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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 30 岁：忙工作，忙事业，拼命挣钱养家，钱有了，可身体疲
倦无力，一回到家抱头就睡。 七鞭回春乐，让您激情体验，强壮无比，
整夜激情四射。

男人 40 岁：工作稳定，事业有成，可就是为了名利，抽烟喝
酒，陪客户，天天都觉累，谈到“那个事”，个个是“逃兵”……用上
七鞭回春乐增强免疫力，让您底气十足，心情愉悦，时间延长，爽
快无比！

男人 50 岁啊：浑身出虚汗,睡了也乏困，一摸被窝里，总是潮乎

乎。偶尔尽义务,咋能不“抛锚”！用上七鞭回春乐,恢复海绵体新陈代
谢功能，阳痿早泄等男性功能障碍问题得以解决。

男人 60 岁：精力总欠佳，整天没精神，要说“那个事”，时间短的
可怜,用上七鞭回春乐，男人一次可延续 10 分钟以上，尿频、尿急的
毛病一次解决，夜夜能追求过去的幸福。

男人 70 岁：器官退化萎缩、前列腺增生、腰酸背痛、无精打采，
用上七鞭回春乐，老头变小伙，萎缩的器官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好了，
天天晚上偷着乐！

天下男人一个痛！ 不论 30 与 70

●吃上一副：身体有轻快感，浑身有劲，手
脚心发热，感觉一股暖流从上到下，从内到外
流遍全身，连汗毛都透着舒爽，蠢蠢欲动。

●吃上二副：起不来现象消失，晨勃现象恢
复正常。腰不痛，腿不酸，不困乏，精力充沛。到了
晚上都是画面，就一个卿卿我我。

●吃上三副：夫妻生活和谐，神经衰弱、
失眠健忘、头昏目眩、腰膝酸软、阳痿早泄等
各种肾虚症状消失。

●6.6元 解决大小问题●不管是年过 70 的老人，还是 20 出头
的小伙，服用七鞭回春乐后，尿频尿急好了，让男人更自信！让女人从此
不敢再笑话，夫妻生活如鱼得水！

●6.6 元 解决勃起问题●起不来，不再是闹心事，七鞭回春乐
让男人不行症状逐渐消除,轻松找回昔日雄风！七鞭回春乐让你睾丸饱
满、有活力、起得来、挺得住！ 男人激情持久燃烧！

●6.6 元 解决时间问题●以往每次最多只能坚持几分钟，现在
你能自由驰骋，随心所欲的控制时间和身体，自己尽兴、老婆满意。

●6.6 元 解决次数问题●不再担心后劲不足，服用七鞭回春乐
后，体肾好，性肾高，使不完的“霸王之气”滔滔不绝，而且一天更比一天
好,�晚上不累白天不倦。

●6.6 元 解决硬度问题●不再是“软茄子”，如今坐如“青松”，
动如“脱兔”，体内动力犹如火焰源源不断释放，功能比年轻时提升数
倍。 动静结合，强硬之风，霸气外露，任何场合，都不丢人。

专家提醒：国药七鞭回春乐促进海绵体细胞分裂增生，不回缩，
三副即可停用！ 七鞭回春乐纯中药制剂，无副作用、高血压、糖尿病、心
脏病都可以放心服用。

每天只需 元6.6

七鞭入药，男人之宝��������七鞭回春乐源于医圣张仲景的七鞭
方，七种动物鞭肾按照“君、臣、佐、使”，
严格配比。 驴鞭益肾壮阳，可治疗阳痿、
举而不坚。马鞭补肾生精，可生阳根。牛鞭填
精补髓，可治滑精早泄。 貂鞭健身健肾补脾，
可助耐力。鹿鞭活经血，可抑神经。狗鞭强筋
壮骨，可活血液。 羊鞭益精助阳，可生精固
精。 辅以山药、何首乌、枸杞子、刺猬皮珍贵
补药，全部采用纳米萃取技术提纯，疗效提高
几十倍。

●治肾活血，为身体充电！
七鞭回春乐胶囊特别含有的“肾活素”

全面调整内肾细胞代谢活力，生血养精能力
恢复， 除了消除身体虚亏引起的腰膝酸软，
精神疲倦，心悸气短等现象，通过“性觉神
经”向性肾源源不断的供应性生活所需动力
能源，性欲望增强，精力旺盛，干劲十足。

●生精养髓，为性器官加油！
七鞭回春乐胶囊所含有的动物

营养成分， 直接激活萎缩的睾丸
细胞活力，使睾丸酮分泌量恢复到 20 岁水
平，雄性荷尔蒙合成旺盛，阴茎平滑肌完
全的舒展，血液流入阴茎十分流畅，动力
自然强盛， 阴茎海绵体细胞同时完全苏
醒，阳痿早泄消失、阴茎得到二次发育，让
你重振雄风，幸福无比！

温馨提示
治疗男性病请认准国药，千万

不要让保健品忽悠，它根本不治病，
只能当零食吃，连肚子都填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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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最低一天仅需 6.6 元
活动仅限 10 天，10 天后恢复原价

原价 49.8元 /盒

买 10 盒送 5 盒
现价 19.8元 /盒

�������王教授患前列腺增生 10 年，性
功能减退。每次小便时需等待好几分
钟，尿不尽，夜尿 10 多趟、滴滴答答，
常常撒在裤子上。 痛苦不堪。 后来经
别人介绍，王教授开始使用国药【七
鞭回春乐】，不到一个月，症状明显减
轻，三个月后腰背部酸痛，尿频、尿急
的毛病也基本好了， 这不都 50 多岁
的人了，居然宝刀不老，“性”趣不减
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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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男人“尝到鲜”

早泄 阳痿 性功能减退 前列腺增生 阴茎短小…… 不
惑
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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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网站开通举报“四风”直通车
首批公布183起违纪案件 记者体验：举报材料可写6000字，还可“匿名举报”

4月8日， 中纪委网站开
通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
车， 并公布了近期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八项规
定精神的案件183件。 这些
案件中， 公款旅游及大吃大
喝、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受
礼金占绝大多数。

设举报专栏一周曝光一次

记者发现，“直通车”设
置三个栏目：“四风” 问题举
报窗口专栏、 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案件每周通报专
栏、晒晒“四风”隐身衣专栏。

身边存在的公款旅游、
公款吃喝等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行为、 穿上隐形外衣
更为隐蔽的“四风”行为，尤
其是对于即将到来的“五一”
假期，对纠正“四风”方面的
期待和建议都可通过“直通

车”监督举报、建言献策。

举报“问题”可写6000字

记者登录中纪委网站，
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
一目了然， 栏目设置也是简
单明了。

点击进入举报页面，看
到“网上须知”，主要就所反
映问题的范围及注意事项进
行简单的说明。开始举报前，
须先选择“署名举报”或“匿
名举报”。

其中，匿名举报可选择性
填写反映人姓名、联系电话、电
子邮件等。对于“问题发生地”、
“被反映人 (单位)”、“信件类
别”、“问题分类”则是必填项。

在“举报下文”一栏中，
除了50字以内的标题外，“主
要问题”最多可写6000字。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四风”问题举报窗
直接接收群众举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晒晒“四风”隐身衣
请群众就公款购买和收受电子礼品卡等隐形“四
风”问题进行揭露，同时就问题治理提出建议

●违规案件每周通报
对查处的案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每周一公布

①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行为
② 违规建设楼堂馆所、公款大吃大喝、公车私用、
公款旅游、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
③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商业预付卡及公款出国
（境）、住房、个人或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等违反廉
洁自律规定的问题
④ 涉及民生的政府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中违规违
纪问题，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
正之风等
⑤ 公务员考录和企事业单位招聘中违规违纪行为
⑥ 违法违规征地拆迁、涉农领域侵害群众利益、农
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问题

三大栏目

属于举报
受理范围
内的 6大
问题

打击新闻敲诈受各界欢迎

中宣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 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反响，广
大干部群众表示，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严重败坏新闻队伍形象，严重干扰基
层干部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此次行动
敢于动真碰硬，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实际成果。

河北省武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恺兵说，国家在全社会编织了一张
净化媒介环境的大网， 让“新闻敲
诈”、“假新闻”和“假记者”无所遁形。

山西吕梁市兴县一位乡镇负责
人表示，现在假记者的背后往往有真
记者撑腰，假记者敲诈不成，真记者
便挥舞着“舆论监督”的大旗出现了。
此次专项行动， 有了很大的威慑作
用，可以打掉假记者的歪风。

■据新华社

范长龙直言美防长：你为日撑腰，我们不满意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8

日下午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来访
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一行。

范长龙说， 哈格尔部长近
期在美国与东盟国防部长非正
式会晤和访日期间， 发表了一
些言论，中国人民是不满意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 美国一再表
示不选边站队，令人费解的是，
部长先生却公开表示欢迎日解
禁集体自卫权， 为日本撑腰打

气。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对南海
的主权主张是一贯的、 有历史
依据的， 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海
岛礁，部长先生却袒护菲律宾，
指责中国。 在当前海峡两岸局
势呈现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
下，美国会众院却于7日通过涉
台议案，搅动台海局势，这是完
全错误的。 中方希望美国站在
负责任大国的高度， 多做有利
于地区稳定和两国两军友好发

展的事。
哈格尔感谢范长龙的直言

和坦率。他说，我一向敬重中
国人民。我此次来访，与中国
军队领导人就落实两国元首
构建新型关系的共识进行了
探讨， 共同承诺要加强两军
关系，妥善处理分歧。我本人也
没有为日、菲撑腰打气，而是希
望各方通过合作， 维护地区安
全与稳定。 ■据新华社

在8日中午的中美两国防长媒体见面会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常万全回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海上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
区，对日挑事行为中国保持了克制。我们不惹事，不怕事。面对威胁，
解放军做好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常万全表示，中国
对于领土领海不妥协，不退让，不交易，不允许一丝一毫的侵犯。此
外，他还敦促美国约束日本行为，不要姑息养奸。

常万全敦促美国约束日本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