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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国税 1405 人争一职 临朐国税同样岗位仅 6 人竞争

国考涉潍岗位报名冷热不均

不做 2 分钟先生 夫妻更和谐
男人房事“力不从心”，须及时规范治疗，以免影响夫妻感情

新技术推广月，已为五百多名 ED(性功能障碍)患者重新找回幸福

和谐的夫妻生活能让

压力释放、烦恼凋落、情

感升华。但是在夫妻生活

中，有些男性朋友出现夫

妻生活时间过短的情况。

非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还挫伤了男性自尊，同时

使夫妻之间陷入到尴尬当

中，成为很多男人做梦都

想除掉的老大难。

夫妻生活时间过短

八成女性不幸福

调查表明，八成成年

女性承认夫妻生活质量不

高，对夫妻生活现状并不

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不少男子不擅

长打“持久战”，“性”

命太短造成。而男性也明

显信心不足，五成以上男

性 担 忧 打 不 了 “ 持 久

战”。

而在男科疾病的咨询

和治疗中，接触最多的问

题大概就是早泄了。时间

短，达不到女性的要求，

使夫妻生活黯然失色，甚

至因此引发一系列的婚姻

危机，成为很多男人做梦

都牵挂的老大难。

潍坊金盾医院性功能

康复生殖医学研究所专家

表示，尽管流行病学研究

表明，早泄患病率在 30%

左右，但实际生活中，

75% 的男性自称射精控制

能力差，当然这其中一部

分是“假性早泄”。

早泄有真假之分
治疗不能“千人一方”

潍坊金盾医院性功能

康复生殖医学研究所专家

指出，一般来说，新婚、

分居、工作压力大或身体

疲劳时，发生的早泄多是

假象，不需要就医，适当

调整即可。但如果早泄持

续时间较长，应进行正确

治疗。

这是因为早泄症状看
似差不多，实际上病因相

对复杂，很难做到“千人

一方”。因此，如果患者

盲目遵循别人的经验，拿

自己的“性福”当试验

用，不但收效难，失败的

尝试也极大地打击患者治

愈信心和积极性，甚至可
能因此引发 ED 。

但潍坊金盾医院性功

能康复生殖研究所专家指

出，通过规范治疗，早泄

90% 以上都可治愈。而病

史采集、经验排查，专业

设备的检测，这些对找准

病因都是至关重要的。

早泄病因复杂
针对性治疗能有效延时

除夫妻感情不和、焦

虑、兴奋等心理因素外，

血中睾酮含量偏高、前列

腺炎、包皮过长，以及引

起交感神经器质性损伤的

疾病，如糖尿病、动脉硬

化等均可能诱发早泄现

象。

目前在潍坊金盾医院

往往通过心理疏导、行为
训练、物理治疗、中西医
结合等疗法进行针对性治

疗。从临床反应来看，早

泄基本上都能得到有效解
决，夫妻生活时间显著延

长，配偶满意度也很高。

但对于原发性早泄患

者，传统疗法很难凑效。

而临床实践性表明，目前

治疗原发性早泄最有效的

方法，还是“背神经阻断

术”。通过阻断部分多余

阴茎背神经分支可以有效

降低敏感性，提高刺激阈

值，达到治愈早泄的目

的。

“欧式背神经阻断术”

15 分钟解早泄问题

不少患者虽然迫切想

改善早泄情况，但仍然不

免担心手术的安全性。事

实上，“背神经阻断术”

只是针对海绵体肌外侧的

敏感背神经进行部分阻

断，不损伤主神经和血

管，因而不会影响男性功

能及生育。而且手术只有

2-3mm 的微创切口，安全

可靠， 15 分钟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潍坊

金盾医院作为潍坊市首家

引进“欧式阴茎背神经阻

断术”的专业男科医院，

通过近四年的临床实践，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至今

已有 5000 余例患者通过该

手术，成功摘掉了“ 2 分

钟先生”的帽子，并且创

下“ 0 ”事故的高安全记

录。更多男性健康问题，

请拨打 2979999 咨询。(县

市区来的患者一般上午来

下午回……无假日医院。

上班时间： 8 点-20 点。)

(综合)

大型国际男科新技术推广开幕
活动时间：至 10 月 31 日 健康热线： 2979999

焦点话题 相关介绍

大型国际男科新技术推广技术：

韩式包皮美容整形、睾丸鞘膜积液

翻转、新型阴茎延长、增粗术、

阴囊肿瘤切除、阴茎弯曲、矫正、

早泄敏感神经分离术、

显微镜静脉曲张微创、

腹股沟疝修补等

技术推广会期间有诸多优惠，

详情垂询： 2979999

→欧式阴茎背神经阻断术

又称“敏感神经分离术”是一种微创

手术，获得国际泌尿科、男科专家的鼎力

推荐。该术仅需在皮肤上切开一个 2--3

毫米长，0 .5 毫米深的微小切口，分离早泄

敏感神经元，从而不再早泄，延长夫妻生

活时间，提高夫妻生活质量。该手术安全、

快速、微创、无痛苦，20 分钟即可让“快男”

重振雄风，可谓一次治疗，终身性福，无任

何副作用。

→“海洋之星”性功能智控诊疗系统

金盾医院最新引进美国“海洋之

星”性功能智控诊疗系统，由现代数字化

电子技术与传统中医经络学原理相结

合，对使用者施以体外治疗，疗效显著，

安全无痛，无任何毒副作用，不产生依赖

性，属于科学可靠的高新技术物理疗法，

对 ED、习惯性早泄、经常性梦遗、阴茎短

小、中老年性功能衰退等有很好的治疗

作用，确保男人“性”福。

潍坊金盾医院专家孙书元主任在该院
举办的我市首届男性健康节上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 10 月 19 日讯(记者
李涛)19 日，“国考”网上报名

进入第五天，记者登录国家公

务员考试录用系统发现，涉潍
岗位中，各县市区报名情况出

现“冷热不均”现象，截至到

18:30 ，坊子区国家税务局办公

室科员一职招聘一人，报名者

则达到 1405 人，使该岗成涉潍
职位中最热的，并且人数还在

不断增长，相比之下临朐县国

家税务局基层分局科员一职招

聘一人仅 6 人合格。

涉潍岗位中，除坊子国税

局办公室科员一职报考人数过

千，其他县市区国税局报考人

数均没有过百，其中，昌邑市

国家税务局基层分局科员一职

有 10 合格，寿光市、临朐县国

税局基层分局科员一职各有 8

人、 6 人报考。

同时记者了解到，随着

201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工

作的开始，“国考”书籍已经

热得烫手，各培训班也摩拳擦

掌，纷纷推出“金招牌”。记

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不仅
“国考”教辅书卖得好，一些

经济类、法律类的书籍也跟着

热销。

19 日下午，记者来到潍坊

图书大厦，在二楼国考书籍销

售区，五花八门的“国考”书

籍占据了多个展位，《 2011 国

家 公 务 员 行 政 职 业 能 力 测

试》、《申论历年真题及详

解》、《申论写作技巧指导与

实践模拟》……备考资料种类

繁多，应有尽有，价格从十几

元至五六十元不等，不少书还

配送有光盘和学习卡。负责人

徐主管介绍说“随着国考报名

的开始，国考书籍销量已开始
上涨，不过真正的旺销期得从

十一月份开始，那时候差不多

仅公务员书籍一个月的销售额

就达到四五万元。”

在一书店内一培训机构推

出公务员封闭特训班告示，记

者按照号码拨通电话，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封闭特训班于 22

日开始，共七天六夜，四位老

师上课，要价 1880 元，该工作

人员还要记者早日报名以免失
去报名机会。

“乐义”成了中国驰名商标

全市驰名商标总量居全省第二

本报 10 月 19 日讯(记

者 于潇潇)近日，国家工

商总局发布消息，新认定

中国驰名商标 2 9 6 件，

“乐义”等 7 件潍坊商标

入围，潍坊的驰名商标数
量居全省第二位。

这七件驰名商标分别

是：寿光市世纪三元现代

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乐义”商标，昌乐的乐

化铝塑制品有限公司“乐

化及图”商标，诸城的惠

发食品有限公司“惠发及

图”商标，诸城兴贸玉米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兴 贸
XINGMAO 及图”商标，

高新区的盛瑞传动股份有

限公司“ SHENGRUI 及

图”商标，坊子区的福田

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谷神”商标，青州市

坦博尔服饰有限公司“坦

博尔 Tanboer ”商标。

这是自 1996 年国家工

商总局开始认定中国驰名

商标以来，潍坊市首次一

次认定驰名商标达到 7

件，居全省各市之首。潍

坊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潍坊市工商局

始终把组织实施商标战

略、创建驰名商标作为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重

要工作,今年以来，,潍坊市

共有 11 件商标被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全市驰名商标

总量达到 50 件 ,居全省第

二位。

1200 名白内障患者
可免费治疗

19 日上午，在潍坊第六人民医院内，医务人员正在为一名白内障老

人进行检查。据了解，经过“摸底”检查，今年 11 月份前，全市将有
1200 名家庭困难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治疗的机会。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