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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良方 巧治鼻炎
鼻干、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

鼻涕倒流、打呼噜、头昏脑胀、喉咙干，睡
觉用嘴呼吸很难受，以及鼻炎引发的咽
炎、腺样体肥大、支气管炎、过敏性哮喘、
肺炎、胸闷憋气、哮喘、中耳炎、角膜炎，
尤其孩子得了鼻炎经常头晕头痛、记忆
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明显下
降。小鼻炎大危害，年年治年年犯。治鼻
炎的要诀，抓住病根是关键。

我们知道传统的鼻炎医治方法有以
下几种：一、用药物喷剂缓解鼻塞的症
状，但无法根治鼻炎；二、内服药物疗效
较好，但是“是药三分毒”，内服药的毒副
作用很大，往往服药后会令患者口舌麻
木无知觉，久而久之会麻痹到我们的味
觉神经，对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会有所影
响；三、手术治疗，手术中患者自身需要
承受肉体痛苦，此外我们鼻腔内的构造
比较复杂，小血管分布密，存在一定手术
风险。以上三种治疗还有个共同的缺点：
易复发。这是所有患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

弘扬非遗、免费体验、

有效才是硬道理！

扈氏鼻炎膏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
为山东省第二批省级物质文化遗产(鲁政
字【2009】232号 )，政府保护项目。扈氏鼻
炎膏近年来受到了各大医院的鼻科医生
很大关注。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扈氏祖传鼻炎
膏——— 扈氏鼻炎膏是由36味纯天然中草
药配方精心熬制而成，扈氏鼻炎膏的第
1 4代传人，扈福证正大夫还口服过鼻炎
膏，验证扈氏祖传鼻炎膏无毒副作用。扈
氏鼻炎膏是扈氏祖传秘方的第 1 3代祖
传，历时较长，多年来为无数患者的鼻炎
治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产品现在正
在申报“中华老字号”项目，其实早在
2006年扈氏鼻炎膏就已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 授 权 为 国 家 专 利 ，专 利 号 为

200410035631 . 3；又于2007年扈氏鼻炎膏
被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评为淄博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淄政发 (2008)56号 )，政府
保护项目。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扈氏鼻炎膏，
独创“让肺打喷嚏治鼻炎”的中医绝技。
扈家治鼻炎有个口诀：“一塞二排三修
复”。意思是把扈家祖传的黑色膏药沾满
特制的U型棉签放到下鼻道里，不到10秒
钟，肺部就会不停地猛打喷嚏，将肺里的
致病菌从鼻腔里排出。扈氏鼻炎药膏敢
于不花钱让您免费来体验，靠的就是确
切的疗效来做保证。让您免费试用目的
有三个：一是，为了让您亲自体验效果，
有没有效果，只有您亲自体验了才知道！
二是，为了赢得口碑宣传，就是想让您把
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实际效果对您身边的
亲朋好友实话实说。只有您说好了才是
硬道理！三是，为了让您治病不花一分冤
枉钱，敢于免费让您试用的唯有扈氏鼻
炎药膏。所谓有效的才是最便宜的，没效
果再便宜也是浪费。

不手术、不吃药、不喷激素！

创于明朝万历年间(1607年)的扈氏鼻
炎药膏，历经扈家十四代人400年的时代演
绎升华。不用手术、不用吃任何药物、不用
喷西药激素、特别适合老人和儿童使用，深
受广大鼻炎患者喜爱。其工艺被山东省文
化厅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传
承。由于疗效卓越、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
推广项目。同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
明专利，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

为了让肥城广大鼻炎患者、特别是青
少年鼻炎患者早日摆脱病痛折磨，即日起
扈氏鼻炎膏特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如果
你是鼻炎患者，就可到扈氏鼻炎膏肥城店
免费体验。

扈氏鼻炎膏体验地址：肥城市肥城饭
店西80米(桃花源分局对过)

报名电话：0538-3275589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企业获社保补贴247 . 5万元

446655人人家家门门口口找找到到有有保保障障工工作作
本报肥城11月13日讯(记

者 刘真 通讯员 胡莉平)

肥城市就业办为37家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支付社
保补贴247 . 5万元，为22家劳
动密集型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贴息32 . 6万元。大学生、复员
退伍军人、下岗失业人员、残
疾人等群体成最大受益者。

“我现在年龄大了，也不
好找工作，而且还想照顾上
学的孩子，找一份工作，有一
份收入。”市民张女士说。张
女士十几年前就下岗在家照
顾孩子，由于年龄大，许多用
人单位不接收。肥城就业办

得知此事，就联系当地一家
超市，吸纳张女士成为超市
员工。“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
能 上 班 ，同 时 还 能 照 顾 孩
子。”张女士说。除了被吸纳
为员工以外，超市还为张女
士缴纳社会保险，并可享受3
年社会保险补贴。

实施就业创业援助帮助
至少让1000名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再就业；发放小额贴息贷
款2800万元，扶持大学生、复
员退伍军人、下岗失业人员、
残疾人等群体创业就业。为帮
助企业稳定工作岗位，进而鼓
励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肥城市就业办抽调专门人
员，采用主动上门的方式，到
企业开展不定期的走访调研、
征求意见、送政策活动，及时
了解企业的用工需求，帮助企
业稳定工作岗位，解决企业用
工方面的困难，力争将上级对
企业实行的优惠政策最大限
度落到实处。今年10月底，市
就业办利用上级的有关优惠
政策，为37家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的企业支付社保补贴247 . 5
万元，为22家劳动密集型小微
企业发放贷款贴息32 . 6万元。

对稳定职工队伍、促进
企 业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对自主创业的就业困难
人员优先提供小额担保贷款
帮扶。今年已为1724名符合
条件的人员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8342万元，并发放贷款贴
息302万元。

工作人员介绍，实施就
业创业援助是肥城市政府十
件实事之一。为鼓励企业开
发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肥城市就业办重点加大了对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用工企业
的援助，1到10月份，共有37
家 企 业 吸 纳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465人，发放社保补贴247 . 5
万元。

本报肥城11月13日讯 (记者
刘真 通讯员 布爱萍 ) 王瓜店
工商所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清理霸
王条款和不平等合同条款。整改5
处，查处3起不平等合同侵权行为。

在肥城一家饭店店堂内张贴店
堂告示，在告示中对消费者制定了
格式条款，并且表明“最终解释权归
本饭店所有。”，排除了消费者依法
解释格式条款的权利，被王瓜店工
商局执法人员依法查获。期间当事
人未建立经营账目，其行为违反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合
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作出立即停止
违法经营行为、罚款人民币500元。

此次整治的重点是餐饮、文体
娱乐、美容、健身、通信等消费者反
映较集中行业，在销售和售后服务
中的合同格式条款违法行为。

商饮服行业经营场所使用商业
广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形式
的合同格式条款中，发现有语言不
清晰、明白或制度、规定、通知等未
设在醒目位置上的；有属于设置不
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免除经营者责
任或义务、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或
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等霸王条款，
将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逾期不作
修改且拒不停止使用的，依法进行
查处。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46
人次，执法车辆7台次，检查各类经
营户300余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余
份，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5份，立案
查处利用格式合同条款排除消费者
权利案件3起。

本报肥城11月13日讯(记
者 刘真) 13日，肥城气象局
发布蓝色寒潮预警信号，最低
气温达到零下4摄氏度。而在
寒潮过后的一周之内气温会
有所回升，下周一将会迎来一
次降温，最低气温会达到零下
三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
要根据气温变化，适当添加衣
物。

“最近这几天真觉得冷
了，尤其是早晨跟晚上气温比
较低。”市民李先生说。13日，
肥城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气温
达到零下四摄氏度，最高气温
十二摄氏度。街头行人比平时

要少得多，大多数市民已经穿
上毛衣，围巾口罩一样不少，
还有人裹上了羽绒服、棉服。

不少市民感叹：“似乎一
夜之间入冬了。”市民张女士
告诉记者，前几日早上骑电动
车上班时，她穿着羽绒服都感
觉寒风刺骨，就因为受不了天
冷风大，最近她选择改乘公交
车上下班。

肥城气象局工作人员表
示，未来一周时间气温会有所
上升，最低气温会保持在零下
一到四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
会保持在十一到十五摄氏度
之间，不会出现大幅度降温天

气，只有在17日当天最低气温
会达到零下三摄氏度。气象部

门提醒市民，要根据天气变
化，适当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寒潮来了，出门记得加衣服

最最低低气气温温零零下下四四摄摄氏氏度度

王瓜店查处三起
不平等合同侵权

骑车的市民裹得严严实实。 本报记者 刘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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