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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人体
眩晕之谜”

头眩和头晕二者在医学上统一称为眩
晕症，眩晕主要是由于某种疾病导致脑组织
得不到正常的血液(或氧)的营养供应而出现
的控制身体平衡系统的脑神经功能发生紊
乱，眩晕对人体的危害极大，如不及时治疗，
脑组织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很容易
引起脑血栓，脑溢血，痴呆症等一系列的重
大疾病的发生。无论您是高血压，血管硬化、
劲椎病引起的头晕，只要是脑供血供氧不足
引起的头晕，老字号国药定抑眩宁胶囊治一
个好一个，您可以在身边有眩晕的朋友打听
一下，抑眩宁胶囊已经在全国市场热销13

年。由沈阳双鼎制药独家生产的国家级新药
(国药准字z10983106)“抑眩宁胶囊”是目前市
场上唯一一个专治各种眩晕症的国药。“抑
眩宁胶囊”是由12味名贵中药采用高科技手
段精制而成的纯中药制剂，服用后对人体无
副作用，一般的眩晕患者服用一疗程(10盒)

即可获得满意的疗效。抑眩宁对各种疾病引
起的眩晕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尤其对西医诊
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高血压、心脑血管疾
病、颈椎病、脑动脉供血不足”等引起的眩晕
症更具有显著的疗效。抑眩宁在有效治疗各
种眩晕症状的同时，能对人体的“肝、肾、心、
脾、肺”进行全面调理，明显增强人体的造血
功能，改善血液粘稠度，软化动脉血管，提高
血液的携氧能力，使脑组织在每时每刻都能
得到充足的，高质量的血液和氧，从而能够
保护(后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阻止重大疾病
的发生。

中医辨证讲眩晕分为四型：肝阳上亢型、
气血亏虚型、痰浊中阻型、肾精不足型。中医
认为：眩晕的发生是由“风、火、痰、虚”等原因
引起，多与“肝、心、肾、脾”的功能失调有关，
抑眩宁胶囊在彻底治疗各种眩晕症状的同

时，针对引起晕眩的“风、火、痰、虚”等进行全
面调理，本虚则适量补之，标识则适时疏泻，
聪耳明目，清肝补肾，养血健脾，宁心安神，清
热化痰，醒脑定志，以达到熄风清火，涤痰填
精之目的，从根本上根除眩晕病因。

眩晕症病在表面，根在本部，大脑供
血、供氧不好是产生眩晕的根本原因，要想
真正治愈眩晕症，可通过服用中药从内部
治疗病根，然而所选的内服中药也是有讲
究的，必须是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的国药准字药品，只有这样才能更科
学，更安全、更迅速的根除眩晕。“抑眩宁胶
囊”就是目前市场上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的能真正抓住病根来彻底治疗
各种眩晕症的口服中药，抑眩宁胶囊在沈
阳中医院等十家大医院做过十年临床试
验，症状好转后在巩固治疗，就能达到治愈
后不复发的目的。专家提示：“抑眩宁胶囊”
是纯中药剂所以在服用过程中，一定要坚
持按疗程服用，才能达到有效治愈晕眩症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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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孟凡利在东部新区调研时指出

以以项项目目大大突突破破带带动动新新区区大大发发展展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张琪)

7月3日下午，市委书记孟凡利
到东部新区调研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情况，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全市强化招商引资突破项目建
设加快科学发展大会精神，充分
发挥东部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主力军作用，真正以项目的大
突破带动新区的大发展。市委常
委、秘书长李树军一同调研。

孟凡利首先来到烟台龙湖
领导力发展中心，实地察看了阶
梯教室、会议室等设施，听取了
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关于中
心建设的情况介绍，与经济学家

周其仁教授等进行了交流，指出
龙湖集团资金实力雄厚、品牌知
名度高，希望进一步扩大在烟投
资的规模和领域，积极参与城市
规划建设，助力烟台提升城市品
质和城市形象。在招商地产项目
建设现场，孟凡利详细了解了项
目建设情况，实地察看了创客生
态园，强调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
设，着力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环
境，吸引更多的企业、人才在这
里聚集发展。在中冶国际商务城
总部基地，孟凡利认真听取了项
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指出建设
总部基地对增强产业集聚、提升

城市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企
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加大宣传
推介和招商力度，吸引更多企业
总部落户烟台。

孟凡利在调研中指出，东部
新区在全市发展大格局中占有重
要地位，当前又面临着中韩产业
园建设的重大机遇，一定要增强
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和担当意识，
在“高、新、快”上狠下功夫，奋力
推动东部新区加快突破、迅速崛
起。要突出“高”的定位，以国际的
眼光、全球的视野，高水平谋划推
进中韩产业园及其他专业化园区
建设，大力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和高端创新人才，切实做到干
则最好、干则领先。要突出“新”的
取向，发挥园区先行先试的优势，
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建设发展的
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在招商模
式、投融资机制、海域使用等方面
大胆创新，有效化解瓶颈制约，积
极开辟园区建设新路子。要突出

“快”的节奏，切实增强坐不住、等
不起、慢不得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项目建设都
要快马加鞭、提速发力，做到园区
建设快、项目落地快、投产达产
快，争取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
增长率。

孟凡利强调，发展环境就是
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区域发展
竞争集中表现为环境的竞争。各
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进一步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下好简政放
权“先手棋”，以“严实”作风做好
优化服务“大文章”，在政策、法
律、知识产权等方面为企业提供
保姆式服务、亲情化服务、一站
式服务，一如既往地为企业发展
提供各种便利，努力营造良好的
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
人文环境，与企业携手开创互利
共赢、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张琪) 根据省
委统一安排，省委第十巡视组近日进驻蓬
莱市开展专项巡视工作。

7月3日上午，巡视组在蓬莱市召开了
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巡视组组长黄沂
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秀香出席会
议并讲话，巡视组副组长李彦军及巡视组
全体成员出席会议。

这次专项巡视的工作对象是蓬莱市
委和人大、政府、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重点是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
政“一把手”。巡视工作将严格用党章党规
党纪衡量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为，一把尺
子量到底，越往后越严，通过巡视监督唤
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把纪律和规矩立起
来、严起来。巡视工作将聚焦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紧紧围绕“四个着
力”，盯住重点人、重点问题、重点事来进
行。据了解，本次巡视期间，省委第十巡视
组还将对招远市、栖霞市进行专项巡视。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柳斌) 记者在
芝罘区公安部门了解到，因工作需要，毓
璜顶西路派出所与毓璜顶派出所将合署
办公，二马路派出所与南山路派出所将合
署办公。

据介绍，毓璜顶西路派出所与毓璜顶
派出所合署办公后，原毓璜顶西路派出所
户籍室将于7月6日搬迁至毓璜顶派出所
办公。地址位于芝罘区庆善街21号附6号

(毓璜顶医院北，振华购物中心量贩南)，
市民可乘坐1路、2路、5路公交到振华购物
中心站点下车，或乘坐42路、43路、44路、
46路、80路、86路到毓璜顶医院站点下车。

二马路派出所与南山路派出所合署
办公后，原二马路派出所户籍室将于2015

年7月6日搬迁至南山路派出所办公。地址
位于芝罘区四马路50号(家家悦超市西，
振华量贩进德店东)。

省委第十巡视组近日进驻蓬莱

4派出所将合署两处办公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蒋大伟 实习
生 刘园园 通讯员 旷翔宇) 3日，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公正烟台
发起“走进人民法庭”的系列微直播活动。
当日走进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毓璜顶
法庭，对法庭一天的工作情况进行直播，
在新浪微博和人民微博上共发布37条直
播动态，点击阅读量达到10万。

此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
博利用微博直播的方式，对毓璜顶法庭
案件办理、开庭审理、调解纠纷等内容在
微博上进行真实记录和直播。众多网友
通过网络“围观”了法庭一天的工作情
况，纷纷留言表示赞许。

上午10点35分，一起合同纠纷案件
正在庭审中。原告某公司起诉称，被告某
单位拖欠其12万元广告租赁费，至今未
还，遂诉至法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分
歧很大，主审法官张建华针对双方争执
的焦点，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让其充

分发表意见。10点50分，庭审结束。张法
官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马上做当
事人的调解工作。张法官从情理法的角
度，摆事实、讲道理，双方当事人逐渐形
成共识。最终，该案在张建华法官的主持
下成功调解，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据悉，2013年10月份，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通官微@公正烟台，于去年开
始尝试微博直播活动。“去年上半年，我
们成功直播15次，涉及新闻发布会，案件
庭审等内容，其中包括‘5·28招远邪教杀
人案’和‘季建业受贿案’，在当时引起较
大的反响。”市中院研究室工作人员说。

“通过微博直播可以破除司法神秘
感，拉近法院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既让
老百姓看到法院工作又能增强他们的法
律意识。”市中院研究室工作人员说，微博
直播活动中也存在许多局限和障碍，字数
的限制，表达的准确性，特别是法律相关
术语，不能有歧义还要让老百姓看懂。

微博直击合同纠纷调解案
“公正烟台”微博直播基层法庭的一天

李云在来烟开办足球训练基地
近日，曾四次参加世界杯赛的前

韩国国家队门将、队长李云在与烟台
足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青
少年培养训练和职业俱乐部建设等
方面开展交流合作。目前担任韩国国
奥队教练的李云在，退役后曾前往西
班牙巴塞罗那学习青少年足球培养

工作并考取相关证书。李云在将在烟
台设立足球训练基地，今后他每月都
会利用一两天的时间亲自来烟进行
训练指导，目标是将烟台打造为东方
的“阿贾克斯”，建设成为港城足球的
摇篮。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郝忠波

烟台足协联赛昨日落幕

烟台足球协会2015年业余足球联
赛经过四个月的激烈争夺，于7月5日
落下帷幕。银泰1919足球队获得超级
组冠军，该队王泽鑫获得本组最佳射
手；打捞局火龙足球队获得甲级组冠
军，渔家灯火队曲登科获得本组最佳

射手；烟台星足球队获得乙级组冠军，
该队陈隆获得本组最佳射手。

烟台市第二届足协杯赛将于9月
中旬拉开帷幕，有意参加的各业余俱
乐部可联系市足协办公室报名参赛。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郝忠波

全省女足锦标赛本周在烟台开战
由山东省体育局和省足球运动管

理中心主办、芝罘区体校和烟台足协
承办的2015年山东女子足球锦标赛将
于7月12日-18日在烟台进行。

本次比赛有来自全省各地的甲、
乙组共30支队伍参赛，参赛人员达700

余人。甲组比赛为11人制，在烟台一中

南校区进行；乙组比赛为8人制，在芝
罘区体育场(南操场)进行。据了解，山
东省足协领导和山东女足教练殷铁生
将在比赛期间到场观摩，所有参赛队
将于7月10日抵达烟台。欢迎广大球迷
到现场为烟台女足加油助威。 本报
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郝忠波

3日，“公正烟台”微博直播基层法庭的一天。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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