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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河西楚济堂大药房(枫林宾馆大门右侧)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东侧)
★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陋园宾馆斜对面)
★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
★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
★东塘平和堂药号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五一广场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火车站仁寿堂药号(五一路口晓园数码城一楼)
★河西通程新一佳负一楼药品柜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银港水晶城）
星沙：★新一佳楚济堂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
���������★旺鑫大药房(星沙四区凉塘路 96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

宁乡：★神洲大药房（人民中路苏宁电器对面）
★开发药号（人民北路 1号）

浏阳：免费送货电话：13975871393
★仁济药店(中医院下 50米)

株洲：免费送货电话：15802653222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穴建设中路浩天宾馆对面雪
醴陵：★湘东大药房（湘东医院正对面）
湘潭：免费送货电话：13975831119
★市一中新校门对面贵富康药号
★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站，华宇大酒店南侧雪
★泽仁堂大药房（湘潭宾馆正对面）
湘乡：★龙城药店(新湘路家佳源超市对面)
湘潭县：★易俗河仁康大药房(银杏路步步高旁)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

常德：免费送货电话：15211229884
★北站民康药号（汽车北站旁）

鼎城：民康药号桥南华联超市店
德山：民康药号（十字路口万象超市旁）
汉寿：民康药号 桃源：民康药号
石门：民康药号 安乡：民康药号
益阳：免费送货电话：13875391114
��������★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桥北家润多大药房
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娄底：免费送货电话：13786885345
��������★一品康大药房(市一中操场对面贤童街口)
��������★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邵阳：免费送货电话：15873937191
��������★时珍大药房（宝庆路中心医院斜对面）
郴州：免费送货电话：13607358526
���������★友谊中皇城斜对面百姓福大药房
永州：免费送货电话：15211609183
��������★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怀化：免费送货电话：15897428599
��������★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佳惠超市对面)
吉首：免费送货电话：14786873820
��������★健安药店（市一中桥头旁）
张家界：★寿康大药房（解放路影视城对面）

力加力胶囊 解决男人一通一锁

745 男人全上了密码锁
传统观念认为，男人发生功能障碍，根源在肾虚。
但美国男性学专家在临床研究中发现，男人的勃起过程，

通常要启动两种血液动力学机制，一是动脉通，让血液灌入进
来，二是静脉锁，锁住流入的血液；其中，“静脉锁”这一环节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灌入的血液从静脉流走了，就不能保
持海绵体坚硬， 更不能持久。 专家还用气球棒做了形象的比
喻：一只气球棒，只有在吹气后扎紧吹气口，保证不跑气，才能

饱满坚挺、不疲软。
此项研究证实：男人要行，关键取决于“静脉锁”；745 男人，

其实是“静脉锁”锁出来的！ 它与肾“行不行”，根本就没有关系。
很多人拼命吃补肾的药， 可经过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漫长等待，
仍然见不到一点儿效果。 因为男性功能完全不等于肾功能，它
们是两码事！

力加力帮男人加锁，80 岁也能成硬汉
此前的化学类速效壮阳产品，只解决“通”的问题，强行扩

张血管，让血液灌入，却没有解决“锁”的问题；即使吃甲鱼之类
的补品，也不能解决海绵体血液流入流出、一通一锁的问题！ 男
人仍然做不成好汉，仍然“不行”！

男人要行：海绵体动脉要开，静脉要合。 血流灌入让你强

硬；血流锁定，让你持久！
医学专家指出：彻底改善男人的功能，动脉血液的贯通和

静脉血液的锁定的完美结合才是关键。 中国中医研究院采用美
国新技术， 成功研制出的纯天然高科技生物产品“力加力”胶
囊，一举解决了男性“动脉通、静脉锁”的问题，能发挥“一通一
锁”的双重功效：
●一重功效：通开血脉，奔腾涌入，让你激情燃烧！
●二重功效：锁定血流，坚持不泄，让你持久作战！

一次 3粒，3-5天内均可发挥“通、锁”功效，一扫疲软、不够
持久的沮丧，带给男人动力、耐力和享受力；长期服用，可逆转
男性生理机能， 恢复男性青壮年时期的生理机能，80 岁也能重
享好汉激情！

男人叫好 老人精彩 女人欢呼

男人不怕天，不怕地，就怕自己“不行”，怕女人埋怨“不行”，怕别人笑话“不行”。 同样是男人，为什么有的男人已经成了好汉
745，一下子成了可以炫耀的骄傲资本；745 男人，在女人眼里，也被看做是男人中的上乘精品。 但 745 这个数字，也让很多男人汗
颜，因为他们现在的状态是 700!到底什么决定男人的功能“行”还是不行！ 美国男性学专家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威猛男人都是锁出来的

●脑力体力透支，缺少激情，欲望低下的男性；
●因内外压力造成阳痿早泄、遗精滑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的男性；
●因体质、观念、环境造成夫妻生活时间短，无快感，射精无力的男性；
●因年龄、疾病等造成男性功能减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中老年男性；
●夫妻生活后疲惫不堪、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无精少精的男性；
●器官短小，睾丸萎缩，被速效壮阳药物伤害的男性。
●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夜尿频多，尿急尿频，尿无力尿分叉的男性；
●畏寒肢冷、失眠多梦、潮热汗出、阴囊湿冷、心慌气短的男性；
●渴望有更好的男性能力、男性表现、夫妻和谐的男性。

“力加力胶囊”是专门解决男性
功能障碍，阳痿早泄、阴茎短小以及
前列腺问题的健康品。因此，凡是已
经出现夫妻生活力不从心和前列腺
增生者，均属适用人群：

“力加力胶囊”适用人群

此前美国哈佛大学男性学
专家 WilliamGranzig 给好汉确
定了国际标准： 每 7 天至少要
有 4-5次的夫妻生活， 每次持
续 45分钟以上。 这个标准后来
被称为“好汉 745”。 据网络调
查，过去我国只有 20%的男人，
符合“好汉 745”的标准。

“力加力胶囊” 上市后，引
发全球男人疯狂抢购，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男人找回了丢失
的密码锁，成为了“745”精品
男人！

著名的男性学专家达蒙尼
对服用过这一产品的 5638名男
士做了临床效果统计：

1、 夫妻生活次数明显增
加：全部轻松实现 7 天 4、5 次，
并很快超越 745。

2、超级延时，快感增强：一
扫疲软、不够持久的沮丧，平均
时间都达到 45 分钟以上，快感
更加强烈。

3、超强效果，超级安全，没
有依赖性： 满意度几乎达到了
100%！

●服用后 15分钟：通开血
脉，让血流奔腾涌入，男人激情
燃烧，坚硬勃起；锁定血流，男人
持久强硬，威力无穷！
●服用后 30 分钟： 精力
旺盛有使不完的劲， 夫妻生活
时间延长，并能应付自如，高潮
不断，更强更持久。
●一次服用：能保持 3-5 天
兴奋度，精力更旺盛，可持久作

战，提高身体耐力，持久抗疲劳。
●长期服用：夫妻生活 7 天
至少 4-5 次，每次持续 45 分钟
以上，夫妻生活和谐，轻松实现

“745”！

7天 4-5次
好汉精力旺盛

7天 4-5 次男人金标准

业务经理：张成海，45 岁
职业特点：压力大、应酬多、思虑
过度
患病症状：阳痿早泄、失眠健忘

服用力加力胶囊第二天，不透
支了，精力旺盛，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睡眠足了，夫妻生活更加顺利，
更有激情。 工作时也不犯困了，精
神焕发！

私企老板：姜寒涛，52 岁，体弱
多病
职业特点：起早贪黑、忙开会
患病症状：免疫力低、劳累过度、
缺乏性趣

应酬多，身体劳累过度，爬个楼
都喘气不止，晚上更是性趣全无。 力
加力胶囊正适合我们这些没时间照
顾身体的男人， 需要时吃上 3 粒，效
果长达好几天，每天都精力充沛！

IT 网络精英：邓常山，35 岁
职业特点：久坐人群，压力大、饮
食无规律
患病症状：前列腺病、男性功能
衰退

服用力加力胶囊当天， 精力十
足，疲劳、体虚出汗、失眠等现象消
失，身体越来越强壮，夫妻生活不仅
仅是延时， 更有质量了， 现在 7 天
4-5 次不成问题。

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
送给成功男人的好礼

现在很多拥有财富
和显赫的人士，虽然事业
有成， 但因身体疲劳过
度， 造成身体越来越虚，
吃人参、鹿茸、海参、鲍鱼
等补品，效果也不是很显
著， 就算是赚得亿万家
产，身体不好，还是享受
不了美好的生活。

现在富人圈子里流行
着“力加力胶囊”，它能补
充男人体内所需的营养，
让男人不疲劳， 充分的享
受夫妻生活性趣。“力加力

胶囊” 就像男人的铁哥们
一样在男人最需要时给你
最有力的帮助。 让你超越
生理、年龄极限，做 745 男
人永远不疲劳。

“力加力胶囊”富含多种天然营养素，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正常饮食获取的

●100g人参所提取出来
的人参皂甙

●200g马鹿茸所含有的
雄茸胶脂

●100g鲍鱼所含有的镁
●100g牡蛎所含有的锌
●100g海参所含有的氨

基酸
●120g甲鱼所含有的维

生素
●100mg鱼翅含有的蛋

白质

“力加力胶囊”
相当于：

男人要行 必须一通一锁

“力加力胶囊”
是纯天然高科技生

物产品，超强效果，超级安全。 其独有
的胶囊剂型，起效迅速，吸收彻底，不
伤肠胃，不伤肝肾。 它是目前唯一能解
决男人一通一锁问题的最有效、 最安

全的产品。 服用“力加力胶囊”后，药物
成份自动有选择地作用于海绵体的动
脉和静脉，发挥“通、锁”通治功效。

一重功效———可贯通动脉血流，使大
量血液流入海绵体，极大地增强勃起硬度；

二重功效———可锁定静脉血液，防
止血液过早地从静脉流走，不仅可以强
化勃起硬度， 还可以延长勃起时间，持
久挺拔。

“力加力胶囊”，既畅通了动脉，又
锁住了静脉；两手一起抓，一起硬，可
以产生双倍的效果！“力加力胶囊”，让
男人轻松达到“745”， 并很快超越
“745”。

专家热线：0731-
湖南省内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购

88184601

【力加力】特惠活动全线告急！
紧急通知：力加力特惠活动自开展以来，由于市民抢购持续火爆，湖南地区

库存严重告急，特惠活动可能随时结束，请广大患者抓紧最后 3 天的时间拨打
热线进行咨询和订购。

●请到指定药店购买，并认准药盒上角“湘淮生物·湖南
专销”真品标识（如左图），无此标识为假货，可向药店
当场索赔 1000元；

●力加力八盒为一周期，按周期服用效果更佳；
●提前 30分钟服用，当次见效，服用 1次威猛 3-5天！

买 2 赠 1
买 5 赠 3
买 10 赠 8

活动每天仅限 100名，电话订购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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