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实、
成功地为后代创
建新的经济和现
代化标准的生
活，支持人民与
他们的家庭”。

演说摘要

普京就职仪式耗资761万元
7日，俄当局为普京筹备了隆重

的就职仪式。 仪式在国家元首官邸
克里姆林宫举行， 正式仪式持续约
40分钟。 总统车队通过斯帕斯基门
进入克里姆林宫。 斯帕斯基门仅于
盛大场合开启。

普京宣誓之前， 梅德韦杰夫作
简短演说， 随后将一条象征俄罗斯
国家元首最高权力的金链交给普
京。宣誓之后，普京发表就职演说，
随后克里姆林宫鸣30响礼炮。

仪式组办方还向到场嘉宾赠送
纪念币。每枚价值5000卢布，总共将
花费近1000万卢布。加上其他开销，
就职仪式耗资达3600万卢布 (约合
人民币761万元)。

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
普京创俄总统任期纪录

2000年， 普京首次当选总统，
2004年，赢得连任。

2008年至2012年， 他转任总理，
引领俄罗斯度过全球金融危机，使
它成为率先实现复苏的国家之一。

今年3月5日，普京以绝对优势在
第一轮选举中赢得总统大选，让他看
到了自己仍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得益于宪法修订， 普京本届总
统任期为6年，可谋求连任。普京这
次当选，可能将争取2018年连任，任
期至2024年。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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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准字

Z20026979中国商品检验中心独立防伪认证

劲仕胶囊从心、肝、肾三脏综合治
疗，增加心、肝、脾、肾的共同作用及人
体阴阳的相对平衡， 治疗上达到温补
速效合一、治养同步，使人体从生理和
心理上达到最佳状态。

服用劲仕 30 分身体渐暖、精力充
盈、器官粗壮、龟头硕大，勃起有力，耐
磨擦力增强， 快感提升， 房事达到 30
分钟左右。

服用 1 个疗程， 器官随时一柱擎
天，雄蜂蛹提供的 HDV 因子让海绵体
细胞分裂发育，酥麻润痒。 房事时劲仕

强劲能量让你运动自如。 女性娇媚的喘息亢奋你的每一根神经，激
情后劲仕迅速补充能量，让你无任何疲劳感，愉悦之感萦绕不绝，
前列腺问题服用 10天症状改善，两个疗程恢复健康状态。3个疗程
阴茎稳定增加、增粗。

劲仕胶囊部分经典配方
一、人参茎叶皂苷，人参号称“百草之

王”，大补命门。 对性生活无快感，
快感缺失， 快速恢复体力作用很
好。 劲仕胶囊采用了全林地野生
环境种植的人参， 其药效成分和

野生人参完全一样，所以效果强劲生猛。
二、沙苑子:《本草纲目》云:“益精固精，

为泄精虚劳要药， 最能固精”；沙
苑子益精而不乱阳、 补阳而不乱
身。 富含维 A、黄酮类、蛋白质、氨
基酸及硒、镁、锌等营养 46种。

三、蜂王浆：蜂王浆是名贵但人工不能
仿造的中药。堪称滋补上品，滋阴
补阳， 久服令人光泽好， 容颜不
老，被列为上品，蜂王浆是蛋白质
不是糖，所以糖尿病放心服用。

四、雄蜂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早
有记载，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保
幼激素、能通过调节环磷酸腺苷
的合成，促使蛋白质螺旋体结构
和氨基酸序列正常化，从而促进

海绵体细胞快速发育加速生长。 以 22 日龄
雄蜂蛹含营养物质最丰富， 让男人增粗发
育，保肾抗衰老，增强性功能。

五、兔睾丸：劲仕胶囊采用的是长白山
雪兔睾丸， 长白山雪兔能够在零
下 40 摄氏度正常繁殖，且每年能
繁殖 12 次，雪兔睾丸强大的生精
能力能迅速提高精液量， 益气补

血，提高精子活性，消除弱精少精症状。

劲仕胶囊:绿色、健康、品味男人之选！

珍品国药劲仕 让男人爽翻天
“恐怖杀手”—大黄蜂

1998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多地发生了大
黄蜂攻击居民事件， 当地政府用农药催毁大黄蜂
老巢后，仅过半个月，在居民周围又出现了成千上
万的黄蜂群，恐怖气氛迅速蔓延。

由于事态严重， 加州政府迅速求助国家科学
院的生物学专家威尔逊院士， 威尔逊院士在对活
体大黄蜂研究后甚为吃惊， 这些大黄蜂繁殖力惊
人，他们以每秒一只的速度繁殖，这些漏网的大黄
蜂半个月时间又繁殖出了数以万计幼蜂。

这种 " 恐怖杀手 " 繁殖能力怎么会有这么强
大？难道他们身上蕴藏着人类未知的能量？威尔逊
院士考虑把大黄蜂赶走的同时， 其超强的繁殖能
力更让他感兴趣。

两个月后，大黄蜂在市区消失了，威尔逊院士
着手研究其超强繁殖能力， 他从大黄蜂的雄蜂蛹

中 萃 取 出 一 种
HDV 的活性因子，
就是这种活性因子
提供的营养蛋白让
蜂王每年繁殖数亿
只幼蜂。

如 果 把 HDV
活性因子用于提高
男性功能将会怎

样？ 全美 1200 名志愿者用后仅 4 天，这些志愿者
性欲提升，性事持久，快感增加显著，服用三个月
后， 原本羸弱的身体变的非常强壮， 体毛粗黑油
亮，晚上睡的香，白天精神爽，性欲提升近 3 倍，同
时，普遍反映器官更为粗壮，增长几厘米，睾丸增
大、快感增倍，精液量增多。

两年后， 这些志愿者身体依然健壮无比，并

且无任何反弹现象。2000年，威尔逊院士在《自然》
杂志发表了题为《大黄蜂与男性功能提升》 的论
文。第一次科学的论证了雄蜂蛹提取物 HDV能够
全面提升男性性能力。

巨资买断，独家拥有！
2001年，中国医药考察团赴美进行学术交流，

意外看到了有关雄蜂蛹 HDV 的论文报告， 银诺
克集团第一时间联系到威尔逊院士， 巨资买断雄
蜂蛹 HDV提取专利技术，并依靠长白山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建立了万亩大黄蜂养殖基地， 每年提
供数十吨雄蜂蛹以供提取 HDV因子。

2002 年，银诺克集团生产出了我国第一个以
雄蜂蛹，蜂王浆、兔睾丸、人参叶皂苷、沙苑子、枸
杞子为主要配方的“劲仕牌参雄温阳胶囊”。 并被
国家药监局批为国药准字，列为一类新药，劲仕胶
囊的诞生，让男人用上了绿色安全的全效产品。

效果是最好的广告
一位机关领导说：天天坐办公室，坐的一点激

情都没了，用了劲仕胶囊真不一样，强劲的能量和
营养让我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跳动感觉， 欲望大
增，激情威猛。

劲仕三盒用下来， 房事能够达到 40 分钟以
上， 每次都感觉飘飘欲仙，3 个疗程用下来阴茎增
长、增粗，龟头红润饱满，很充实，龟头犹如弹头，晚
上房事 3 次都不累， 射精无力和前列腺也全好了，
激情之后老婆满足的眼神让我很有成就感。

劲仕胶囊也是我国第一个采用雄蜂蛹提取
物 HDV 为主要配方的男性用品， 不含西药，不
含激素，双调双补，治养结合，绿色安全，无副作
用，无依赖，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国药。

由于劲仕卓越的疗效引起全国疯狂热销，
“劲仕”商标 2011 年经国家商标评审中心评定，
品牌价值高达 1.26 亿元。

一、购买产品认品牌。
不同品牌的同名药品市场上有很多，由于

工艺、技术、原料的差异会导致效果差别极大。
劲仕胶囊是唯一采用低温超临界萃取工艺制
成，既保证了药物的活性，又螯合出了高能分子
团，调补一次完成，劲仕胶囊每粒相当于原药材
126 斤药效水平， 尤其是雄蜂蛹种源是从美国
引进，更保证了原料的纯正血统。购买时候请认
准“劲仕”品牌，这是品质和效果的保证。

二、购买产品认批号。

市场上治疗男性功能的产品琳琅满目，顾
客经常上当， 实际上起治疗作用的只有国药准
字， 劲仕牌参雄温阳胶囊是经过国家药监局批
准的国家一类新药，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效果
稳定确切，而且安全，治愈后多年不反弹。

三、购买产品认配方。
俗话说：是药都治病，就怕不对症，药方过

大会增加顾客身体负担， 药方过小不能统筹兼
顾，劲仕胶囊采用 4 对配方，互相抑制平衡，温
热互济，不愠不燥，不上火、不头晕、更无脸红的
尴尬症状，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都可以服用，
治愈之后也可用于长久保健。

郑重承诺
即日起，凡用劲仕胶囊三个疗程，如果器

官增长、增粗不理想，房事时间低于 30 分钟，前
列腺症状没消除，后期将免费用药巩固治疗。确
保顾客达到满意效果。

劲仕专线：0731-86423268
短信订购平台：13187211679

劲仕胶囊用于:阴茎短小、纤细、老年阴茎萎缩、阳痿、早泄、遗精、
少精、弱精、无性趣、 勃起无力、房事时间短、快感缺乏、前列腺炎、
肥大增生、尿频尿急、阴囊潮湿、尿滴沥，失眠健忘、多梦、腰膝酸
软、困乏无力、体虚盗汗、头晕眼花、夜尿频多、畏寒畏冷、用壮阳药
或保健品导致身体透支者，服其他药物无效者。

让她疯狂尖叫的理由！

市内免费送货，省内各地免费邮寄，货到付款，专销地址:��五一平和堂药号（平和堂负一楼） 东塘：平和堂药号（平和堂负二楼）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红星步步高药房(步步高超市内) 火车站楚明堂药号(三九楚云一楼) 马王堆:誉湘药
房(银港水晶城旁) 河西通城广场新一佳超市药品柜 河西：楚济堂药房（枫林宾馆左侧迪信通旁） 湘春路：楚济堂药房（湘春路 266号）西站:康寿药房(湘浙肯德基往南 100 米) 南站:楚济堂大药房(南站对面)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药房
雨花区：康寿药房赤岗冲店（劳动路家润多肯德基对面）星沙:旺鑫大药房(星沙四区凉塘路 96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 宁乡:开发药号（宁乡大厦一楼） 浏阳:恒寿堂大药房(车站西路 127号) 株洲：平和堂药号 湘潭:
福顺昌医药堂 益阳:平和堂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岳阳:为民健康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广场对面) 常德:金华大药房(建设路文化广场对面) 娄底:城南大药房(财政局
门面) 邵阳:时珍大药店(中心医院对面)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张家界:采芝堂大药房(回龙路老十字街) 怀化:东方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第 1人民医院前）、郴州:公和药店（第 1人民医院）

特惠仅限：5月 8日至 5月 14日 过期不再优惠

特惠价：186元 /盒 原价 296元

每盒 72粒 18至 36天用量
3盒 1疗程 7日内无效退款
诚信提示:赠品卖品一样

俄罗斯当选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7日正
式就任，开始第三届任期。同时，老搭档梅德韦
杰夫将就任总理。梅普“二人转”继续唱。

普京在就职演说中承诺， 他在新任期内将
不辜负民众期望，以振兴国家为目标。

3000嘉宾受邀观礼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时间7日中午， 克里姆

林宫内，普京走过红地毯，踏上演讲台，在前任
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发表卸任演说后宣
誓就职。

手按俄罗斯宪法，普京在3000名受邀观礼
的嘉宾面前宣誓：“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我尊
重和保护民众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捍卫俄联
邦宪法。”

他承诺“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安全和领土
完整，诚心诚意为民众服务”。

就职演说提“关键”
普京在就职演说中提到， 俄罗斯进入新时

期，今后几年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进入国家发展的新时期，”他说，

“我们将根据新层级、 新质量和新规模制定任务。
今后几年将决定俄罗斯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演说结束， 普京在乐曲和克里姆林宫外礼
炮声中走下演讲台，再次走过红地毯，与宾客握
手并表达感谢。

俄逮捕示威领导人
俄罗斯警方6日逮捕多名反普京示威活动

领导人。 按警方说法， 当天的示威活动总体合
法、和平，但一伙人试图突破警方警戒、靠近非
集会区克里姆林宫，致使双方发生冲突。

俄罗斯媒体报道， 总计250名示威者在当
天的骚乱中被逮捕， 反对派3名主要领导人被
警方带走，包括知名反腐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
内、自由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和极左派代
表乌达利佐夫。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再见，梅德韦杰夫总统、普京总理” “你好，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

俄进入“普京3.0时代”

观察

●“坚持不
懈地建固自波罗
的海至太平洋的广
袤的俄罗斯领土，我
们有能力成为欧亚大
陆的领导者和重心”。

普京就任后，中俄
关系的“变”与“不变”

“普京一直是俄罗斯的
主要决策者。他再次就任总
统，意味着俄罗斯内外政策
的持续性将得到保证。对中
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两国
关系有望延续深入发展的
良好势头。” 长期从事俄罗
斯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盛世良说。

与十年前不同，今天的
中俄两国，正面临一个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分
析人士认为，两国国内和国
际环境的变化，也将对两国
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定
影响。首先，国际力量对比
的变化以及两国战略和外
交思路的定位，决定了两国
将更加重视双边关系。其次
是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
影响下，两国都希望加快经
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为两
国加强经贸合作提供了巨
大的机遇。 ■据新华社

二
人

法
俄
大
选

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