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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牛！ 针对根本，一茶多功效
血液和血管组成人体的“生命之河”，当血液中血

脂、血毒堆积，形成血栓堵塞血管，使血流受阻，导致
身体免疫力下降， 全身器官功能变弱，“生命之河”发
生干旱或洪涝灾害，各种疾病就随之而来。

百岁堂野生银杏茶选用野生银杏、杜仲等珍贵药
材进行科学组方，从“百病源头”———血液入手，降血
脂、溶血栓、清血毒、恢复血管弹性，让全身血液变得
干净，流畅，进而洗净全身各个器官的血液毒素和脏
器垃圾，血脂、血压、血糖自然降低，身体的各种毛病
也就随之消失。

真绝！ 选上好原料，功效自然卓越
百岁堂野生银杏茶采用的原料全部采自于湖北

随州古老森林中的千年野生银杏树， 且只选择其中
30%的上好部分，决不以次充好，每公斤采购价格超
过 1000元， 是那些随地就可以种植的普通药材根本
没法比的。

真好！ 配方安全，有药效无药毒
百岁堂野生银杏茶汲取我国 5000 年茶疗养生文

化精华，是专项科研攻关小组历经 7 年 100 多次的反
复实验和配方调整，选用野生银杏和多味药食两用的
名贵中药材配伍而成，使之在调节血脂、血压、血糖的
综合功效上，甚至超过传统中西药，且无副作用。喝百
岁堂银杏茶，就像我们每天吃白米饭，喝水一样安全，
慢性病患者通过“喝茶少吃药，喝茶不吃药”，就能活
到百岁身体好。

近日， 由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
召开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研讨会上传出一
个令人惊喜振奋的消息： 我国心脑康复工
程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百岁堂银杏茶”研发
获得成功， 对心脑血管病的治疗效果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它彻底改变了普通药物治
标难治本、复发率高的状况，受到医学界和
广大患者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野生银杏是血液、血管清洁工
银杏起源于 3 亿年前， 被喻为“活化

石”，是我国既古老又珍贵的药用植物。 据
《食疗本草》记载，银杏叶可用于心悸怔忡、
肺虚咳喘等病症。 中国科学院于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用银杏叶研制出舒血宁针剂，对
冠心病、 心绞痛、 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疗
效。 德国和法国科学家研究发现银杏降脂
溶栓效果极强，具有清血脂、溶血栓、降血
压、稳血糖等特殊功效。

银杏茶是心脑血管的“拆弹专家”
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对【百岁堂银杏

茶】的配方极感兴趣，他们从分子学角度
进行分析，发现银杏茶含有氨基酸、不饱

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 60 多
种血管必须的营养成分，生物活性超过人
参 150 倍。

北京大学心血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证
实： 喝银杏茶 1 个月就能化开全身血管中
象“定时炸弹”一样的血栓，疏通血管 。 还
能将沉积在血管壁上的甘油三酯、胆固醇
等各种“垃圾”中和溶解，使血液能轻松畅
快的流动，让硬化的血管逐渐变得干净和
充满弹性，使血压血脂和心脑肾等脏腑功
能恢复。 效果是目前众多医院抢救血栓塞

时所注射的尿激酶的 19 倍，药效持续时间
是尿激酶的 20 倍，被誉为心脑血管的“拆
弹专家”。

如此强大的溶栓效果对心脑血管病人
来说好处很多： 比如高血压病人喝能使血
压下降，头清目明；心脏病人喝能消除心绞
痛，心不慌、胸不闷；动脉硬化的病人喝能
消除粥样斑块，手麻、头晕症状解除；脑血
栓病人喝，头脑逐渐清醒，恢复肢体功能。
最重要的是心脑血管病人喝百岁堂银杏茶
能防止半夜突发心梗、脑梗，对于血管严重
堵塞的病人来说，无异于保命。 30天，头不
晕，精神好，吃饭香、睡眠甜，60 天彻底摆脱
药物伤害。 失眠、便秘、眩晕、耳鸣、心绞
痛、脂肪肝、酒精肝、大肚子、痛风不药而
愈，甚至男性功能、女性更年期都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此外，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每天将
喝过的 4 袋百岁堂银杏茶包放入 50 度热
水中泡脚， 让银杏茶中的植物精华透过双
脚 66 个穴位调养全身， 与喝茶相互配合，
1+1＞2，效果极佳。

中药西药一大把
不如两杯银杏茶

74 岁的汪婆婆， 常常失眠、便
秘， 血压忽高忽低， 一度曾飙升到
199/99， 进医院抢救都好几次了，非
常危险！

汪婆婆平时喜欢读报， 有关的
报道让她了解到“百岁堂银杏茶”是
大厂出品，品质有保证，饮用过的患
者好评不断。 而且原料都是野生采
摘，味味都是好药材，对高血压效果
好。 更可贵的是良心企业良心价销
售，每盒只赚 2 块钱，让老百姓得实
惠，高血压患者有福了！

汪婆婆当即买回了 6 盒， 现在
血压一直稳定在 130/78mmHg，汪婆
婆说：“百岁堂银杏茶又便宜又有
效， 我现在精神好， 胃口好， 不起
夜！ ”

只因饮用了百岁堂银杏茶，58岁的万先生
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里，不但弥勒佛似的大肚
子神奇消失，而且多年的的高血压、高血脂、糖
尿病、冠心病、便秘、脂肪肝竟然不药而愈。 以
前走路都是慢走慢挪， 现在爬山也是健步如
飞， 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他原来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和冠心病，感觉怎么也不像 58 岁，
倒像 38岁的中青年人。

研究表明，当人体脂质代谢温暖，多余的
甘油三酯、胆固醇不能及时转化或代谢，就会
沉积在血管、内脏和皮下。 沉积在肝脏就是脂
肪肝，沉积在腰腹就形成大肚子……

医学专家分析说： 脂肪肝是肝脏的隐形杀
手，会造成肝损伤，并且这种肝损伤是不知不
觉的，因为肝脏没有神经末梢，即使是肝硬化，
很多患者也感觉不到。 脂肪肝诱发肝硬化、肝

癌的概率是正常人的 150倍。
喝百岁堂银杏茶，不仅能刮掉肠油，更调

节代谢， 清除血液
垃圾， 平衡代谢必
需的营养元素，
活血补肾，利
湿养气。 这
就不难理解
百岁堂银杏
茶既能消脂
减肥，又能让
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冠心
病、便秘、脂肪肝
等慢性病不药而愈
的现象了。

每天 2 杯浓茶，大肚子瘪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便秘、
脂肪肝不药而愈，专家证实这是科学，不是奇迹。

大肚子瘪了 脂肪肝没了
30天停服降压药
省钱省心活到老

喝百岁堂野生银杏茶
对 8大人群特别有效

不打针吃药，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病有了新疗法

巧喝茶 一个月化开浑身血栓

野生采摘 每盒只挣 2元钱
■厂家直销 ■砍掉中间环节 ■挤干价格水分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者大多都是
中老年人，需长期服药，经济条件也有限。
百岁堂银杏茶既要保证产品更好的效果，
又要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但是绝不能压缩
成本让品质打折，只能减少产品利润。 由于
全国需求量巨大，销量遥遥领先，厂家负责

人绕过各种中间环节， 亲自从深山药农家
中收购，从源头上降低药材成本，坚持产地
直销，减少中间环节，把节省的利润，以最
大的优惠回报忠实患者。

在定价上，百岁堂银杏茶厂家只在产品
成本价基础上加 2 元钱， 勉强维持工厂经

营所需，将实惠完全回馈给消费者，打破药
品暴利。 几乎是以零利润销售的百岁堂银
杏茶，每日平均销量均超过 12000 盒，销售
总监郭总欣慰地说：“百岁堂银杏茶给患者
带去了健康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赚不赚
钱倒是其次”！

髴 快速降血压，30 天停药
喝百岁堂银杏茶，血管通畅，弹性增加，心脑细胞

活化，神经功能得到恢复。 30 天血脂、血压下降并稳
定在正常范围内，停服西药，摆脱药物伤害。

髵 降血糖，康复糖尿病并发症
银杏茶的效果真是比蜂胶好上十倍百倍。大量事

实证明，坚持喝百岁堂银杏茶就能轻松降血糖，避免
糖尿病、肾病、眼病、心脏病、脑病、皮肤病发生。 甚至
许多已经出现坏疽、肾衰竭、视网膜病变、心脏病的糖
尿病人都有较好效，减少甚至停服降糖药。

髶 化血栓，中风偏瘫站起来
喝百岁堂银杏茶 6 天，就能化解浑身血栓，头脑

顿时清爽。 坚持服用 20天，偏瘫的肢体明显感觉疼、
麻、痒。 喝 1-2个月，脑神经功能恢复，偏瘫的一侧肢
体灵活，语言清楚，基本生活自理。

髷 降脂又补肾，夫妻情趣高
喝百岁堂银杏茶对肾脏、生殖器中的毛细血管也

能净化。 喝 1周后肾脏器和生殖器营养充分，小便畅
快，夫妻生活更加和谐。

髸 痛风好了，美味“岔”着吃
痛风是人体嘌呤代谢紊乱导致，喝百岁堂银杏茶

2 周，纠正嘌呤代谢紊乱，自己也能大碗喝酒大口吃
肉，美味“岔”着吃！

髺 安神，促进睡眠
失眠人痛恨安眠药，第二天头昏、乏力。喝百岁堂

银杏茶并用茶包泡脚的患者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失
眠问题，3 天即有明显效果，入睡快，睡得香，还没副
作用。 长期坚持，更能抗衰老，保持年轻。

髼 心脏变年轻，减少心梗猝死
喝百岁堂银杏茶一个月，便可减掉多余的心包脂

肪，使心脏供血通畅无阻，冠心病患者远离心绞痛。坚
持长期服用，还能给心脏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减少
心肌梗死。

髽 抗衰老，延年益寿
银杏中的天然活性成分， 具有超强的抗衰老功

效。 常喝百岁堂银杏茶能保持全身器官供血充分，抵
抗、逆转心脑肝肾等器官的衰老，大大降低了疾病的
发生率，可延长寿命多年！

3 大优势确保优良品质

每一杯都有效 每一滴都无害

卫食健字（1998）第 626号

病症 起效时间 病症 起效时间
高血压 3-15天 视网膜病变 10-30天

高血脂、高血粘 5-15天 眼睛干、视物模糊 3-7天
糖尿病、高血糖 15-30天 坏疽、皮肤瘙痒 10-20天

脑中风、肢体麻木 10-30天 失眠、头晕、眩晕 3-5天
偏瘫、面瘫 20-50天 便秘、静脉曲张 3-10天

心、脑动脉硬化 10-30天 老年斑、黄褐斑 10-30天
脑萎缩、肌肉萎缩 30-60天 脱发、白发、痛风 10-30天
冠心病、心室肥大 5-15天 牙龈肿痛、口臭 5-7天
心绞痛、心律不齐 5-15天 更年期综合症 7-10天

心衰、肺心病 15-20天 肾虚、性功能障碍 3-7天
肥胖、脂肪肝 15-30天 前列腺肥大、尿频 7-10天

体弱多病、免疫差 5-15天 胃病、肝病、肾病 30-50天

百岁堂银杏茶一喝就有效 特大优惠 仅限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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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买 送
14买

10 5买

百岁堂银杏茶指定销售地址： ●长沙： 雨花
区：养天和大药房和潇店（东塘西百幸鞋业
旁）、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火车站仁寿堂大
药房、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平和堂药号
（五一店、东塘店）、南门口好又多药号、红
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 火星楚济堂大药

房、南站楚济堂大药房、侯家塘新一佳药
品柜、海川新特药大药店、车站南路楚济
堂大药房、黄金海岸楚济堂大药房、观沙
岭新一佳药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柜、星
沙：凉塘路旺鑫大药房、望城：九芝堂康民大
药房（电力局对面）、宁乡：神洲大药房（农贸

市场对面）、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
中医院下行 100米）●株洲：健康堂大药房
（贺家土家润多超市往北区斜对面） ●湘
潭：常青药号（汽车西站候车室旁）、常青药店
宝塔路步步高对面（河东大道福信大厦 1-2
号门面）、贵福康药号（市一中对面）、福寿昌医

药堂（建设南路华凯华宇大酒店南侧）●衡阳：附
二对面古汉大药房、古汉大药房湘江店●娄
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岳阳：为民医药超市
（九龙商厦对面）●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
陵阁广场西侧）、 战备桥大药房●益阳：平
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邵

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永州：市委
对面康源大药房、●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
医院前50米）●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
大酒店对面）●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
街）●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