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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科技  创新中国  立足世界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world

北海巨欣生物科技
China Beihai City Juxin Biolog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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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eihai City Juxin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ly innovative bio-pharmaceutical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production base is located in China Guangxi Beihai Industrial Park. China Guangxi Beihai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Beibu Gulf, facing the sea, a vast marine resources, a wide variety of biological, 
stable and rich in seafood, uniqu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 natural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The company's marketing center is located in the Beijing Tongzhou 
Baliqiao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Apartment.

The company diversified enterprise based in genetics, marine products,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medicine research 
and sales. Currently,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listed products has reached 36 strains. The company has strong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trength, has a doctorate in the R & D team, and with th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Qingdao Ocean 
University, a number of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gencies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jointly develop new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s lead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has introduced and has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s.

The core values   of the corporate culture is a "home". In operating the produc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is also 
working to build harmony by employees, customers, the warm Juxin family, continue to expand health experience stores,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The company's core business ideas, all operational behavior to the needs of custom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d point. The company's business objective is not only to build a Juxin product brand, the more important is to 
build a Juxin welcomed by consumers service brand.

The company developed products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odern molecular biolog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are. It will bring an invaluable role for human health.

The company always remember " with the moral carving products, make product heritage moral " the concept of 
product quality; " good faith cast qua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reate brillia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to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sting manufacturing -- for the people, for the country, to 
the world " the health concept of industry,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world biological field peak.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中国北海市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极富创新性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公司生产基地座落在中国广

西的北海工业园。北海地处中国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面临大海，海洋资源广阔，生物种类繁多，海产丰

富稳定，地理位置独特，交通便捷，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公司的营销中心设在北京通

州八里桥经贸国际公寓。

公司是以遗传基因、海洋产品、营养保健、生物医药综合研究及销售为主的多元型企业。目前，公司储

备、上市的产品已达36个品系。公司拥有雄厚的科研技术实力，研发团队中拥有博士学位的4人，并且与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青岛海洋大学等国内外多家科研

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创新项目，不断推出领先国内外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

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家”字。公司在经营产品的同时，还在努力构建由员工、客户组成

的和谐、温暖的巨欣大家庭,不断拓展健康体验店、提升服务质量。公司的经营思想的核心是，一切经营行为

以顾客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公司的经营目标不单是打造巨欣产品品牌，更重要的是打造深受广大消费者

欢迎的巨欣服务品牌。

公司研发生产的产品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保健的有机结合。它将为人类健康带来不可估

量的作用。

公司始终铭记“用道德雕琢产品，让产品传承道德”的产品质量理念；“诚信铸品质，科技创辉煌”的科

技创新理念；“融全球科技，铸创新制造——为民，为国，为世界”的健康产业理念，努力实现迈向世界生物

领域最高峰。

厚德载福  用生物科技引领健康生活

True happiness consists in the use of 
biotechnology to lead 

a heal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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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欣生物高层随同国家主席

出席第四次“金砖国家”会议
“金砖国家”是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五个新兴市场国家，2012年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四次正式会晤于今年3月28日至2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竟与总经理耿伟华受国家外交部、商务部、环球商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作为

中国生物科技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同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同出席本次大会并参加了2012年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张竟董事长作为中国民族企业唯一生物科学领域的企业家代表主持了主题为“金砖

国家在生物科学方面的合作潜力”的第四节工商论坛并作了总结发言，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及

与会商界领袖对巨欣所做事业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同时受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长江的采访报

道。中央4套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中央13套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等做了报道，张竟董

事长在采访时讲到：“站在金砖五国这个平台上，我们这个生物发展，应该是一个造福世界人类

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讲话中

讲到：“大力发展健康科学技术，要建设世界先进

水平的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健康营养生活方式的

科技保障系统，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水平 ，提高健

康科学和健康服务水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

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 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社会

环境。” 文
化
篇

Cultural artiCles

1、  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2012年金砖国家会议
2、“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右二为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
3、“金砖国家”峰会    左第二位为张竟董事长左三为耿伟华总经理
4、“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右一为张竟董事长
5、  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长江的采访
6、 中央电视CCTV4中国新闻、CCTV13新闻直播间的报道截图

文化篇
Cultural artiCles

①

④

③

⑥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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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5日，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张竟、总经理耿伟华受邀随同温家宝总理出访中东欧国家

并出席在匈牙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受到了温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中

央电视台1套、2套、4套、13套及凤凰卫视等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讲话中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共同利益在扩

大，相互需求在增加，企业加强合作的愿望日益强烈。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各有特长。都是全

球重要的新兴市场，都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深化合作的潜力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愿

意与中东欧各国一道，不断创新合作方式，丰富合作内涵，推动经贸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

更高水平发展。

2010年10月19日，第41届上海世博会DEVENT国际馆“国际制造创

新节”上巨欣健康机构因其产品符合高科技、唯一性、低碳环保、具有

独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等四项标准条件，荣获“行业十大创新品牌”和

“国际创新制造杰出贡献奖”唯一两项殊荣。同时公司举行了新闻发布

会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

“世博舞台演绎巨欣神话
   ——中国创新 中国制造

第二排右二为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张竟 第五排右五为总经理耿伟华

热烈祝贺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张竟、总经理耿伟华随同温家宝总理
出访中东欧国家并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载誉归来

1-2、温家宝总理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发表重要讲话
3、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截图第一排左第四位为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张竟
4-6、张竟董事长、耿伟华总经理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

2010上海世博会DEVNET馆国际制造创新节荣获唯一两项殊荣——

“行业十大创新品牌”和“国际创新制造杰出贡献奖”。

国家质检总局司长王清祖为巨欣生物
颁发“国际制造行业十大创新品牌”

中共中央纪委领导刘文元为巨欣生物
颁发“国际创新制造杰出贡献奖”

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竟在颁奖典礼上讲话。

印度国家委员会秘书
长Ashok Biyani（阿
育克·比亚尼先生）
为巨欣题词

国家质检总局司长
王清祖为巨欣题词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
委副主任 郑志军为
巨欣题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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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
Cultur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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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电视台（英文简称CNTV），是中国国家网络电视播出机构，是以视听互

动为核心、融网络特色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的公共服务平台。 

2011年4月，中国网络电视台《管理与观察》频道播报了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世

博会获奖的盛况及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  科技历程。《管理与观察》通过对

核酸的起源、核酸的发现、核酸的应用以及珍福泰的研发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世博舞台演绎巨欣神话
   ——中国创新 中国制造

2

2010年11月30日，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

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保健产品。

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世博会获奖新闻发布会

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世博会获奖新闻发布会

外国贵宾接受专访 外国贵宾接受专访

巨欣健康机构上海世博会荣获双奖，张竟董事长接受中
央电视台专访

巨欣神话  引发媒体争相报道

文化篇
Cultur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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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竟董事长喜获
“2010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人物”

2011年1月，张竟董事长喜获“2010年度中国企业十大

新闻人物”。由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最具影响力企业、最受

关注度企业、最具成长性企业“2010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人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张竟董事长喜获此项殊荣，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亲自为张竟董事长颁

发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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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2011年9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凤凰卫视官方资

讯网凤凰网邀请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张竟、总经理耿伟华做客

《风范中国》栏目。围绕巨欣生物的科技研发、科技创新、文

化建设、品牌发展以及巨欣主导产品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

在上海世博会荣获两项大奖进行了专访，探讨企业领导随同温家宝总理出访中东欧体现的社会责任和使

命，以及巨欣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家”文化建设惠及全体会员和在会员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公司所开展的

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并进行了全程报道。。

2011年7月，广西公共卫视《八桂新风采》栏目专题制作并报道了巨欣

的科技创新和追求卓越的发展历程。巨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海洋资源

药用生物研究中心和中国寡核苷酸研究开发基地。广西公共卫视《八桂新风

采》栏目组赴巨欣北海生产基地实景拍摄、实地考察、参观GMP生产车间，

并对巨欣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流程进行了系列的报道，报道中采访了巨欣

科研组组长刘进军博士，公司每年在科研方面平均投入1000万科研资金，不

断加大科研投入，拓宽科研思路，拓展科研队伍，提高科研水平，增强科研

实力。为造福世界人类做贡献！

文化篇
Cultur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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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公布了

“2011创业中国年度人物”的获奖名单，张竟董事长

喜获此殊荣，并受邀在北京大学对外交流中心发表学

术演讲及做创业报告，现场接受了各大新闻媒体的采

访，他的突出创业事迹和企业的优秀成果成为媒体的

专访的焦点。张竟董事长在演讲当中讲到了巨欣企业

的发展和主导产品珍福泰 (“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

囊(GFC)与诺贝尔理论成果的完美结合，他还向学生

们讲述了他自己的创业艰辛历程，并寄语北大的莘莘

学子们：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天道酬

勤，行动勤奋、思维勤奋、做事勤奋，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直到成功。受到了与会北大大学生们的一致

好评。  

张竟董事长喜获“2011创业中国年度人物”

张竟董事长在北京大学演讲

张竟董事长接受媒体专访

张竟董事长接受媒体专访                    

2012年10月，张竟董事长受邀出席由中国

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办、中国文史出版社协办的

“中华文化与软实力”座谈会。会议认真学习

贯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探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问题。

张竟董事长讲到：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

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

华文化“软实力”，更要从学生抓起

2011年11月、12月和今年的5月4日、6月20日，分别为内蒙古根河市第二高级中学、河南省淮滨县第二高级中

学、辽宁省北镇市高级中学、吉林省桦甸市八中捐赠价值不菲的图书。此次公益事业体现了巨欣生物大力推广并弘

扬社会公德，呼吁全民积极行动，自主传播慈善观念，做贴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道德实践活动，此次慈善爱心图

书捐赠活动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学生有书读、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学习技能，开阔视

野，启迪智慧，润泽心灵，陶冶情操，学业有成，报效祖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王总代表巨欣健康机构向河南省淮滨县
第二高级中学捐赠图书

巨欣健康机构向辽宁省北镇市高级中学捐
献图书及科研产品，左一为张竟董事长

巨欣健康机构向吉林省桦甸市八中捐献图
书及科研产品，右一为张竟董事长

巨欣健康机构向内蒙古根河市第二高级中学
捐献图书，左三为张竟董事长

文化篇
Cultur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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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篇 

ProduCt artiCles

诺贝尔奖导航生命科学

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化学奖导航生命科学，继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长期重视核酸产品的摄

入后，外源性补充核酸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再掀高潮。那么，什么样的核酸产品最适合人类服用呢？

200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化学奖的研究成果早在获奖前六、七年就公布于世，有着访日学者背景

的巨欣企业掌舵人张竟先生，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感受到了该研究成果当中蕴藏的巨大科技和社会价值，毅

然决然地倾其所有，致力于造福于民的核酸产业。三年多的时间里，张竟先生先后联合了多家国内外相关

科研机构和个人联合攻关，经过艰难而富有成效的辛勤付出，终于研发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上市的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

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是遵循着200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化学奖的成果足迹靶向

研发的。

靶向一：千病万病都是基因病，200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在于发现了基因的根

源、基因的“心脏”，那就是染色体末端的冒状结构——端粒。端粒起着稳定基因结构，调控生命时钟的作

用。营养、激活、修复端粒的物质就是端粒酶，端粒酶是由寡核苷酸、脱氧核苷酸、营养物质组成，而珍福

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同时含有脱氧核苷酸和寡核苷酸和营养素，是合成端粒酶的核心物质。

靶向二：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成果是利用X光晶体学的技术，展示出了核糖体这个“蛋白加工

厂”的三维结构，并在原子水平上揭示了它的工作原理。该研究成果显示，只有小分子的核酸才能够直接

参与基因的表达和制造功能蛋白质的工作。而功能蛋白质参与人体构造、营养运输、能量供给、生理调

节、组织修复、免疫增强等多种作用。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划时代的将小分子核苷酸的

含量提高到33%，更好的参与基因的表达和制造功能蛋白质。

靶向三：依据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成果结合生物中心法则，功能蛋白质决定细胞的合成和指挥生

成生命所需的全部化学物质。新的细胞孕育生成，需要及时跟进补充细胞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否则细

胞的死亡率会上升。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含有细胞必须的营养成分——细胞营养素。

三个靶向涉及到了三种因子——脱氧核苷酸、寡核苷酸、细胞营养素，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

酸）胶囊同时具备，最终实现了“三联因子”功能互补、强强联合的完美结局，是人类健康长寿不可或缺

的高科技产品。

权威的声音
“开创核酸新纪元，升级换代珍福泰”，是参加珍福泰”三联因子“论证会的国家重量级专家对核酸产

品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药食同源）珍福泰核酸胶囊是经过国家审批的一个好

“药”：著名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第一，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减少心脑血管病，第二，提高免疫

力，减少癌症，第三，抗氧化作用，使细胞凋亡变慢，进而老年衰老变慢、老年斑少、老年痴呆少：国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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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祖司长说：“在过

去的《十一五规划》、刚刚颁

布的《十二五规划》中，国

家都把生物科技发展作为一项

重要的新兴战略，巨欣生物作

为民心工程，国家要重点扶

持。”

杨子彬院士说：“核酸

的应用在国外已经被广为重

视，希望国内的中老年人能够

提高认识。珍福泰核酸创造了

医学临床上不能实现的奇迹，

它将为人类健康带来不可估量

的作用。”

2010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王清祖司长、国际生物医学工程科学院院士杨子彬教授亲自对珍福泰“三联因

子”产品进行了市场实际应用的考察，并给予了大力肯定。

“真爱生命 福泰民康”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珍福泰胶囊（GFC）三联因子功效高层专家论证会

产品篇
ProduCt artiCles

物工程科学院士杨子彬教授：它的配方是合理的，配方的组成成分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此，我也有这个

意见：推荐！原卫生部科教司司长黄永昌教授：这个对我们今后，尤其是对老年保健事业那是一个贡献：

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科主任、邓小平保健医生胡士良教授：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对广大消费者也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耿德章教授：可以有根据的说，还是一个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身体

确实是很有好处：中国保健品协会副会长吴大真教授：正因为有这样的”三联因子“所以它的效果很好。

从它的功效及组成成分来说确实不错：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王建璋教授：我们把基因修复好，

那么基因修复好 以后呢，就有利于预防癌症：原中南海保健处处长、陈云副总理保健医生周光生教授：我

觉得珍福泰胶囊还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著名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右） 国际生物工程科学院院士杨子彬教授

中央保健委员会原副主任耿得章教授 原卫生部科教司司长黄永昌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科主任胡士良教授

中国保健协会副会长吴大真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王建璋教授 原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光生教授

原国家卫生部长钱信中（右）

原国家卫生部长钱信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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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三联因子 
创新应用 寡核苷酸

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中的三

种因子

脱氧核苷酸(DMP)、寡核苷酸(ODN)和细胞营养

素（CNE）

脱氧核苷酸(DMP)的作用

脱氧核苷酸是在核苷酸合成的基础上还原脱氧

生成的，是组成DNA的基本单位。

是唯一能直接构成基因、营养基因、修复基因

的原材料。是唯一直接参与基因自我更新和修复基因

的原材料。有许多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

脱氧核苷酸(DMP)的功能

★ 调节新陈代谢

★ 改善血液循环和微循环

★ 增强免疫力

★ 促进生长发育

★ 调节血流量

★ 健脑益智

★ 延缓衰老等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现代保健》杂志

寡核苷酸(ODN)的作用

寡核苷酸由核苷酸片段通过磷酸二脂键聚合

而成，其是RNA的构成单位。对人体的作用非常

广泛。

研究发现寡核苷酸是营养、修复、激活人

类染色体末端决定人类寿命长短的关键物质端粒

的核心要素，保护端粒在细胞分裂过程中不受磨

损，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延长人的寿命，是人

类健康长寿不可或缺的物质。

寡核苷酸(ODN)的功能

★ 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 提高机体对抗自由基的能力，促进提高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降低老化代谢

产物丙二醛（MDA）的含量

★ 保护肝肾，提高肝脏、肾脏的自身解毒

能力

★ 提高消化功能，加强胃肠道对有害物的

抗力和排泄

★ 监视识别基因突变，阻断病毒复制，提

高疾病对药物的敏感性，化解药物的毒副作用

★ 抗衰老，使人的寿命得到有效的延长 

★ 抗肿瘤、遗传性疾病、抗病毒、抗炎症

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光明网》
科技专栏刊登的“参与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物
质——寡核苷酸的药理作用及其解毒作用研究
现状”

细胞营养素（CNE）的作用

维生素C、维生素E、铁、锌、硒为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与微量元素，位列人体六大营养之中，统称为细胞营
养素。

维生素C的抗氧化作用可保护DNA的结构稳定；
维生素E对细胞DNA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
铁参与血液中氧的运转，细胞有氧代谢必不可少；
锌是人体中100多种酶的组成部分，可参与DNA与RNA的合成 ；
硒能促进细胞DNA的增殖活性，延缓细胞衰老。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现代保健》杂志

最新一种推动基因科技进程产品——体泰久久

口服液已正式通过国家审批并投入生产

解毒极品  体泰久久  健康之友

产品篇
ProduCt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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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谢产生超氧化离子促使脂质过氧化，导致肝细胞损伤。

肝损伤的临床表现：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升高、GGT（谷氨酰转移酶）升高、胆红素淤

积、白球比升高等。

二、肾损害表现 

1、收缩肾脏血管，影响肾脏血流，降低肾脏滤过，同时还可导致肾脏缺血缺氧，导致进一步肾损害。

2、直接损伤肾小管上皮细胞。

3、免疫炎症反应，造成免疫损伤和激发免疫炎症反应。

4、梗阻性肾病变。

5、诱发肾功能减退。

肾损害的临床症状：急性肾功能衰竭(ARF)较为多见、肾小管性酸中毒、肾病综合症、肾功能衰竭等。

三、血液危害表现

1、红细胞疾病：缺铁性贫血、营养性巨幼细胞性贫血、溶血性贫血、自身免疫溶血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

血、红细胞增多症。

2、白细胞疾病：白细胞减少症、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白血病、恶性淋巴瘤、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传

染性淋巴细胞增多症、嗜酸细胞增多症、多发性骨髓瘤、恶性组织细胞病、脾功能亢进症、骨髓纤维化。

毒源对人体危害的常见临床症状

1.  身体日渐虚弱，，精神倦怠，肢体酸沉，少气无力，嗜卧懒动； 

2.  弱不禁风，经常感冒，或感冒经久不愈；常有低热，甚或高热； 

3.  头晕、头痛、头昏、眼花、耳鸣、心悸、气短，甚则晕厥； 

4.  面色苍白，萎黄，虚浮，唇舌淡无血色，结膜色淡；或见眼窝黯黑(俗称黑眼圈)，或面色赤红紫黯而

无光泽； 

5.  毛发枯槁不泽，脱发；指甲平塌凹陷，易折易裂；皮肤干燥皱缩，弹性较差； 口腔糜烂，牙龈肿胀，舌面

光剥无苔；

6.  肌肤常见出血斑点或青紫斑块，轻微刺伤、划伤即出血不止，碰撞挤压，皮下即见大片青紫瘀斑； 

7.  经常鼻出血、牙龈出血，口腔及舌面紫黯血泡；女子月经过多如崩如注，或不分周期淋漓不断； 

8.  胸骨、胫骨压痛，四肢关节疼痛或骨痛；

9.  腹胀，肝、脾、淋巴结肿大；  

10. 血液及骨髓检查异常。

体泰久久口服液－解毒功效

1、清除体内自由基防止或降低脂质过氧化引起的肝细胞损伤，保护肾小管上皮细胞；

2、提高肝脏线粒体活性，增强肝脏解毒和分泌功能；

3、有效成分的解毒作用，减少肝、肾、血液等的有害物的淤积；

4、增加体内超氧化物酶的含量，提高肝、肾的自身解毒能力；

5、提高肝脏、肾脏的血流量，促进肝、肾功能的恢复；

6、提高细胞增殖活性，加速肝、肾的细胞再生；

7、适当利尿作用，减轻肾脏的过滤负荷；

8、促进肝脏内脂肪代谢，减轻肝脏负荷，减少肝脏脂肪堆积；

9、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增加人体对各种毒素危害的应激；

10、提高体液免疫力和细胞免疫力，加速有害物质的分解，减轻多种毒素对人体器官的伤害；

11、促进肠道生长发育，提高消化功能，加强肠道对有害物的抗力和排泄；

12、降低毒脂质过氧化物对DNA的攻击，减少细胞膜及DNA的损伤；

13、促进胶质细胞的增生、增加肝、肾内DNA的含量，促进DNA的合成及修复；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毒源

一、食品中的有害物质

1、有害的食品配料 

A、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用量的食品添加剂 （滥用添加剂）

过量使用的面粉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

B、违法添加的化工原料 

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等 

2、有害食品 

 地沟油、垃圾食品等 

二、环境污染

1、食品中残留的污染物质

重金属（铅、汞、铜等）、农药（对硫磷（1605）、甲拌磷（3911）、六六六、滴滴涕等）

2、直接接触污染

大气污染、水质污染

三、人体自身代谢毒素

体内代谢的废弃物、过氧化物等

各种毒源对人体的危害 

这些物质经吸收进入血液和细胞后，可能参与人体的化学反应，因为特殊的化学特性，可能干扰正常的身体

代谢反映，或者产生有毒的化学产物。这些有毒的物质要从身体中代谢出去，那么在代谢和排泄器官内可能造成

很大的损害，比如肝损害和肾损害。

例如面粉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长期过量食用后会对肝脏造成严重的损害，极易加重肝脏负担，降低肝

细胞活力，引发多种疾病；还可能引发肝硬化、肝癌等。

一、肝损害表现 

危险化学品的通过多种途径引起肝损伤：

1、形成氧自由基使脂质过氧化引起肝细胞损伤。

2、共价结合损伤肝细胞膜和肝线粒体、微粒体膜引起细胞损伤。

产品篇
ProduCt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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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产品风靡全球

基因营养+对症调理=健康加速器

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1号：糖尿病    珍福泰寡核苷酸+硒化蜂胶捍碍胶囊
   糖尿病患者在服用珍福泰核酸的同时服用硒化蜂胶捍碍胶囊，可以减少或阻止

脂质过氧化反应，降低LPO浓度。使血糖、HBAL、血脂水平下降，改善血液高凝

状态。有利于糖尿病病情控制。硒还可以防止胰岛β细胞氧化破坏，促进糖分代

谢，最终降低血糖和尿糖。

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2号：高血脂    珍福泰寡核苷酸+茶酚清脂胶囊
   高血脂患者在服用珍福泰核酸的同时服用茶酚清脂胶囊效果更佳。该产品中所

含茶多酚成分可以通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的含量来清除动脉血管壁上

胆固醇的积蓄，同时抑制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LDL—C）的摄取,从而实现降低血

脂，预防和缓解动脉粥样硬化的目的；绞股蓝皂甙具有明显的降低血液粘稠度，

调节血压的功能；甲壳素具有阻断脂肪分解酵素的作用；珍珠粉具有镇静催眠作

用，可以通过抑制大脑皮层的兴奋性而产生降压作用。

迄今为止，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现代医学经历了机体论病、器官论病、细胞论病、基因论病（分子论病）

四个过程。依据《分子营养学》理论，核酸是基因大厦的基石，因为没有核酸，基因自身就不能合成、代谢，更

何谈履行生物功能了！也就是说，没有或缺乏核酸，基因大厦就会坍塌。那么，在基因大厦基础牢固的前提下，

要想全面发挥好基因功能，还必须有一系列的功能性营养元素参与。这些功能性营养元素对基因的表达、基因结

构的稳定性、基因的抗氧化性起着正向调节的作用。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产品中的功能性营养元素，不仅

能在细胞论病的水平上对相关疾病对症调理，还可以在基因论病（分子论病）的水平上，对基因表达、基因结构

的稳定性、基因的抗氧化性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巨欣健康机构正是基于以上前沿理论，及世界上基因论病（分

子论病）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内率先推出了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产品。

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3号：心脏病   珍福泰寡核苷酸+辅酶Q10护心胶囊
   心脏病患者在服用珍福泰核酸的同时服用辅酶Q10护心胶囊效果更佳。辅酶Q10

对于保护心脏功能具有明显的作用。1，抗心肌缺血作用。2，增加心输出量。3，

抗心律失常。4，使外周血管阻力下降。约75％ 的冠心病患者服用后可以减轻心绞

痛、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他汀类药物在抑制胆固醇合成的同时也会抑制

体内辅酶Q10的生成。老年人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同时，补充辅酶Q10能够迅速缓解

他汀类药物引起的肌痛和疲劳，抵消肝脏药物损伤。

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4号：骨关节   珍福泰寡核苷酸+氨糖关键胶囊
   骨关节病患者在服用珍福泰核酸的同时服用氨糖关键胶囊效果更佳。该产

品中所含盐酸氨基葡萄糖为天然成分，是一种氨基单糖，天然存在于人体特别

是关节软骨中，是合成氨基聚糖的基本物质，也是关节软骨中蛋白多糖的组成

成分。盐酸氨基葡萄糖可以刺激软骨细胞产生有正常多聚体结构的蛋白多糖。

蛋白多糖能够提高软骨细胞的修复能力，抑制损伤软骨的酶如胶原酶和磷脂酶

A2的生成，并可防止损伤细胞的超氧化自由基的产生，可以促进软骨基质的修

复和重建，从而可缓解骨关节疼痛的病理过程和疾病的进程，改善关节活动，

缓解疼痛。

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5号：健脑系    珍福泰寡核苷酸+磷脂清脑胶囊
   老年痴呆症患者在服用珍福泰核酸的同时服用磷脂清脑胶囊效果更佳。该产

品由药食同源的大豆磷脂、二十二碳六烯酸、银杏叶、南珠层粉组成。大豆磷脂

富含磷脂胆碱，是人体生物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预防和改善心脑血管疾

病、健脑益智、防止脂肪肝和肝硬化、美化肌肤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十二碳六

烯酸DHA俗称脑黄金，它参与脑神经代谢，可明显提高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并有

预防老年性痴呆症的发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的作用；银杏叶可明

显改善学习和记忆能力，对老年痴呆症具有良好的防治作用。银杏叶提取物防治

老年痴呆症安全有效，已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自然疗法生命组方复合系列6号：泌尿系    珍福泰寡核苷酸+顾力养肾源
   对于肾功能低下者在服用珍福泰核酸的同时服用养肾源肾茶效果更佳。该产品

含有肾茶、草苁蓉两味天然草药。肾茶又名猫须草，对急慢性肾炎、膀胱炎、尿

路结石、风湿性下肢关节炎等有特殊疗效，是一种珍贵的药用保健植物。傣药释

译肾茶具有清火解毒、利尿排石、凉血止血之功效。草苁蓉属珍稀药用植物，因

具有补肾壮阳、润肠通便和延年益寿之功效而被誉为“不老草”。现在主要用于

治疗肾虚阳痿、利尿排毒、习惯性便秘、膀胱炎、功能性子宫出血、肾炎、前列

腺炎及腰膝冷痛等疾病。

产品篇
ProduCt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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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篇

Honours PaPers

“珍福泰”胶囊被中国消费者
在线维权保障中心授予全国消
费市场放心保真产品奖。 

2007年
  3月15日 2007年

  3月28日
“珍福泰”胶囊被中国中轻产品质
量保障中心批准为中国消费者满意
名特优品牌 

荣誉篇
Honours PaPers

2007年
  5月14日

《中国医药报》（健康周刊）
B1报道了巨欣发展的事迹。

2007年
  4月27日

《中国消费者报》B3报道了
巨欣发展的事迹。

2007年
  4月27日

《大众健康报》巨欣专刊
A1、A2、A3、A4报道了巨
欣发展的事迹。

被全国高科技产业品牌推进委员会
授予中国科技创新重点保护品牌。

2009年
  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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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张竟荣获“2010
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人物”。

2011年
1月

2011年
3月

巨欣健康机构珍福泰（三联因子寡核苷酸）胶囊系列产品荣获中
国科技创新重点推广技术品牌。同月又荣获中国科技领先品牌。

2011年
1月
巨欣健康机构荣获全国质量诚信
5A级品牌企业。

《人民政协报》B7、B8两版专版
报道了巨欣发展的事迹。

2011年
3月1日

《人民政协报》B3、B4两版专
版报道了巨欣发展的事迹。

2012年
3月1日

荣誉篇
Honours PaPers

《中国现代企业报》B1报道了巨
欣发展的事迹。

2010 年
  12 月3日

《商务时报》第10版报道了巨欣
发展的事迹。

2011年
  1月17日

第41届上海世界博览会巨欣生物健康机构荣获“行业十大创
新品牌”和“国际创新杰出贡献奖”唯一两项殊荣。

2010 年

《商务时报》第5版报道了巨欣发
展的事迹。

2011年
  3月15日

《北镇报》第4版报道了巨欣发展
的事迹。

2011年
  7月29日

《消费日报》B1版报道了巨欣发
展的事迹。

2011年
  9月21日

《中国企业报》专题11报道了巨
欣发展的事迹。

2011年
  5月17日

《中国信息报》第8版报道了巨欣
发展的事迹。

2012 年
  3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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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篇
Honours PaPers

巨欣健康机构董事长受邀参加了国家标准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商业企业
品牌与企业文化建设指南》宣贯会暨全国
品牌评价活动启动会。

2012年
4月1日

巨欣健康机构相关资质信息已归集入国
家信息中心诚信数据库，供社会经济活
动中验证资质。

2012年
8月4日

巨欣健康机构荣获“中国自主企业创新百强企
业”称号，张竟董事长荣获“中国优秀创新企
业家”荣誉。

2012年
6月

荣誉篇
Cultural artiCles

会
员
篇

M
eM

ber PaPers
巨欣寡核苷酸系列产品荣获
“中国3.15诚信品牌”。

201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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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 “情系珍福泰，平安享奥
运” 巨欣大家庭首都联欢会在北京成功展开。来自全国

各地300多名珍福泰受益者代表与全国著名医学专家教

授、健康领域知名人士面对面。出席该会的专家们感慨

万分的说道：“珍福泰胶囊果然不负众望！”并在现场

为珍福泰胶囊挥笔题词，表达赞叹之情。此次会议上，

巨欣大家庭成员与艺术家田华、葛存壮、谢芳、张目，

伟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影视形象扮演者，国家

特型演员们零距离接触，去08年奥运会主会场参观，去

人民大会堂和领袖纪念馆观赏留念，经历了一次终生难

忘的奥运首都联欢盛会。

2008年8月，来自全国各地优秀会
员理事会代表来到北京，举办了“巨欣首届全国

会员理事大会预备会议”，大会确立了“老有

所助、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获”的理

事会宗旨。

2008年11月，“情醉珍福泰，逍
遥夏威夷，巨欣全国首届会员理事大会”在北

海市隆重开幕，正式成立了全国会员理事会的

首届领导班子，并对为理事会建设做出贡献的

优秀会员们予以了大力嘉奖。从此全国各地区

在总部会员理事会的指导下，相继成立了理事

会分会。

2009年9月，为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巨欣大家庭组织全国各地优秀代表踏上红色革命圣地延
安，居住窑洞，游览革命遗址，感受新中国发源地的历史气息；在杨家岭与伟人特型演员进行篝火联欢；

参观伟大母亲河——壮观的黄河壶口瀑布。同时，在此期间，巨欣健康机构全国会员理事会第二次工作会

议胜利召开。

2010年2月，“巨欣健康机构2010年
工作年会”在历史悠久的七朝古都——开封市隆

重开幕，本次会议历时八天，来自全国各地参会

成员共800余人，本次会议为巨欣创造了连续三

年参会人数连续翻番的奇迹。

2011年2月，巨欣健康机构2011年工
作年会在海滨城市大连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参会成员共1200人参会，创造了有史以来巨欣最

大规模会议，也是业内最大规模会议。本次会议

及总结和展望于一体，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是

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2011年3月，巨欣健康机构第四届全
国会员理事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红旗宾馆举

行。会议进行了企业经营文化与经营战略培训、

理事会总会工作计划研讨、理事会总会工作计划

审议、市场及理事会经验交流，国家质检总局王

清祖司长出席本次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会员篇
MeMbe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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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巨欣大家庭“唱红歌,歌颂党”主题活动暨巨

欣第四届全国会员理事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四面

青山三面水，一城三色半城江”、依山傍水的美丽

江城——吉林市隆重召开。与会五百余名巨欣家人

共同参与了巨欣大家庭“唱红歌 歌颂党”主题联

欢晚会，乘船游览了美丽的松花湖，感受到了松花

湖绮丽的自然山水风光、明媚秀丽的湖光山色。

2011年10月，巨欣健康机构第四届
全国会员理事会第三次工作会议在巨欣生产基地北

海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四百余名巨欣家人欢聚一

起，游览了北海银滩、星岛湖，参观了巨欣健康机

构的生产基地。

2012年2月，巨欣健康机构2012
年工作年会在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西安市胜利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各市场巨

欣家人共计530余人，会议以“抓住机遇 创新

思路 加强改革 合作共赢”为主题，全面总结

了2011年全年工作并部署了2012年的工作方

针、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进行了2011年度先

进表彰暨2012年度业绩投标，理事会总会领导

班子成员分别作了述职，各市场经理进行了

座谈交流，参会的巨欣家人们分别游览了大

雁塔北广场、大唐不夜城、华清池及兵马俑

等西安名胜景点，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兰 州 铁 路 店 会员   林聪玲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铁路65-5-301

淮安市场 会员     高从训

作者简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省诗协会员；

市诗协副会长；淮安开发区诗协常务副会长；

市《校园诗花》副主编。

地址：江苏淮安开发区徐杨乡高张村一组

临江仙·珍福泰

开创核酸时代，钻研人类基因。

揭开生命玄机神。

高科珍福泰，领帅立乾坤。

双向补充营养，能量保证频频。

遗传密码控生灵。

健康强国本，伟业惠苍生。

七   律
   巨 欣 赋 
 

芸 芸 众 生 寿 几 何，

基 因 科 技 造 福 多。

三 联 因 子 珍 福 泰，

东  欧 金 砖 誉 海 外。

道 德 产 品 人 为 本，

“三 为”铸 就 企 业 魂。

（为 民 为 国 为 世 界）

莫 道 知 音 鹤 发 歌，

巨 欣 之 花 皆 硕 果。

吉林市场会员      张裕民 

作者简介：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音

乐文学学会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地址：吉林省永吉县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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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篇
MeMber PaPers

会员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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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的回忆

历史的一刻已经即闪而过，

燃烧的激情依在心中跳动。

二零一零十月的上海金秋，

黄浦江把繁华的世界翻腾。

世博会演绎了全球科技的卓越，

世博会演绎了巨欣生物的神能。

沉甸甸的奖牌在瞬间擎起，

欢呼声响彻DEVIVET馆上空，

成功让巨欣人心潮澎湃，

胜利让巨欣人热血沸腾。

巨欣第一次接受中外科技权威的检阅，

巨欣第一次把诺贝尔生命的硕果铸成。

荣耀和自豪编织了甜甜的回忆，

辉煌和崛起正在脚下悄然丛生。

是巨欣人奏响和谐社会最美的旋律，

让生命之春的百花绽放出万紫千红。

世界需要爱，

世界更需要真诚。

是爱的力量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是正直的诚信把我们重新唤醒。

我们是普普通通的消费者，

愿把巨欣诚实的品质见证。

我们是健康快乐的受益人，

愿为巨欣的明天播撒火种。

珍福泰给了我第二个春天

每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延长，我也一样。但身体的病痛时常折磨着我，

令我苦不堪言。自从遇见了你——珍福泰，奇迹发生了，我的生命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是你

给了我第二个春天！

1979年，我患上了糖尿病，用胰导素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后来又演变成动脉硬化、冠

心病合并症，走路都十分困难。2005年，我来到北京阜外心血管专科医院做了心脏搭桥，大夫

说：“术后远期疗效不好，只能活半年”。2006年、2008年我又两次到北京协和医院做下肢动

脉支架，仅住院费用就花了24万。心脏搭桥和下肢动脉支架后，我先后服用了鲁南心康、辛伐

它丁、立普妥、波立维等降脂、降压等最好的药物，虽然各项指标有所改善，但效果不明显，

手术后门诊药费每月达千余元，2009年6月又到哈医大二院复检，左腿血管又6.15公分堵塞，大

我们是科技产品的传递者，

愿把人间善良与关爱传承。

我们生活在科技创新的时代，

更懂得珍爱有限的生命时空。

岁月的磨砺使我们番然醒悟，

是生命健康托起了价值人生。

成功给我们带来喜悦，

成功使我们信心倍增。

生物科学开创了生命健康的新纪元，

让巨欣人的神圣使命更艰巨更光荣。

我们一定把生命的火炬高高举起，

让金色晚霞映照得更亮更美更红。

吉林公司理事会秘书长：陈运本

地址：吉林市昌邑区兴华2区4号楼2单元右门

夫让放支架，我没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珍福泰养生会馆，我与珍福泰核酸结

缘。服用两年来，最明显的疗效就是对冠心病特别好，手术后一段时间，总觉得气

息不匀，浑身无力，走路吃力，服用珍福泰后，感觉身体通畅许多，这更加证实了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血液供应、供氧营养心肌细胞、

减少心肌细胞坏死收效很大的作用。服用核酸半年后，奇迹出现了，身体发生了明

显变化，各项指标都有了很大改善。纤维蛋白血液粘稠度由原来的3.82下降到现在

的2.1，高密度脂蛋白提高到1.4，免疫力大大地增强了。我现在只用核酸，胰导

素、血压、血脂等各项指标越来越好，我打心眼里高兴，多亏有了珍福泰核酸这个

特殊保健医。通过三级医院的血流变，大生化看结果是核酸起到了药物起不到的作

用，是珍福泰核酸把我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给了我生命的第二春天。

服药两年来，我的糖尿病、颈椎病、便秘、失眠等症状都消失了，现在走路轻

快极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再也不用走几步停一停了，邻居们看见我都说像换了

个人似的。正如张竟董事长在颁奖词中讲到核酸的疗效：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抗

病能力、延缓衰老、延长寿命，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这一

切真正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用我亲身的体验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珍福泰的机会，

像播种机一样把珍福泰核酸在我身上的效果健康爱心传递给他人，让他们和我一样

享受健康的快乐。

珍福泰让你我结缘，给我信心，给我力量。在绿色大讲堂中，我找到了家的温

馨和亲人的关怀。在理疗店里，公司经理、专家老师象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关爱着

我，为我们精心细致地服务。我们在这里交流，听课、唱歌、跳舞，体味到了夕

阳晚霞的快乐与满足。我还将珍福泰的自然疗效与我的邻居们分享，享受到核酸

的特殊保健功效，让健康和爱心陪伴着每一位老年人。

只有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也只有珍福泰才能带给我全新的

感受。莫道夕阳近黄昏，那漫天的晚霞，不正是珍福泰带来生命的延续和幸福的春

天吗！

仅以一首小诗表达对珍福泰核酸的特殊感受。

生死一线结缘珍福泰，

温馨家园传递健康态，

巨欣模式送来特殊爱，

自然疗效坚持喜开怀。

庞秀英  穆棱市农业银行退休职工

会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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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常德   刘振国

我很荣幸，结识了珍福泰，由

于效果好，我以切身体验积极宣传

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

山东   寿光   刘佃胜

在我市组织中老年人查体的时

候,我的血糖高16.8，服用珍福泰后

血糖下降，身体状况明显改观。珍福

泰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我要衷心的

感谢专家们研制出了这么好的"药"。

河北   邯郸   霍书礼

我是糖尿病,妻子伴有高血压,

心脏病。我们两个服用珍福泰后,我

血糖降下来了,腿也不疼了,眼也看清

楚了,尿频也改善了。尤其是我这个

老伴,这一切这个病啊都大幅度缓解

了，早晨晚上能跟我一块去遛弯了。

河南   驻马店   孙德宇

原来身体大小有13种病，通

过服用珍福泰核酸胶囊，病全部消

除，身体现在是棒棒的，走起路来

快快的。我想，不仅我健康还要让

大家都健康。

陕西   渭南   焦爱英

我是一名珍福泰的受益者，在

我服用10个月后，原有不好症状大

为改善，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可以精神饱满的参加各种活动了！

黑龙江   齐齐哈尔   安丽卿

我在转业的时候是拄着双拐来

到地方，后来身体越来越不好，已

经到了弯腰差不多45度了，全身骨

质疏松，补不上钙，后来服用珍福

泰后，我身体就直起来了，是珍福

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重庆市   刘素美

是珍福泰把我从疾病带到好

转，从好转到康复，从健康带到快

乐，我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幸福。

山西   大同   翼玉芳

服用珍福泰三个月，就治好

了困扰我已久的顽固性哮喘。现在

我们一大家九口人都在服用珍福

泰。可以说是珍福泰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

宁夏   银川   孙自平

过去有高血压、头疼、还有点

脑衰、颈椎疼，经过服用珍福泰后

不久使我的血压降到了90、130，我

很高兴，我现在身体很棒！

内蒙古   通辽   董桂芹

服用珍福泰后，头发光滑有营

养了， 免疫力从35提高到77，通过

体检这个珍福泰确实好。还有我有

糖尿病，现在都不吃药了，血压也

都正常了，心情非常好，爬山也没

问题了。

江苏   常州   茅真奇

原来有腔梗、高血压，吃珍福

泰2年，精神、体力都很好，消化功

能很正常，白发变黑了，皮肤很光

滑，血压稳定正常，现在我全家都

在吃珍福泰产品。

辽宁   锦州   曹宏玉

原来头晕、心律不齐、头疼、

血粘度高、血管狭窄，有脑血栓的

可能，肾也有毛病。07年服用珍福

泰，20多天后就挺有力气，头晕也

渐轻了，心律测试也好多了。现在

头疼不发生了，血粘度也降低了。

湖南   常德   王文杰

我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80

年代得过癌症，我要用珍福泰在我

身上的效果现身说法、开展宣传，

让更多的人受益。

江苏   锦州   孙宝清

过去我身体不太好，神经不

好，心脑血管都有毛病，胃有毛

病，经常感冒吃药，服用珍福泰一

年多来，心脑血管和胃都好转，基

本不吃药了，特别是感冒，精力很

充沛。

重庆市   刘远碧

我服用不久就体验了珍福泰

的疗效。我们不仅自己注重健康而

且也要让周围的朋友得到健康，用

爱心传递健康。

河北  邯郸   胡永善

我非常感谢珍福泰这个产

品，比药还好，吃了后给我家带来

了幸福，感谢巨欣给我们带来了好

产品，现在全家人都吃。

内蒙古   临河   崔建雄

我两次心肌梗塞，得过脑梗、

脑出血，高血压185。服用珍福泰后

血压正常了，脑梗之后失明的右眼

能看见也不疼了，还有过去打呼噜

现在也不打了。

辽宁   朝阳   候保全

我有很多疾病如糖尿病、还有

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当服到两个月的

时候浑身无力消失了，血糖降低了，

服用五六个月的时候血糖已经基本正

常，结肠炎呢基本消失，当六个月以

后，我这个病已经基本上好转了。

会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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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雕琢产品   让产品传承道德
Moral carved products so that products passing moral

诚信铸品质   科技创辉煌
Integrity of casting qua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e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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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欣健康机构
JU XIN JIAN KANG JI GOU

北京总部：北京市京贸国际公寓F座
电    话：010—89506894
生产基地：广西北海市高科技工业园区
电    话：0779—3082750
公司网址：www.bh-jux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