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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聋、耳鸣看似小毛病，

实际最难治。 原因在于耳部

属于微循环末端， 口服药物

到达病灶部位时药力几乎所

剩无几， 所以很难达到满意

的效果， 同时还有很大的副

作用。 而一些外用的滴耳类

液体， 虽然能暂时缓解一些

症状， 但无法调整耳部血氧

供应及阴阳平衡， 所以也收

效甚微。

现代中医能帮助您，三

门峡胡氏老中医有个治耳

聋、耳鸣绝活，不用打针、吃

药、滴耳，只需每天晚上在

双脚心和双耳蜗各埋一个

浓缩了近百味中药的小药

丸，有个三五天就能明显感

觉到： 耳边不停的嗡嗡声、

轰隆声和风刮电线杆子的

声音明显减轻了，耳朵也不

那么背了。 用上两三个月，

听东西一点不费劲了，别人

小声嘀咕也瞒不过你，公交

车报站听的清清楚楚。 耳边

的撕拉声、嗡嗡声、知了叫

声全没有了。

目前，胡老年岁已高，特

将此奇方献给国家。 国家组

织 15 位权威专家对该方进

行了改良， 添加了高科技的

阴阳磁， 磁助药力， 全面疏

通气血经络， 平衡阴阳，恢

复耳部营养供应， 经临床验

证，效果更佳，而且大大缩短

了治疗时间， 故被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准字

号的治疗耳聋、 耳鸣特效药

物 【械 （准） 字 2009 第

1260006 号】，同时国家还给

了个专利名字“胡氏一绝”

耳聪贴。

很多老患者反馈说：“这

么好的方法为我们解除了这

么大的痛苦， 应该获诺贝尔

奖！ ” 如果您是耳聋、 耳鸣、

耳痒、耳胀的患者，不妨体验

一下“胡氏一绝”耳聪贴。

�������许多人的上臂外侧、大腿等部位都有

凸起的小红点点，内含卷曲的毛发，颗粒

比较粗糙，触之如砂纸，严重的有色素沉

着，呈暗红色或褐色，看起来很像“鸡皮疙

瘩”，这就是毛周角化病，俗称“鸡皮肤”。

得了这讨厌的毛周角化病， 许多人

深受困扰，夏天来临之际，看着臂上、背

上、腿上色泽很深的小红点点，不敢想像

短衣、短裙的感觉，常常恨不得剥掉一层

皮换上一层健康的皮肤， 夏天穿短衣、短

裙的简单要求却是如此奢侈，严重摧残着

她们的身心。

针对皮脂腺分泌皮脂素过多是

“鸡皮肤” 发病的根本原因，“平净”毛

周角化修复霜通过软化角质， 激活胶

原蛋白的合成，修复皮脂腺功能，使皮

脂腺恢复平衡状态。 一般使用一到两

个周期，就可使肌肤变的平滑、润泽。

耳聋耳鸣 小偏方

“鸡皮肤”一抹就好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经销商地址：长沙东塘西大华宾馆对面楚仁堂大药房、平和堂药号、星沙四区凉堂路 96 号旺鑫大药房、浏阳车站路美神广场旁恒寿大药房、宁乡大厦一楼开发药号、望城工农路 1 号工农大

药房、湘潭韶山东路四中斜对面福仁堂大药房、株洲建设中路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新华书店一楼人民药店中心店、益阳陆贾山庄门面平和堂大药房、衡阳解放路南方大厦斜对面国盛大药房、常德武陵阁广场西侧武陵阁

大药房、岳阳九龙商厦对面为民健康药房、娄底新华书店旁清泉大药房、邵阳中心医院对面宝康大药房、永州市委正对面康源大药房、怀化市一医院正对面兰馨广场同健大药房、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前 30 米西街公和药

店、吉首商场一楼博爱大药房、张家界 汽车站对面御芝堂大药房

�������祛除色斑尽量不要使用含有激素

类的化妆品， 虽然能使色斑一时变淡，

但根本无法彻底根除，而且长期使用对

人体伤害极大：易形成激素脸、红肿、破

皮、脸部过敏，发胖乃至癌症。口服一些

中药确又因疗效微乎其微也很难被广

大女性接受。

医学证明：“脸上斑块、 体内瘀块

儿”。 人体内分泌状况是色斑形成的原

因。当女性内分泌紊乱时，导致了气血运

行不畅、 经脉不通， 心血不能达皮肤颜

面， 皮肤中的黑色素就不能随人体代谢

排出体外而淤积到了脸部形成了色斑。

现代中医能帮助您， 三门峡胡氏

老中医有个祛除色斑的绝招， 不用打

针、吃药，也无需抹任何激素类的化妆

品， 只需每天在肚脐部位埋一个浓缩

了数百味中药的小药丸，有个三、五天

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有光泽、湿润，

色斑开始变浅、变淡，小斑块消失。 大、

小便颜色发深，睡眠质量提高。 使用半

月左右皮肤明显感觉到比以前白皙、

有弹性，大部分色斑消失。 经血颜色由

暗红变为正常。 连续使用 1-2 个月，气

血畅通、皮肤靓白，色斑完全消失。 月

经不调也彻底好了。

“脐通五脏，真气来往之门也”。 此处

施药调气血，定当事半功倍。胡老正是掌

握了其精髓才取得了如此神奇的效果。

胡老中医使用此法治疗女性色斑

已经超万例，因为疗法奇特、安全、价格

便宜， 最重要的是停药后不会反弹，国

家免费给了一个准字的批准文号（械准

字 2009 第 1580017 号）。 同时把此药命

名为胡氏一绝祛斑贴。 如果您是长有黄

褐斑、雀斑、妊娠斑、日晒斑、老年斑、色

素斑及面部色素沉着的女性，建议您不

妨使用一下胡氏一绝祛斑贴，一定会得

到一个意外的惊喜。

巧除色斑

老中医肚脐埋药丸

0731-86600348

“平净”咨询：(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82502872

健康专线：0731

买四送一 免费送货

祛斑专线：0731-82551677

买四送一 免费送货

本报6月11日讯 今天， 央行

公布《2010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

告》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M2)余

额66.34万亿元，同比增长21%，比

上月低0.5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

(M1)余额23.65万亿元，同比增长

29.9%，比上月低1.4个百分点。

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394亿

元，同比少增275亿元，较4月环

比少增34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

贷款增加2633亿元；非金融企业

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766亿元。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副行长

黄旭东表示，系列数据是国家宏

观调控的结果。5月由于海外数

据变化、地产调控等因素，资金

外撤明显。 央行近期释放流动

性，政策有所放松。

另有分析师指出，银行间市

场资金紧张，一些国有大型银行

都开始争抢存款，这个趋势值得

关注， 还需在未来几个月确认。

央行此前报表显示，4月工、 农、

中、建四大行人民币存款增量仅

为500多亿元， 较3月的逾9000

亿水平大幅跳水，“存款搬家”迹

象明显。

此外，国内投行经济学家认

为，新增贷款基本处在合理的水

平，但由于存款准备率高企，公

开市场前期的回笼力度也较

大，预计目前已

经出现的流动

性紧张局面短

期很难改变。

■记者 刘永涛

经历五次重组，屡败屡战

*ST中钨终于傍上“五矿大款”

别太激动，一年内无重大调整和重组计划

5月新增信贷环比回落

本报讯尽管今年以来股市动荡不

安，但在股债跷跷板效应下，债券基金

用靓丽的成绩单证明债基长期获利能

力并不逊于股基。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5月28日， 过去三年债券基金

平均净值增长率跑赢股票型基金。

正在发行的国联安信心增益债

券基金由于首创封闭一年的创新运

作， 并在费率结构中设置约束性条

款，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基金的收益

率，收益更有望高于传统债基。自5月

17日发行以来，信心增益债券基金受

到了投资人的追捧，目前基金发行已

经进入了最后一周的冲刺期。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江赛春表示， 相对于近期低迷的股

市,债市的表现更容易让风险厌恶型

投资者心动。 在股市低靡的市道中，

债券基金是一种较好的投资工具。

■记者 李庆钢

国联安信心增益

进入发行冲刺期

富国基金

震荡市场“秀”定投

而公告里提到的三计

划，却彻底地打消了投资者

的盼头。

首先，收购人没有在未

来12个月内对*中钨的主营

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收购人也没有在未来12个

月内对*中钨及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者与*ST中钨购买、置

换资产有关的重组计划；最

后，收购人更是没有对*中钨

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调整的计划。

这样的表述似曾相识，因

为就在5月17日的股东大会

上， 当股民提问五矿和湖南有

色的资产是否会注入公司时，

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这个难

度很大。”

对此， 股民李先生表示：

“我是个乐观派的投资者，直到

现在我还是没有放弃对*ST中

钨的希望，看了这则公告，恐怕

又得再等上一年咯！”

“大靠山”暂无出手计划

本报讯 在今年巨幅震荡的市场

上，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方式受到了

越来越多投资人的关注。这一理财模

式不但简单易行，还可以规避择时风

险， 以分享市场的长期平均收益。为

了鼓励长期投资理念，并分享基金定

投的财富故事，富国基金于2010年6

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开展主题为

“定投达人秀”的活动。参与分享定投

经验的投资人将有机会赢取世博会

相关纪念品。

富国基金表示， 进入2010年来，

其电子商务平台与银行渠道的定投

开户数稳步增长。与传统客户相比，基

金定投的客户群相对更为年轻。

此番的富国“定投达人秀”中：“定

投达人耐力秀”， 针对连续定投富国单

只基金产品逾三年投资者；富国基金的

老客户还可通过“定投达人心得秀”，展

示定投故事、定投心得与感受；并在“定

投达人温情秀”中，展现对孩子、自己或

爱人的深情寄语。 ■记者 李庆钢

6月11日， 对于*ST中钨的股民而

言，该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终于能

睡个安稳觉了。自从今年4月9日，公司

被暂停上市之后，我就没法好好睡上一

觉。就像一场赌博，今天翻到了最后那张牌，踏实啊！”

公司11日发布《收购报告书》称，五矿有色正式以

51%的股权比例控股湖南有色集团， 并因此间接控制

*ST中钨35.28%的权益，至此*ST中钨将正式傍上五矿

“大款”，被纳入“五矿系”上市公司大家族。

■记者 石曼 实习生 杨斯涵

��������������五矿集团 �������湖南省国资委

��有色工贸

��五矿有色控股

���������������������������湖南有色集团

������������������湖南有色集团（H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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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ST中钨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

事实上， 由于一直业绩

低迷，经营不善，*ST中钨已

经历了5次重组。但这些重组

却因各种原因屡屡失败。但

是， 这回即便是有了靠山，

*ST中钨也不能因此过上

“不劳而获”的轻松日子。

因为按照相关规定，若

2010年无法扭亏为盈，公司

将面临退市的命运。“特别

是，在11日发布的这份收购

报告书中， 收购人五矿有色

却表示，未来12月对上市公

司并无重大重整计划。 这还

要看*ST中钨如何整合现有资

产，提高自身盈利能力。”业内

人士指出。

近期， 公司发布业绩预

告，*ST中钨2010�年上半年与

去年同期相比，硬质合金市场

的形势转好，根据公司经营状

况将盈利300�万元左右。

目前，公司自身并没有矿

产资源， 唯有收取加工费，但

是只有4%的毛利率毕竟太低。

所以，事实上让投资者看好的

还是“大靠山”是否会有矿产

资源注入到上市公司。

上半年业绩增长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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