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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种纯植物成分的外
用男性产品“联邦三度”在长
沙持续热销，让人奇怪的是购
买者中女性竟占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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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方面就不行了，总觉得
力不从心， 不仅时间越来越
短，好像还变小了许多，也吃
过一些壮阳药，不是头疼就是
事后好几天缓不过来，就再也
不敢让他用了，没想到用了联
邦三度， 就像变了一个人，事
前喷两下， 立马就能来精神，
而且每次都能超过半个小时，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论从感官
上、时间上都好像回到了 30 岁
一样， 我也重尝了久违的快
乐。

据负责联邦三度中国区销
售的李总介绍，联邦三度，顾名
思义它的主要效果是改善男性
3方面的不足，一、提高充血度，
助勃。 二、提高持久度，延时。
二、提高尺度，增大，是艾生国
际从世界三大壮阳植物“玛卡”

“黄秋葵”“东哥阿里”中萃取的
特殊男性精华液， 能够显著改
善海绵体细胞活性， 提高充血
度，增强茎背神经耐受力，采用
先进的小分子透皮给药， 药效
利用率高，效果又快又安全。

在欧美国家， 很多医院都

向患有性功能障碍的男士推荐
联邦三度，对阳痿、早泄、短小
等具有惊人的治疗效果， 喷上
3-5 分钟就能促勃延时， 已经
成为了无数夫妻的床头必备
品，无论是疲软、无力、冷淡、控
制力差只需喷一喷马上就见
效。 很多用过的人说，虽然联邦
三度提高的是生理功能， 但他
们最享受的却是心理上的满
足，看着爱人惊讶的表情，又找
到了二三十岁的感觉。 还有的
说，以前真的错怪老婆了，原来
那种紧致的感觉完全取决于自
己是否足够的强壮。 很多人还
说以前看到老婆就自卑， 现在
老婆看到就紧张。 虽然联邦三
度促勃、延时的效果奇佳，但最
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促进器官
的二次发育， 真真正正变成猛

男。 调查显示，只要连续使用联
邦三度 1-2 个月， 海绵体细胞
的数量大大提高， 长度和围度
至少增加 30%。 对于联邦三度
的使用， 专家建议一旦各方面
都达到满意效果要减少或停止
使用，以免造成对伴侣的伤害。

用过的人说起联邦三度的
好滔滔不绝， 但还有一部分人
却心存疑虑：真的安全吗？ 不可
能 3-5 分钟就起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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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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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能 100%的被利用。

三、 联邦三度的效果已经
被全球亿万男性朋友验证，在
你身边可能就有联邦三度的受
益者，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无
数人已因联邦三度过上了美好
的夫妻生活。

另外，艾生国际推出的无忧体
验联邦三度的活动仍在进行中，只要
感觉不满意即可退款退货，可拨打电
话0731-82220785�� 82228986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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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三度全省经销地址：
长沙：东塘星城大药房、平和堂负一
楼药品柜、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红星
步步高药品柜、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
柜、东塘平和堂药品柜、河西通程新
一佳药品柜、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新开铺新一佳
康寿大药房、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 东风
路楚仁堂（汽配城店）、王府井负一
楼药品柜、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汽

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
大药房、马王堆一品大药房（马王堆
陶瓷市场 B栋原农村信用社）
长沙县： 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
旺鑫大药房 望城： 九芝堂康民大
药房 宁乡： 神洲大药房 浏阳：钰
华堂大药房
株洲：新华书店人民药店、贺家土健
康堂大药房、株洲平和堂药号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
高斜对面）、福顺昌板塘铺店（板堂

铺名扬大厦一楼）
岳阳：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
场
衡阳：古汉大药房（解放路店）、江东
国泰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千方百剂药房（和平北路原金鹏超
市斜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
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
面）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
一人民医院前 50米）
娄底： 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斜对
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
院斜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
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我非法载客是不对，找人‘了难’
更是错， 可为什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
下， 我的车子就消失了？”8月30日，在
长打工的益阳男子汪峰给本报打来电
话，讲述他的遭遇。

车子被扣，花钱托人“了难”
汪峰是长沙市芙蓉区一家公司的

配送员，不送货的时候，他用电动车载
客赚外快。 8月2日， 他骑电动车载客
在车站北路被芙蓉区交警拦下， 民警
开出了两份处罚单， 要求汪峰第二天
前往芙蓉区交警大队接受处理， 并将
电动车扣留。

事后，汪峰听说一老乡的电动车也
曾被扣，经一位“了难”者帮忙只花2天
便取回来了。 汪峰便动起了小心思。随
后，他通过老乡联系到“了难”者，对方
答应将电动车从交警队弄出来，但要收
取费用1000元。

“了难”不成，车却被领走了
双方商议妥当，汪峰将相关证件给

了这位“了难”者。经过十多天的等待，
汪峰却被告知无法取出车子。随后，“了
难” 者将证件还给了汪峰， 但收取了

100元钱。
然而， 当汪峰8月29日来到芙蓉区

交警大队取车时，却被警方告知车子已
于18日被人领走，并让汪峰查看了领车
者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汪峰非常纳闷，“了难”者明明将这
些材料还给了自己，怎么交警队还有一
份？他再次仔细查看“了难”者还给自己
的证件，才发现“交通违法扣留车辆拓
印情况表”上发动机号的拓印和他之前
的拓印明显不同，且交警开出的两张罚
单如今也只剩一张。

汪峰怀疑自己被“了难”者骗了。随
后，他数次拨打“了难”者电话，均被对
方挂断。

8月31日，长沙
市岳麓区新民路，
一家门面招牌上写
的是“天津汤包”，
而店内开的却是一
家发廊。

实习生 杨旭
记者 武席同 摄

栏目投稿邮箱：
sxdsbsjp@163.com

“月工资五千却只按一千七享受工伤待遇”，原来单位少缴了保险

当心你的工伤保险被“缩水”
本报法援团律师支招：单位少缴保险费有多种方法维权，工资条是最好的证据

“汤包”
可烫

花钱请人“了难”，被扣的车“飞”了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长沙市芙蓉区
交警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费志中，对
于汪峰车辆被冒领一事，他表示，应该
不可能， 领取车辆必须由本人携带相
关证件才能办理相关手续。同时，他也
提醒车主，如车辆被扣应走正规途径，

办理相关手续来领
取被扣车辆，切勿为
逃避责任走歪门邪
道，轻易将自己个人
及车辆资料的相关
信息、资料交给陌生
人，以免给犯罪分子
可乘之机。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郁

警方回应

被扣车辆需本人才能认领

都市快拍

娄底农民杨杜（化名）在煤矿的井下辛
苦采煤，不料被顶板掉落的石块打伤，经鉴
定为十级伤残，受伤后才发现，单位没有足
额给他们缴社保费用，应享受的工伤待遇大
大降低。他起诉到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却被
法院驳回起诉。

8月上旬， 在本报法援团律师杨文的帮
助下，杨杜上诉到了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月工资五千按一千七享受待遇”
杨杜今年55岁，常年在煤矿打工，一家

四口靠他的血汗钱为生。2007年6月，杨杜来
到新化县温塘镇一煤矿打工。2009年8月31
日，他在井下维修时，被掉落的石块打伤。其
后，他的伤势被劳保部门认定为工伤，经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伤残。

“我每个月工资将近五千， 受伤后才发
现，只能按1746元的月工资计算工伤待遇。”
杨杜说，发现这个疑点后，他不服新化县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起诉到新化县人
民法院，并找到本报法援团律师、湖南云天
律师事务所杨文律师寻求帮忙。

法院两次开庭均驳回他的起诉
法院受理了该案， 并分别于今年4月8

日和6月24日两次开庭，就在杨杜以为维权
有望时， 他却收到了法院驳回起诉的民事
裁定书。新化县人民法院认为，煤矿已为杨
杜办理了工伤保险， 他因工伤应享有的工
伤保险待遇由社保经办机构处理。 所以依
据相关规定，驳回起诉。

杨文律师称， 新化县人民法院驳回起
诉的原因不合理。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
会保险法》规定，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
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调解、仲裁，提
起诉讼。8月上旬， 杨杜在杨文律师的帮助
下，上诉到娄底市中院。

用工资条作证据将有助于维权
省律协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主

任庞圣祥介绍，现实生活中，部分用人单位
在申报缴费工资时，以低于职工实际工资数
额的标准申报缴费，造成职工的工伤待遇缩
水。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企业没有足
额缴纳保险费用时，受工伤的劳动者可以通
过两个途径维权：一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
方式，直接向少缴工伤保险基金的用人单位
请求补足。二是申请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
付，如未获支付，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律师介
绍，用人单位必须足额、按时缴纳社会保险
费用，如果没有，劳动者可跟单位协商，也
可向本单位的工会组织求助， 或去劳动保
障部门投诉。“劳动者在平时工作中应注意
保留工资条等关键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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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遭遇过工伤保险待遇“缩水”？你是如何维权的？如果你
需要法律援助，或者你是律师愿意加入本报法律援助团帮助他人，
欢迎拨打本报法援团热线0731-8432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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