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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 -3 月 12 日

购买每盒相当于 9.9元赠品与买品相同

原价：38元 /盒

西芹降压素绿色降压

西芹降压素胶囊是在长白山的野生西芹中提取西

芹素,依据国际心脑血管病研究中心的科学理论，是国

家十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它的突出特点是功效显著，

对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有非常好的效果，并保证纯植

物绿色降压，没有任何毒副作为，安全有保障。

西药降压 = 慢性自杀

众所周知, 西药是通过强行扩张血管来达到降压

的目的，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和毒副作用。 出现恶心、

头晕失眠，心跳加快，损坏心脏功能。 其毒性破坏肝功

能，导致阳痿、早泄，甚至危及生命。

刷刷血管洗净血，轻松降血压

服用当天其它降压药都可以减量！ 服用 10-30

天患者血压正常，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头痛，心闷气

短，失眠健忘，眼花烦闷，心悸乏力，四肢麻木等合

并症基本消失；服用 3 个疗程即可停服，高血压不

再高，达到无病状态。 西芹降压素胶囊独含抑制因

子：作用一：平稳降压不反弹，达到无病状态；作用

二：对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肾等各种并发症有明显

的辅助治疗作用；作用三：对心梗、脑梗、中风、猝

死、肾衰竭等起到卓越的预防效果。

专家提示:服用 2 疗程后,血压可稳定在 120-80。 服用前请咨询专家

确认服用量。 ★请各位患者到以下指定药店购买，以防假冒！

降压热线：

0731-86649310

凡一次购买 30盒者，将免费赠送价值 298元的降压手表一块

特惠价：

1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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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平和堂药号(五一、东塘)店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楚云饭店旁)��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王府井楚仁堂大药房(王府井负一楼)��南门口好又多药店

火车站仁寿堂大药房 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中西医院旁)���河西楚济堂大药房(枫林宾馆旁)���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店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新开

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株洲:平和堂药号(火车站家乐福旁边)�湘潭:基建营福顺昌药房(步步高对面)����市内免费送货 外地货到付款

真情回馈新老客户

凡电话订购者另有惊喜！

糖尿病、中风、神经性炎等引起的肢体麻木，不

及时治疗极易导致瘫痪。 口服药仅有活血作用，见

效慢、副作用大。 大风肽：国内独家专治麻木病的高

科技准字号药贴， 采用生物离子靶向定位技术，药

效直达病灶。 大风肽两步治麻木：第一步，疏通毛细

血管，打通营养通道，第二步，修复受损神经，复苏

肌肉组织。 使用大风肽效果当天：肢体明显感觉有

股热流；使用一周期：骨骼骨关节疼痛、肿胀、手脚

麻木等明显减轻；使用二周期：疼痛肿胀消失、手脚

麻木基本消失；使用三周期：手脚麻木彻底消失；颈

椎腰椎、骨关节活动自如。

大风肽：国内专治麻木病的高科技聚能离

子生物成果， 世卫组织已将 " 大风肽 " �列为

治疗手脚麻木的专业产品， 现特邀神经内科

专家亲诊， 报名电话：0731-88863939 ���湖南省

内可办理药到付款。

尿失禁是女性、中老年人和小儿的常见病，但很多人

没当回事儿，结果越拖越重。 尿失禁权威主任医师张程表

示：尿失禁易诱发盆腔炎、尿路感染，甚至引发膀胱癌等重

大疾病，患者应及早治疗。

专家指出： 尿失禁不是小毛病，4 种尿失禁患者一定

要早治。

第 1 种人：咳嗽、打喷嚏、大笑、上下楼梯、运动时出现

漏尿者，各类妇女产后失禁等；第 2 种人：中老年人遗尿、

尿频尿急、夜尿多、尿不尽；第 3 种人：脑病、各种术后引起

的漏尿；第 4 种人：小儿夜间遗尿。

信使遗尿贴，先进的脐部给药，是中华尿失禁康复中

心推荐的最新一代用于各类遗尿的生物靶向贴。独具三大

功效：1、打通神经传导通路，2、提高尿路敏感度，3、增加膀

胱容量。 在彻底治疗遗尿症方面取 得 了 革 命 性 突 破 。

湖南尿失禁康复中心电话：0731-85461919

手脚麻木，有妙方 尿失禁，要早治

住房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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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版“限购令”为啥只限90平方米

以下住房不限90平米以上住房（限小不限

大）？ 为啥只限制新建商品房不限制二手

房（限新不限旧）？记者邀请长沙市房地产

开发协会副秘书长欧阳学海对长沙版“限

购令”相关规定进行了解读。

限小不限大

规定：本次“限购令”只限制90平方米

以下住房不限90平米以上住房，初次购房

者、 已有一套住房的本地家庭和外地家

庭，可限购1套90平米以下住房。

解读：本次“限购令”出台初衷，就是

要优先居住，然后再考虑投资。对于大部

分刚性需求购房者来说，90平米就能满足

基本住房需求； 对于改善性购房者来说，

如有经济实力， 也可购买90平米以上住

房。“限购令”兼顾了刚性购房者和改善性

购房者的需求。

限新不限旧

规定：区别其他城市，长沙并未限制

二手房买卖。

解读：欧阳学海说，去年，长沙二手房

交易面积仅为400多万平方米。 长沙房地

产交易以一手房为主， 二手房交易量少，

限制一手房主要是限制投资性购房。这也

符合“国八条”原则，限制投资投机，保证

居住需求。

放宽对象要求

规定：本次规定未将环长株潭户籍家

庭列入外地家庭，而外地家庭只要求提供

本地居住证。

解读：长沙商品房供应量大，开发商

手里房子多，不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城

市，商品房供不应求，对于购房对象没必

要像他们那么严。 ■记者 王文

长沙限购令出台，设限90平米以下

只限购市辖五区内商住房，90平方米以上住房和二手房不受限

环长株潭户籍家庭可享本地家庭购房待遇，外地无房户家庭办居住证后可购房

从3月4日起， 长沙版限购令正式执

行。限购期间，居民须如实填写申请表，

相关开发销售企业须按规定执行， 否则

暂停签约。具体操作细则如下：

对购买90平方米（含）以下新建商品

住房的购房人， 应在申请房地产预告登

记时，如实填写《购房人家庭成员住房情

况申请表》。 非同一家庭的2人以上共同

购买90平方米（含）以下新建商品住房的，

应分别填写《申请表》。购房人应对《申请

表》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证明或

虚假信息的，应承担相关责任。

限购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

经纪机构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张贴

限购政策，履行告知义务，督促购房人如

实填写《申请表》，核对购房人及其家庭

成员的户籍、婚姻等证明材料（对外地家

庭购房的，还应核对本市居住证），在《申

请表》中签署意见并盖章。

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经纪机构

及其执业人员，不执行本通知规定的，暂

停网上签约，其违规行为记入信用档案，

并由当事人承担相关责任。

■记者 王文

限购后，购房要注意办这些手续

“限购令”为何限小不限大、限新不限旧

专访长沙房地产开发协会副秘书长欧阳学海

解读

提醒

3月4日，长沙版限购令终于出台，未来的楼市将何去何从？ 记者 童迪 摄

■记者 王文

备受关注的长沙市住房“限购令”3

月4日正式出台。根据“限购令”，在长沙

五区有住房的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拥有

1套住房以上的外地家庭、不能提供长沙

居住证的外地家庭， 暂停在长沙主城区

购买90平方米（含）以下新建商品房，新

规定从3月4日起正式执行。

90平米以下的住房在限购之列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3月4日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对长沙

市区（市辖五区，下同）已拥有1套住房的

家庭（环长株潭户籍家庭），限购1套90平

方米（含）以下新建商品住房；对长沙市

区无住房并能够提供本市居住证的外地

家庭，在长沙市区限购1套90平方米（含）

以下新建商品住房； 对在长沙市区已拥

有2套（含） 以上住房的家庭、 拥有1套

（含）以上住房的外地家庭，不能提供本市

居住证的外地家庭， 暂停在本市主城区

购买90平方米（含）以下新建商品住房。

境外机构和个人在本市购房的，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

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理

的通知》（建房（2010）186号）的有关规定

执行。

90平米以上住房和二手房不受限

相比其他城市， 长沙住房限购令相

对宽松。 长沙房地产开发协会副秘书长

欧阳学海介绍说，长沙版“限购令”只限

购90平米以下住房，90平方米以上住房

不受限制；另外，二手房也不受限制。也

就是说， 在长沙已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

庭、拥有1套以上住房的外地家庭、不能

提供长沙居住证的外地家庭， 仍可购买

90平米以上住房和二手房。

欧阳学海说，2010年，长沙商品房开

工面积约为2600平方米， 今年开工面积

与去年持平或略小。 长沙市商品房供应

量大，开发商房子多，不像其他城市商品

房供不应求，长沙二手房成交面积小，对

商品房投资影响也不大， 没必要控制那

么严。

外地家庭办理居住证后可购房

在各地已出台的限购令中， 对外地

家庭作了严格规定， 要求提供一年或两

年以上本地纳税证明。北京规定最严，要

求提供5年以上本地纳税证明。在长沙版

限购令中，并未做规定，只要求提供本地

居住证。在长沙外地家庭，只要到当地公

安部门办理居住证，就可购房。

欧阳学海介绍说，长沙版限购令中，

未将环长株潭户籍家庭列入外地家庭。

也就是说，湖南“3＋5”城市群（长沙、株

洲、湘潭三个中心城市和岳阳、常德、娄

底、衡阳、益阳五个城市）、环长株潭户籍

家庭（长沙、株洲、湘潭，周边城市）都可

享受本地家庭购房待遇。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王林教授： 长沙版限购令首先是打击精确，“限小放

大”在满足部分中低收入要求的同时又能鼓励消费。第二个特点是，长沙的限购令依然坚

持开放、国际化的定位，没有像部分城市一样，通过纳税年限对购房进行限制。

●湖南省房地产开发协会 常务理事 乐兵 ： 以90平米来区分， 可以非常有效的抑制

投资、投机需求，当然，也部分打击到一些改善型需求的消费者。限购令必然会平稳整个

市场价格急速增长的态势，使得一些需要买房的刚性需求者有能力买得起房。

●长沙浩龙音乐界营销总监 全翔荣：限购令出台后，最明显的效应是，长沙市中心

楼盘将陷入冬眠期，而不在限购范围内的长、望、浏、宁四县市区域内接近长沙市区的楼

盘将会量价齐升，而市内五区的小型公寓房则可能遭受重创。 ■记者 邢云 唐琨

热议

新建商品住房： 商品房住房包括普

通商品房住房（140平米以下）和非普通

商品房住房（140平米以上等三条件中符

合一条的）。新建商品住房意指不包括二

手房。

本市居住证： 居住证是中国一些城

市借鉴发达国家“绿卡”制度进行的积极

尝试，持有居住证者，在工作、生活等方

面可享受当地居民的待遇。本市居住证，

意指长沙市的居住证。

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