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探索

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动态实时报告制度，考

虑增加“新增债务率”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研究

所所长郭晋云

1990年、1991年我国分别制定实施了《国旗

法》和《国徽法》，有前两部法律的成功经验作为

参考，《国歌法》的制定和实施在立法技术上也更

趋于成熟。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龚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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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素芬 44岁神经性耳鸣患者

我的耳朵

耳鸣已经 3 年

了， 有时如蝉

鸣， 有时像水

管压力大喷水

的“吃吃”声，

别人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医生诊

断为神经性耳鸣。可我才 40多岁

啊！ 中药、西药吃了不少，可一点

用都没有，真的是没希望了，是你

们亲自把【耳通三宝】这么好的药

送到我家里。我只服了 7天，一个

耳朵的耳鸣就消失了，另一个耳

鸣音调变小了，象蚊子叫，听力也

有些提高。一个疗程服用完后，耳

鸣基本消失，只是偶尔象蚊子叫

响一阵，但可忍受，听力改善不

小， 电测听由原来的 85分贝，恢

复到 40分贝，坚持服用三疗程后

电测听力完全恢复正常。

专找医治无效的耳聋耳鸣患者

为重振医药消费诚信，耳病奇药“耳通三宝”研发人骆升教授———

我 68 岁了， 这一辈子就一直只在

研究这一个药， 我对这个药充满了信心，

相信我一次，也是给你自己一次治好耳病

的机会。 ———中国耳病研究中心主任、

奇药耳通三宝研发人骆升先生。

国家药监局审定 OTC 国药准字

Z14021700 号产品。

2500 年“血方”基础上国家专利产品。

北京天安堂笼络生意的金牌药。

国家八五、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突破性产品。

●

●

●

●

特 \ 别 \ 提 \ 醒

只有国药准字产品才能治病， 这是基本

的医学常识啊！贴贴塞塞的东西，只能缓解症

状，岂能治耳病？为了不让患者上当，即日起，

耳通三宝按照买 3 送 1 配送耳贴， 所配送的

耳贴，既然只能缓解症状不治病，所以不要一

分钱！ 真正治疗还需内服的“耳通三宝”。

耳鸣是耳神经受损或者耳神经紊乱造成的———

最快 15 天、最慢 45 天，完全能消除耳鸣！

无论你是神经性、老年性、突发性、药物性或是中耳

炎引起的耳鸣；也无论你耳鸣时的声音是蝉鸣声、风呼呼

声、火车呼啸声、蚊子嗡嗡声、蝈蝈叫声、嘶嘶声还是其他

声音，只要是耳鸣，最终就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耳神经受

损；2、耳神经群（俗称“耳脉”）紊乱。

“耳通三宝”不仅独含“耳神经促生因子（EPT）”能直

接迅速修复耳神经，而且其组方药材多达 21 味，还能全面

调理连通着“耳脉”的肾、肝、脾、心等内脏，所以，服用“耳

通三宝”：当天耳朵温热除湿，干爽通畅；7 天耳痒痛蚁爬

感、或耳闷耳沉等症状消失；快则 15 天、最慢 45 天就能迅

速而且彻底的消除耳鸣。

当心 !久鸣必聋，久聋痴呆！

中国耳病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一旦出现耳鸣或耳

背，耳聋的发生率为 83%！ 而中老年人一旦耳聋，将逐步

丧失感知能力，最终形成老年痴呆！

骆升教授提醒您：耳鸣、耳聋患者千万不能拖，当心久鸣

必聋，久聋痴呆。越早治疗，康复越快、越彻底。发病一个月内

及时治疗的，约 80%的病人可以恢复，而病程超过半年，耳

神经就将受损，治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许多中老年人出现耳鸣耳聋后， 选择在耳朵上挂个助

听器，这就好比往耳朵里塞喇叭，饮鸩止渴，使耳朵里的各

种传感神经受到刺激加速死亡。 所以一旦发现耳鸣耳聋，决

不能久拖，必须快治快好。

一只耳朵有问题，必将危害另一只耳朵

两只耳朵的神经都同样连接着人体的五脏六腑，一只

耳朵出问题，说明五脏六腑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不治，另外

一只耳朵迟早也要出问题。尤其是单耳出现突发性耳鸣，很

多都是高血压高血脂导致脉硬化或者药物中毒引起的，如

果不及时治疗，两只耳朵都会耳鸣直到耳聋。 "耳通三宝 "

里含有多种清血脂洗血管和解毒的珍稀药材， 它不仅能软

化脉管消除耳鸣，还能很好的化解药物毒性调理人体内脏。

“耳通三宝”源自战国“血方”

相传战国时期，齐王因征战沙场，患耳聋耳鸣，多方

求治无效后却被郎中三宝以 21 味药材组方治愈。 齐王害

怕郎中将来会给其他国家的王治病， 就下令将郎中三宝

推进了火炉杀害了。 三宝用鲜血写下方子，用死前更衣的

机会，传于后代，后世尊称为“血方”。“血方”强效修复耳

神经，同时调理肾、肝、脾、心等内脏，药王孙思邈及现代

专家皆公认“血方”是治疗耳聋耳鸣的最好“调药”。

“耳通三宝”就是以“血方”为基础，经过现代科

学改良升级了疗效后，研制成功的能真正全面治疗耳

聋耳鸣的特效药。

只要修复耳神经，就能迅速治好耳鸣耳聋!

如果您以前用过很多药都没效，那您现在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信心，服用一下“耳通三宝”。

因为“耳通三宝”跟所有传统药物的药性和药理都不同。 传统药一方面是靠消炎安神

来暂时消除耳鸣，这不能断根；另一方面是靠刺激血液循环供养，来慢慢滋养耳神经细胞、修复

耳神经的，这过程太漫长，甚至要十年以上，这对于急需康复的患者根本就不算有效。 而“耳通三

宝”在中国医科大学和中国耳病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以“血方”的史药文化为基础，在 21味珍稀药

材里，率先提取出了“耳神经促生因子（EPT）”，可直接被内耳窝毛细胞和听神经细胞吸收，促使

耳神经再生，所以能迅速和彻底的消除耳鸣和治好耳聋。

▲服用 1 天 -10 天:内耳

循环加快发热、 耳窝干燥通

畅、耳痛、耳沉消失；▲服用 15

天 -45 天：突发性、神经性、年

老性、药物性、混合性、病毒性

及各种炎症引起的耳鸣消失，

耳聋减轻。 ▲服用 2-3 个疗

程： 除耳鼓膜破损以外的各种

耳聋，只要还能听见一点声音，

均可逐渐康复。

耳通三宝服用效果对照表

国家准字 Z14021700

买三送一

盒耳贴

康复热线：0731-

上市推广期间， 凡一次性赠买 3 盒

即赠送价值 128 元耳贴一盒。

上市推广

82220217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新华书店一楼人民药店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河西炎帝广场人民药店

红旗广场东都人民药店

湘天桥人民药店

三三一山鹰广场平价放心大药房

株洲平和堂药号

礼陵：心连心大药房

攸县：和协大药房

茶陵：阳光大药房（中天大酒店旁）

炎陵：益康大药房

株州县：渌口人民药店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福顺昌板塘铺店(板堂铺名扬大厦一楼)

���������福顺昌南盘岺店（南盘岺十字路口）

长青药号西站店

长青药号宝塔路店

泽仁堂（潇湘宾馆对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

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湘阴：江东大药房

汨罗：济仁堂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

江东国泰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千方百剂药房(和平北路原金鹏超市斜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

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临澧：新华药号（县人大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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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乡：麒麟堂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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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桥金辉大药房

桥北家润多大药房

沅江：白惠大药房

桃江：康之源大药房

南县：世纪康大药房

郴州：心连心大药房（国庆南路27号隆鑫大酒店一楼）

琛州大药房(国庆南路14号满堂福大酒店一楼)

宜章：福泰康大药房（汽车总站斜对面）

嘉禾：杨记药店（人民南路新华书店对面）

资兴：新区步行街大药房

永兴：百草堂大药房

临武：同仁大药房（汽车站对面）

娄底：长青中街 33号橡果国际专卖店

（春园公园正对面）

春园步行街时尚春天橡果国际

（屈臣氏入口旁）

涟源： 心健大药房(市政府对面)���

冷水江：西苑药店

新化：大桥药店

怀化：东方大药房

永州：冷水滩五洲

零陵：永隆大药房

祁阳：百益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双牌：正大药房

宁远：仁德大药房

道县：华康大药房

江华：心正药品零售总店

吉首：家乐富超市橡果国际专柜

博爱大药房

龙山：九芝堂大药房

凤凰：吴三平价药店

花垣：华之堂大药房

保靖：平和堂大药房

永顺：不二门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请认准防伪专销及经销地址

东塘星城大药房

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东塘平和堂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候家塘新一佳药柜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家乐福双鹤大药房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大药房

开福新一佳药柜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晚报大道庆元堂大药房

橙子街庆元堂大药房

新星小区庆元堂大药房

火星镇楚仁堂大药房

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长沙县：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药房

新一佳楚仁堂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宁乡：神洲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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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招聘”践踏社会公平

在湘全国政协委员建议严惩，揪出背后的权力魅影

在网上一搜索，诸如“某就业管理

中心公开招聘4人，3人为领导子女”、

“某县一些事业单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

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等新闻比比皆是，

也引发了大家对量身定做“一个人的招

聘”背后存有猫腻的猜想，它折射出的

是当前一些地方、部门和机构存在的不

公平招聘现象。

此次全国“两会”上，陈振东、胡旭

晟等在湘全国政协委员建议， 要严惩

“一个人的招考”，避免成为公平竞争者

的“痛点”。

在香港，廉政公署会介入

谈及这一话题， 在湘全国政协委

员、香港渝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陈振东连连摆手，“如在香港廉政

公署早就介入了。”

“挑不到真正的人才不说， 还有失

公平公正。” 他介绍， 他的公司要招一

个员工， 也要至少10个以上的人报名，

才开始招聘。近年来，国内公务员的招

聘从完全的内部操作到公开招考，无疑

是个不小的进步。但是，如果打着招聘

的名义以公谋私，导致“假公开”、“假招

聘”出现，不仅严重损伤公开招考的公

信力，更使社会的公平秩序被扰乱，“这

一现象屡屡上演，暴露出了一些政府机

关及事业单位在招考招聘上的监督机

制存在疏漏和失察。”

这种招聘是如何钻空子的

按照公务员录用的相关规定，各级

政府的公务员招考简章中明确规定，如

果报考人数达不到 1∶2或者1∶3的比例，

该职位自动取消，这么要求的目的就是

为了避免一些招考单位为了“量体裁

衣”而搞出一些特色的条件。

然而，在一些地方却采取了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的办法： 缩短报名时间，长

假期间推出招聘信息、面试时给笔试低

分者打高分……如此种种，一些无辜的

应聘者往往做了“陪衬”。

可追究行政失察责任

“通过公平招考这种形式， 而结果

却是不公平的。”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院长胡旭晟委员说，按照公务员法的规

定，公务员的招考必须本着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进行，而公平首先是报考机

会和起点上的公平，“作为发布招聘信

息的人事部门来说， 在发布信息时，就

得进行审查，把好第一道关卡。”

“其他考生如果发现量身定做的招

考信息，可提出行政复议，甚至是行政

诉讼。”胡旭晟表示，严重者甚至可以追

究行政失察的责任。

■特派记者 胡信锋

公平招考

关键词

委员发声

在湘全国政协 委

员、 香港渝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

振东：

“一个人的招考”背

后，肯定有权力、利益等

重重魅影， 监督部门发

现违反规定的， 必须严

厉问责，要“杀一儆百”

昭示维护社会基本公平

的决心。

“招聘计划与条件：招聘名额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

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

这是一次奇怪的招聘———只有一人应聘，当然也就只有一人“被聘”。2010年下

半年，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财政局下属的收费票据管理所这则公开招聘启事引发

了众多网友“拍砖”。

3月4日， 在湘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分组讨论，

图为胡旭晟委员参加讨论。 记者 刘尚文 摄

两会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