国家药监部门明确
批准功效为：镇静安神，清心解郁。用于心
火亢盛所引起的失眠，心烦，头晕。

【三彤牌龙枣胶囊】国 药 准 字 号 ：
B20020191。

【三彤牌龙枣胶囊】，古方正药，祝广大
失眠患者早日告别失眠、心烦、头晕！

【三彤 牌龙枣胶囊】特别适用以下几种
人群

1、长期失眠患者！
2、难以入睡或入睡后容易醒的人！
3、入睡后多梦者！
4、焦虑、神

经衰弱者！
5、经 常 头

晕、心烦、耳鸣目
眩、神疲体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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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枣胶囊】古方正药，祝广大失眠患者早日告别失眠、心烦、头晕！

患告语：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生产企业陕西金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禁忌：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外感发热患者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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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商行（海口海秀东路3号）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15号海外酒店一楼)
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二东路市委党校斜对面)
华芝大药房（青年路口）
华芝大药房（文明一横路中汉大厦）
秀英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内）
惠祥药店（海府路1号东升楼一楼）
琼海：广安大药堂第三超市（东风路中心市场大门旁）

文昌：南山药行(宝安商场，中医院斜对面)
昌江：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澄迈：东联大药房（文化北路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东方：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
屯昌：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39号中心市场西门斜对面)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路）

乐东：银都药行(城江南一路〈电影院旁〉）
临高: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
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百年华康药店（原千方百剂药店市政府对面）
琼中：广昌隆药店（海榆路248号）
儋州：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211号）
五指山：山城大药行（老干局对面）
保亭：仁和堂药品超市(文明中路55号）
三亚：健寿堂药店（红旗街82号）/保康药店（红旗街31号）

现在鸡啊羊啊都可以投保了

我省养殖户吃了定心丸

食药监局：严禁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野菜
昨日市况

$ 新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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