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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6月 5日早 8点 15分—6月 13日晚 8点 15分准时结束

购买正宗野生全松，请认准寿瑞祥全松茶，防

伪查询电话“800-857-9998”，与此号码不符的均

是假货。

其中已发现假货有：

1、 贴有 800-789-0315、800-711-0809 或者

800-707-1998的均是假货；

2、网上销售的全松茶，均是假货。

3、发现假货即可向药店索赔 1 万元，并立即

拨打 0731-85597513 或当地

药监部门电话。

望广大消费者认真核对，

避免上当受骗。

郑 重 声 明

全松茶全省经销地址：

雨花区：东塘星城大药房、东塘楚仁堂大

药房、平和堂（五一店 /�东塘店）、候家塘

新一佳药柜、红星步步高药品柜、崇源堂

大药房（井湾子新一佳超市二楼）、崇源堂

大药房（汽车南站斜对面）、崇源堂大药房

（省水利厅内湘水超市旁）、楚济堂洞井店

（汽车南站对面）、芝林大药房（林科大对

面）、民生堂大药房林科大店、树木岭大药

房、 红星通程商业广场店颐康大药房、香

樟路金药堂、香樟路润芝大药房、万众大

药房井湾子店、 万众大药房韶山路店、牛

角塘楚仁堂大药房、润康大药房（红旗区

店）、云康大药房（曙光中路通程万惠超市

内）、红花坡大药房（红花坡社区内）、窑岭

盛世堂药号、雨花区华卫大药房、心健大

药房（环保大厦对面）、高桥一品堂大药房

（高桥五一新村一品东庭小区正门）；天心

区：南门口好又多药柜、王府井负一楼药

品柜、 民生堂大药房中山亭店、 南湖路

金药堂、 松岭堂大药房城南西路店、仰

天湖楚济堂大药房、涂家冲芝草大药房

（省第二人民医院对面）、乐仁堂大药房

（省人民医院斜对面）、坡塘全洲大药房；

芙蓉区：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火车站楚

明堂大药房、火车站仁寿堂药号、八一路

永康堂大药房（市博物馆旁）、东风路心康

大药房（华银旺和超市内）、火星镇楚仁堂

大药房、五一路长沙大夏药品柜、马王堆

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所斜对面）、马王

堆一品大药房（马王堆陶瓷市场 B 栋原农

村信用社）；开福区：华夏新一佳药柜、黄

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东风路楚仁堂大药

房、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四方坪金帆小

区药王谷药品超市、蔡锷北路好得快大药

房；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河西

湘淮大药房、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四怡

堂大药房（桐梓坡路华银旺和星电阳光城

内）、 西站国泰药号、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

堂、河西桐梓坡福海堂大药房（咸嘉新村

对面）、 玉兰路世纪康大药房、 为民药店

（雷锋汽车站出口对面）； 庆元堂大药房：

（人民东路星城世家店 / 晚报大道店 / 林

科大店 /新星小区店 /�韶山路大润发店 /

德雅路店 / 华夏新一佳店）；双鹤大药房：

（东塘步步高店 / 芙蓉广场家乐福店 / 井

湾子大润发店 /�雨花亭沃尔玛店 / 伍家

岭岁宝百货店 / 王府花园步步高店 ）；

药海堂大药房：（曙光店，德雅店，桂花店，

雅塘店，天剑店）、楚济堂大药房各大连

锁店、 森炎堂大药房各大连锁店； 长沙

县：榔犁九芝堂大药房；星沙： 新一佳楚

济堂大药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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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一楼人民药

店、株洲平和堂药号、健康堂大药房（贺

家土浩天宾馆对面）、 人民药店炎帝店

（河西炎帝广场旁）、 人民药店湘天桥店

（湘天桥菜市场旁）、人民药店东都店（红

旗广场步步高一楼）、 人民药店渌口店

（渌口新汽车站斜对面）、杉木塘健康药店

（工商银行旁）；醴陵：春天大药房（火车

站斜对面）；攸县：协和大药房（人民医院

斜对面）；茶陵：万众药品超市（紫荆花大

酒店对面）； 湘潭： 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

泽仁堂药店（湘潭宾馆对面）、汽车西站

常青药号、常青药号（宝塔路店）、河东福

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河东福顺昌医

药店（建设南路）、锦之康大药房（汽车东

站天下水艺旁）、板塘铺福顺昌医药堂、百

兴大药房（中医院对面）、韶山英峰医药

堂、韶山四方廷大药房（火车站地磅旁）、

爱心大药房（石潭镇德怀路）；湘乡：同欣

大药房（湘乡汽车站对面）；岳阳：为民健

康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平江： 华生

大药房；湘阴： 心正大药房；汨罗： 百信

大药房；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

二医院旁）免费送货电话：0734-6681909、

江东国泰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同健大药房苗圃光明街店（建设银行对

面）、千禧大药房（冶金钓鱼台）、明生医

药店二七二厂景园市场附属楼（幼儿园

背面）；常宁：福仁第一大药房（解放北路

129 号）、松柏慈顺堂大药房（长青店 ,文

明店）、西渡人民大药房（县人民医院旁）；

南岳：庆一堂药店（独秀西路 192 号）、百

姓缘平价药房（南街 37 号）；衡山：国草堂

大药房（县人民中路 42 号花鼓剧院斜对

面下行 100 米）；衡东：诚信大药房（鑫东

宾馆旁）；祁东：洪诚大药房（横马路车站

街 9号建设银行旁）；耒阳：广济堂大药房

(千惠超市一楼)；常德：民康药号（汽车北

站店）、民康药号（家润多店）、武陵阁大

药房（步行街西侧）、晶华大药房（桥南汽

车总站店）、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

灯路口）；临澧：新华药号（县人大旁）、

安济堂（朝阳店）；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澧县：红太阳超市药品柜；津市：恒源堂

大药房、春天大药房；安乡：麒麟堂药店、

仁和大药房；汉寿：福春堂大药房（劳动

局旁）；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局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家润多大药房（北站）、家润福大药房新

一佳店、永昌药店（大桃路军分区旁）、家

家康大药房（桥南公路局对面）、家家康

大药房（龙州大厦乡 3-4 号门面）、家家

康大药房（辉煌广场国美电器斜对面）、

家家康大药房（鑫桃苑小区）、家家康大

药房（泉交河镇香山路）、家家康大药房

（新市渡镇民兴街）； 桃江： 家润福大药

房；沅江：家润福大药房庆元店；郴州：同

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燕泉大药房（燕泉北路 23-8 号）、

杏林春大药房（升平路 5-5 号火车站广

场前 150 米）； 资兴： 步行街大药房；永

兴：仁济药房(南大乔兴)；宜章：福寿康大

药房（汽车总站对面）；嘉禾：民生堂大药

房（人民路珠泉商贸城农业银行对面）；

娄底： 长青中街 33 号橡果国际专卖店

（康一馨总店 3 号门面）、 春园步行街时

尚春天商城一楼橡果国际（今典影城入

口旁） 免费送货电话：0738-8883111；涟

源：心健大药房（市政府对面）；冷水江：

新天地大药房、西苑药店；新化：大桥药

店、 南门药店； 双峰： 永济堂大药房；永

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零

陵永宏大药房（商业城旁）；邵阳：时珍大

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邵东：

中西药店（解放路 20 号）；隆回：敬和药

店（大桥路 48 号汽车南站出口旁）；武

岗： 南门口中心大药房（过水南桥 30

米）、 芳芳药店（迎春亭心连心超市对

面）；绥宁：长安大药房（长兔镇沿河东

路）；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天桥

下）；芷江：和平大药房；黔城： 惠好大药

房（宏源宾馆对面）；靖州：梅林路国药店

（职中旁）；溆浦：怀溆大药房（老百货公

司对面）；吉首：家乐富超市橡果国际专

柜、和盛堂百货橡果国际专柜、博爱大药

房；龙山：久知堂大药房；保靖：平和堂大

药房；凤凰：吴山平价药店；华垣：华芝堂

大药房；永顺：不二门大药房；张家界：御

芝堂大药房（汽车站对面）；桑植：万众大

药房；慈利：万众大药房；

请认准北京御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出品 牌 谨防假冒

预定电话：0731-85597513��85597523

走进《寿瑞祥全松茶优惠 6 月公益行活动》

高血压、心脑血管、糖尿病

6 月 6 日上午 9 点，在广济桥社区里，湖南

各大新闻媒体联合中国食疗康复会举办了寿瑞

祥“优惠 6 月健康养生进社区大型公益活动”。

北京著名食疗专家李艳玲和陈胜教授携手到达

现场，与观众面对面的传授食疗养生知识。

现在， 全国的健康养生类活动非常多，也

非常火，但像咱湖南这样把活动办到老百姓家

门口却上头一回，本来预期 800 人到场，结果

约有 1200 人到场， 其中，300 名寿瑞祥全松茶

受益者纷纷上台发言，讲述了自己服用全松茶

康复的历程。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假全

送茶，有的假全松茶竟然连包装都跟寿瑞祥全松

茶几乎一样，其包装上竟然还印刷了全国免费咨

询电话， 消费者一旦发现包装有 800-7110-809

的电话，应立刻向药店索赔 1 万元，并直接向当

地药监局举报。 为了让寿瑞祥全松茶及公益活动

在湖南越做越好， 请参与活动的中老年朋友，一

定要到指定药店购买， 并认准寿瑞祥商标及包

装，详情可咨询 0731-85597513。

天天喝寿瑞祥全松茶

从头到脚不得病！

现在，湖南市民已经传开了，喝寿瑞祥全松茶，高血压喝了能

降压， 低血压喝了能升压， 中风偏瘫的喝了能改善肢体和语言功

能，冠心病患者能缓解心悸心绞痛。 有糖尿病的，还能改善四肢发

麻，发冷，视物模糊。皮肤瘙痒等并发症。还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如

失眠，便秘，眩晕，乏力，痛风，偏头疼，感冒，打嗝不消化，胃痛泛

酸，腰酸背痛，痔疮，尿频尿急，痰多咳嗽，都能通过喝寿瑞祥全松

茶得到明显改善。

喝过的都叫它神仙茶

寿瑞祥全松茶，就是把松树、柏树、银杏、冷杉等五种寿命超过

千年的树的树叶和树皮按比例混合， 做成一种人人都可以喝的长

寿茶。 每天喝上两杯树叶树皮磨成的寿瑞祥全松茶，一方面可以延

长人体器官的寿命， 另一方面可以清洗掉数十年沉积堵塞在血液

血管里的各种毒素垃圾。 给深受毒害的五脏六腑血管血液来一次

彻底的“翻新“。 有病的喝了病好得快，没病的喝了寿命能延长。 喝

过寿瑞祥全松茶的，都叫它神仙茶。

每天两杯 解决百病之源

几乎所有的中老年疾病都

与两个东西有关。

首先说这衰老，这人肯定是

年纪越大病越多。 年轻人感冒了

隔两天自然就好了，八十岁的老

人得了感冒弄不好命就没了，为

什么，器官老化了！

再就是血管病变，医生打开

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人的血

管发现，它们的血液里到处都是

脏兮兮油乎乎的垃圾，血管壁上

就像饭店里的通风管，结满了厚

厚的油垢。 脑梗心梗的地方堵得

连根头发丝都穿不过去，血管变

成垃圾站， 血液变成臭水源，肯

定要得病。

衰老和血管病变是百病之

源， 如果能让你的器官变年轻，

血管变干净，绝大部分疾病就会

自然消退了。

寿瑞祥全松茶有两个世界

之最，第一，它是世界上最强的

抗衰老剂， 把全松合着蜂蜜，每

天一次涂在老年斑上， 两三个

月，浅的老人斑会消失，深的会

变浅。 我们知道，老年斑是人体

衰老的标志，全松能把老年斑给

消掉，可以想象，你把它喝到肚

子里，肯定能让你的五脏六腑变

“年轻”。 身体年轻了，很多身体

不适都会自然减轻或消失。

其次，全松是世界上最强的

血管免疫剂。 做过烧茄子的知

道，这茄子一过油，那油哗一下

就给吸进去了，这全松啊，在血

管里的吸油能力比茄子强几十

倍。 血液里的，血管上的，特别

是堵在脑动脉， 心脏冠状动脉

上的垃圾， 全松就像个超级海

绵， 能把这些血液血管里的脏

东西一点点吸掉。

连续喝寿瑞祥全松茶三个

月，就可以吸掉高血压、心脑血

管、 糖尿病人体内三年沉积的

脏东西，长期喝，血液和血管会

变得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样

干净，健康。

吃树叶、啃树皮，脑栓塞见好

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跟着受益

原来我血浆、胆固醇高、甘油

三酯高，正炒股呢，突然脖子后发

紧，脑袋一片空白，双腿一软咕噜

一下就躺那里了。 确诊为脑栓塞，

像一滩泥一样浑身一点劲儿都没

有，属于软瘫，手不能握力，腿不能

走路，四肢发冷。无意中看电视，我

发现了寿瑞祥全松茶，我觉得有救

了，我这病一定能治好。 到现在服用 2个多月，血压平稳

在 70/130或者 80/120，浑身上下热乎乎的，失眠便秘全

好了。 我拄着拐杖能自己上下楼了，昨天儿子带我出去

玩，我一口气上四楼，气不喘，心不慌。 现在什么药都不

吃了，我怕她损坏我的肝，损坏我的肾，我就喝全松茶。

我让老伴，同事，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喝这茶，效果倍

儿好。 我告诉一个我就是行善积德，我叫他们都好。

心脑血管家族史，三个兄弟走了俩

如今，全松茶为我保驾护航

我们家是心脑血管家族遗传，

我哥哥和弟弟， 都是因为心梗、脑

梗过的世，我一直比较注重食疗养

生，全松茶一上市，我就赶紧买了 5

盒。 喝完以后呀， 血压平稳在

90/140左右，不像原来那样突升突

降了。 双腿特别有劲，走路再也不

发飘了，浑身倍儿轻松。 全松茶对

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真是好，这次活动又订购的 24盒。

十几年冠心病，老教授最终康复

患冠心病十几年的大学老教

授， 如今就靠着每天喝两杯树叶

树皮磨成的全松茶，走向了康复，

再次回到了离开五年的讲台。 五

年前， 师范大学林教授突发冠心

病，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他离开了

讲台，冠心病时好时坏，像定时炸

弹一样折磨着他。 三个多月前老

教授开始喝全松茶，越喝感觉症状越轻，疼痛感慢慢消

失，也不闷胀了，也不再频繁发作了，现在时隔 5 年后

老教授又登上了离别已久的讲台。

老头糖尿病并发眼部疾病好转

老伴 30年失眠终于睡上香甜觉

我病比较多，主要是糖尿病，现在眼吧都属于糖尿

病并发症，看东西特别模糊。 你看我坐在外面看电视，

就这么近那么大的字我看不清楚。 自打喝了全松茶以

后， 最明显的就是眼睛， 现在看电视一点问题都没有

了，看的相当清楚。 老伴看我喝着好，她也想试试，本来

她失眠特别严重，整宿整宿睡不着，她一喝呀，没几天，

现在一宿一宿地睡。

关于湖南野生全松活动期间

屡次断货的紧急通告

今年气候过于反常，自然灾害频发，国家对相关树种的保

护力度加大。 进入 5 月，野生全松五大产地的供应量大幅下降，

致使原料全面短缺，价格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

考虑到 6 月份会出现大面积断货，为保证消费者服用不断

档。 同时防止众多的跟风和假冒伪劣产品趁全松茶断货，调价

之机大肆欺骗消费者，经商讨决定，特在断货、调价前举办唯一

一次特大优惠促销。

1、史无前例的优惠促销 买 10 赠 2���（立省 98

元） 买 30赠 10��（立省 490元）

2、购买 30 盒以上者，将参与“全松健康特使”

评选，获选者免费参加北京健康之旅，亲临现场，与

养生大师面对面！ 聆听养生大师祛病养生之方，健

康长寿之道！

自本通告发布以来， 广大市民开始大量采购寿瑞祥全松

茶，造成货源持续紧张，药店断货及送货不及时现象屡有发生。

为保证优惠真正落到市民手里。 本公司再次通告，活动期间，禁

止经销商擅自延期，恶意囤货，侵吞赠品，一经发现立即取消代

理经营权。

安徽高山药业有限公司

2010年 5月 13日

特此公告

正宗野生全松茶认准“寿瑞祥”认准防伪电话：800-857-9998

电话订购另有特大惊喜

寿瑞祥全松茶优惠促销最后

1

天

市民见证全松食疗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