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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父子去体检， 结果 25 岁的儿子精液中的
精子数量还没有 55岁父亲的 50%，儿子惊讶地
问父亲， 父亲告诉他这是服用倍力优玛咖 40
天的效果。 从生育能力上看，玛咖让他们变成
了 55岁的儿子，25岁的爸爸。

2013 年 12 月 25 日，在西方第一大节日圣
诞节的当晚，却没有成年人在家里守着圣诞老
人的到来，许多人都来到附近的超市排队购买
倍力优玛咖。一位 70多岁的老人说：“我已经排

了三个小时了， 看来平安夜要在这里度过
了。 ”美国 CNN电视网调侃地说：“倍力优
玛咖考验了人们对于上帝的忠诚， 其实只
有 10%。 ”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全美国有关男
性功能方面的诊所或专科关闭了约 30%，

一位男性科医生忧心忡忡，他担心这种情况会
让自己有下岗之虞。 他说：“就目前的情况而
言：倍力优玛咖对 30岁以上的男性确实具有非
常好而全面的作用，并且这种效果不单单表现
在性这一个方面，所以人们对它的狂热是有道
理的。 ”

有趣的是这项统计：倍力优玛咖上市后半
年，美国的离婚率下降了近 20%。美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高兴地说：“倍力优玛咖让美国人变
的有责任心了！ ”

美国人吃的玛咖纯度高达 100%！
倍力优玛咖，一粒透明小胶囊，一眼能看

出里面是浅褐色粉末，打开后一股清香扑鼻，
检测数据令人吃惊：纯度高达 100%！

据证实， 倍力优玛咖成分为纯正玛咖根
粉， 原料用的是全球最优质的秘鲁安第斯山
玛咖根， 提取技术用的是美国最先进的微分
子破壁技术和糊化技术。 而秘鲁的玛咖，美国
的提取技术正是全球公认的黄金搭档。 这两
种完美结合的结果就是： 能将玛咖大分子变
成易被人体吸收的小分子， 因此吸收率能达
到 98%以上！

据美国华盛顿医院一份跟踪记录显示：
服用倍力优玛咖半个月， 男人就会觉得

体力充沛，性趣盎然；服用 1 周期，腰膝酸软消
失，激情时间明显延长；服用 2 周期，夫妻恩爱

倍增，夫妻恩爱时间都增加，前列腺疾病也好
了；更有部分年过七旬的朋友，坚持服用玛咖 3
周期，再次出现久违的晨勃！

原装进口，数万中国男人首尝鲜：
玛咖根粉透明胶囊，一看一闻一用！

为了让玛咖真正造福全球男人，中国倍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引进美国倍力优玛咖，
并在全国掀起一场“万人免费体验”活动，让更
多的人体验到美国原装进口玛咖的威力，同时
在购买过程避免上当受骗！

数万首批亲 身 体 验 的 男 人 们 齐 呼 ：
倍力优玛咖， 透明胶囊剂型 ， 纯度亲眼
看得见 ， 气味亲自闻得到， 几天就亲身
体验到激情效果！ 美国原装玛咖根粉胶
囊就是比片剂强！

玛咖养生热席卷全球
随心所欲的美国男人如何吃玛咖？

美国人排队等候买倍力优玛咖（BEILIYO MACA）

倍力优玛咖根粉三大功能
有效改善 9 大症状

■倍力优玛咖根粉是荷尔蒙发动机
逆转男性功能障碍：玛咖烯、玛咖酰胺

等多种生物碱作用于下丘脑和脑垂体，填精
强肾，增强荷尔蒙水平，逆转男性功能障碍。

消除前列腺疾病：55 种稀有微量元素
能有效清除前列腺垃圾毒素， 迅速改善尿
频尿急、起夜多等前列腺疾病症状。

提高男性精子质量：玛咖根粉提高荷尔
蒙水平、活化睾丸细胞，充盈气血，增加精子
数量和活跃能力，男人强劲有力。
■倍力优玛咖根粉是身体营养库

抗疲劳：倍力优富含铁、蛋白质、矿物
质锌、牛磺酸等成分，明显对抗疲劳，增强
体力，让男人精气神更足。

增强免疫抗病能力：丰富的微量元素、
蛋白质、氨基酸成分可坚固人体免疫系统，
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改善失眠便秘、防止脱发白发：倍力优补
肾固本，并能舒缓神经系统，对神经衰弱效果
显著，还能补充肠胃有益菌，改善肠胃功能。
■倍力优玛咖根粉是血液清道夫

清除血液垃圾：玛咖根粉多种生物碱
能有效清除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垃圾毒素，
促进微循环，提高血液携氧能力。

改善慢性病症状，少感冒、少生病：玛
咖根粉有效改善头晕胸闷、腿脚无力、神疲
乏力、腰膝酸软等慢性病症状，改善亚健康。

淡化老年斑、白发返黑、年轻态：
玛咖根粉具有极强抗氧化功效， 远超
虾青素、盐藻 ，调节脏腑功能，身体由
内而外年轻化， 牙齿坚固白发逐渐返
黑，身体更显年轻态。

倍力优玛咖，国际钻石级质量标准
近日，倍力优美国原装秘鲁玛咖根粉热

潮席卷全国，倍受男人们的青睐。 据说，每天
只需两粒，就能让男人迅速恢复体力，突破
性功能障碍，重振雄风！ 来自广东的蔡先生
悄悄告诉笔者： 进口玛咖根粉就是不一样，
人家老外都讲究诚信！ 以前自己每次都是 3
分钟匆匆完事，很扫老婆的兴，服用倍力优
玛咖根粉后，感觉身体一天一个样，动不动
就激情澎湃，老婆夸他从“小绵羊”变成了
“大老虎”！

倍力优玛咖根粉胶囊海交进出口关税缴费款书

与一般玛咖产品有所不同 ， 倍力
优玛咖全部选用每天仅需吃 1 粒，优
质的秘鲁玛咖根部 ，采用美国拉斯特
维特公司独有的微分子破壁技术和
糊化技术，能将玛咖大分子变成易被

人体吸收的小分子， 纯度高达 100% ，
吸收率达到 98%。 另外， 倍力优玛咖
采用的是透明胶囊剂型 ，纯粉亲眼可
见。 秘鲁的玛咖，美国的提取技术，由
此被全球公认为“黄金搭档”。

技术：“秘鲁的玛咖，美国技术提取” 全球公认

倍力优玛咖根粉经过最严格的双重检
验———美国食品安全认证和中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 证明不含违禁成分和激素类药物，
不透支身体，无不良反应，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被特许引进。
在美国， 倍力优更是被特定为美国宇航

员、 运动员的营养补充剂。 由此可见其安全
性。 在西班牙，倍力优更是“皇室贡品”。

安全：中美双重检验，运动员指定体力补充剂

权威：美国 FDA 官方认证、中国特许批准进口
美国对保健食品、 药品的管理十分严

格，尤其是出口产品，必须通过 FDA（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测、认证，否则不予
出口，而没有这一认证，其他国家也不允许
进口。倍力优玛咖根粉在美国上市前就已获
得 FDA 认证，不仅反映了它无毒、无害、无

副作用， 还表明了倍力优卓越的功效和品
质，方能在美国市场引起大众追捧。 而我国
对进口商品的检测审批也十分严格，倍力优
是国家相关部门审批获准进口的特许新资
源产品， 产品各方面有强大的权威保障，广
大消费者大可放心食用。

研究证实：秘鲁玛咖里含有 55种人体所
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素，更拥有全球独
一无二的玛咖酰胺、 玛咖烯两种植物活性成
分，不仅能大幅提升男性性功能，提高精子质
量，优生优育，同时能够调整男性荷尔蒙，提

高免疫力，延缓衰老。
倍力优玛咖精选全球最优质的秘鲁野

生玛咖根部， 是营养成分最丰富集中的部
位，一粒倍力优，营养成分相当于市面上好
几片普通玛咖。 每天仅需吃 1粒，足够！

原料：100%玛咖根粉，1 粒玛咖顶好几片普通玛咖

玛咖部位 含量对比 起效时间 用法用量 吸收程度
倍力优
玛咖根粉

普通玛咖

在玛咖各部位中，其根部
是营养成分最集中、含量最高
的部位，相当于其他玛咖产品
的好几倍，与国内人工种植玛
咖相比更是高出10多倍！

3-7天起效 每天 1粒 100%

15-30天 每天 6-12片 30-60%

多年困扰解决，感情更和睦
这两年一直在股市中遨游， 在老婆眼中成了

不务正业的人。 也许是压力大，身体越来越差、记
忆力也不好， 每次都力不从
心。 吃了两瓶倍力优玛咖后，
精神状态好了， 睡眠也非常
好，久违的缠绵后，老婆对我
的态度 180 度大转弯， 看我
的眼神充满了满足和爱慕。
更出乎意料的是， 她竟然第
一次叫我“亲爱的”！

工作生活得心应手，做男人真痛快
贾先生，体格健壮，满面红光，声音洪亮，谁

也想不到他结婚半年都没成功的完成一次夫妻
生活，每次总早早就鸣金收兵。 为这事小两口总
闹别扭，他更是一蹶不振了。由于心理压力过大，
他对这事既害怕又抵触。 没
想到服用倍力优 20 天，就彻
底改变了情况，不仅功能恢
复得快，而且时间也延长了
很多， 真正满足了妻子，现
在整个人气色都很好，工作
生活游刃有余，无处不散发
着男人的自信和魅力。

玛咖：秘鲁“人参果” 、荷尔蒙“发动机” ，恢复肾脏功能的“天然工具” ，比虫草更珍贵的自然瑰宝
美国进口倍力优玛咖根粉———玛咖中的极品，风靡 7 大洲，男人抢着吃———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玛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咖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费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郑重声明：此次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倍力优玛咖根粉为国家批准进口的新资源，100%美国原装进口。

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亲身体验美国原装进口玛
咖的威力，避免上当受骗，倍力优玛咖厂家特举办"免费申领，
万人验证"活动！活动期间每天前 50名打进电话者，可免费领
取价值 960元的倍力优玛咖一盒（2个月量），仅收取关税、快
递费 260元！ 仅限 10000盒，领完为止！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
倍力优玛咖，100%美国原装进口，假一赔十万！倍力优进口玛
咖根粉胶囊每天仅需服用 1粒，1粒等于普通产品一大把！

资源宝贵，敬请合理利用。
详情可拨打健康咨询热线：

有以下症状的男性，请立即来电免费申领：
1、疲软无力，固摄能力弱，力不从心的男性性功能障碍者；
2、尿频尿急、晚上起夜次数多，有前列腺疾病的朋友；
3、脱发白发、秃顶、渴望白发变黑的朋友；
4、失眠便秘、睡眠时间短、耳聋耳鸣、眼干流泪的朋友；
5、长期慢性病、神疲体倦、头晕脑胀、体力不支的老人；
6、性欲低下，阳痿早泄，夫妻生活不和谐的男性；
7、长期依赖药物，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受到损害的男性；
8、房事过度，气血亏虚，熬夜酗酒压力大的男性；
9、男女更年期，头晕眼花，失眠多梦，盗汗烦热亚健康人群。

倍力优纯正玛咖根粉———通过美国 FDA 官方认证

出入境检
验检疫———
卫生证书

400-633-6698

郑重提示
玛咖独特的功效，火爆的销售，导致一

些商人唯利是图， 各种剂型玛咖在市面流
行，消费者对此苦不堪言。 美国倍力优郑重
提示：高纯度、高吸收的玛咖才是男人的首
选。 普通玛咖片剂，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辅
料和粘合剂，纯度很低，吸收率也低，一天至
少要口服 6-12 片； 而美国原装倍力优玛咖
根粉， 纯度和吸收率都高达 100%和 98%，
透明胶囊剂型，100%纯粉看得清清楚楚，打
开后清香扑鼻，每天只需 1 次，每次仅 1 粒，
半个月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购买时一定
要认准“倍力优”品牌！

美国倍力优玛咖中国区推广中心
倍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1101001131711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