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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

时许!学历认证部主任马先生说!并不是电
话打不进去!只是咨询的人太多!难打而已" 他后来又
承认#$

"#$%"&'(

只能打出!不能打进% &

马先生解释#$ 最近正在职称评定! 很多人进行学历
认证!我们的工作量陡然增加% 每天会收到上千份材料!

接待几百人% 所有工作人员都只顾着接待现场人员!所以
电话设置成了只能打出不能打进的状态% &

既然打不进!为何不提前告知' 马先生说!之前没
考虑到!是他们工作的疏忽% 下午

(

时
)&

分!马先生致电
商报#$ 明天(

**

日)我们会开通
"($%"+,#

的电话!并专门
派三个人守着电话!为市民提供电话咨询% &

,-

记者曾亲历$ 正在通话中&

由于需要办理$ 留学人员学历认证&!记者
'+

月
')

日拨打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咨询电话! 连续两天!始
终是$ 正在通话中&%后来!工作人员解释!咨询的人太多
导致线路繁忙!并表示了歉意%

*-

考务电话打不通!恐耽误公务员报名
近日!吕女士准备报考公务员!却打不通深圳海关

的考务咨询电话%后得到回复称#$ 考务咨询就这一个电
话!人多所以打不通!我们也没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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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两袋!不需用水!每次只需将
* 清咽六味散+ 倒入嘴里即可! 很是方
便" 刚入口时!顿感一股冰凉劲直往嗓
子眼里钻!咽部清爽!火气全消!刺痛,

痒咳等不适症状明显减轻- 服用几天
后!咽喉干痒,异物感,干咳,多痰,嘶哑
等症状逐渐消失- 最终喉毒被拔除!受
损的咽黏膜全面修复!咽喉组织免疫机
能得以重建!声音洪亮!抽烟喝酒都不
怕.

现在好了!我省咽炎患者可以用这
个方子调治调治" 在

FGH

省市医保同
禧堂大药房( 市五院对面) ,百货大楼医
药部, 易初莲花二楼医药部 ( 商城路
店) ,东大街惠发新城新特药店,怀仁堂
大药房( 黄河路服装市场东) ,省市医保
泰隆大药房( 西郊群艺宫东门) ,亚细亚
医药部负一楼, 华润万家一楼医药部
( 帝湖花园旁) ,大学路及丰产经五路丹
尼斯医药部, 东风路世纪联华医药部,

仟禧堂药房 ( 文化路与国基路口南
#&

米) , 嵩山路及经三路农业路华润万家
药店,中原商贸城一楼医药部,经三路
世纪联华医药部-

IJH

上海商场一楼
医药柜-

KLH

宏丽来超市保健柜( 车站
对面) -

MNH

宏丽来生活广场保健柜
(

$&,

路口) -

OPH

圣光官渡
$/

店( 人民
医院北

#&

米东) -

QRH

金博药店( 新兴
路金好来生活馆) -

IFH

新建大药房
( 北关车站对面) -

STH

美真宜超市一
楼医疗保健柜( 少林路东桥头) "可以买
到现成的蒙药* 清咽六味散+ !具体如何
购买 , 使用 " 读 者 可 拨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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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了解" 据悉!清咽六味散
厂家举行的0 买

#

送
*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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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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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让利
活动现已开始"同时!厂家郑重承诺#使
用当天无效! 余货全退. 市内免费送
货!省内免费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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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火气大!很多咽炎患者反映#咽
喉肿痛,声音嘶哑,恶心干呕!吃饭吞咽
困难!讲话多了嗓子干得直冒烟!黏痰咳
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心烦得很!嗓子眼痒
得恨不得用手挠! 喝点酒吃点辣的喉咙
上火疼得直抽筋11临床上! 专家指出
这都是急,慢性咽炎的典型症状"

祖国医学认为# 喉咙长期受外界刺
激感染!会在咽黏膜底层形成喉毒" 喉毒
像卡在咽喉中央的一颗硬毒瘤! 喉毒长
期作恶! 导致咽黏膜组织反复充血,感
染,发炎!形成急慢性咽炎" 咽炎长期反
复发作,恶化!极易诱发肺炎,老慢支. 而
传统中药含片和西药抗生素只能单纯性
消炎杀菌!却很难拔除喉毒!这就是急慢
性咽炎反复发作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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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流传近百年草
原牧民治咽炎的方子!简单有效" 该方以
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著的 2 瑞竹堂经
验方3为基础!精选六味大漠草药巧妙配
伍而成///清咽六味散% 方中丁香以利
咽,解毒为主药-石膏,甘草以清肺止咳!

共为辅药-配合玉簪花清热止咳!广木香
祛痰,止痛!诃子解毒,调元% 这六味草药
碾制成的粉状散剂!药性强烈!能直达咽
喉病变部位!其独有的0 生津胶原酶&和

0 离子清喉素&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和吸附
力!直接靶向作用于咽部喉毒!像磁铁吸
住铁屑一样吸附,粘住喉毒% 此方还能修
复受损的咽黏膜组织! 防止内毒外菌再
次攻击. 该方治疗咽炎在当地堪称一绝%

在第
*%

界世界民族医药大会上!蒙
药0 清咽六味散&以其确切的疗效及独特
的散剂给药疗法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好
评与认可% 同时被评审为# 中药保护品
种,国家一类新药%大会顾问杨启教授盛
赞道#传统药物通过肠胃吸收!到达咽喉
病变部位!药效已经微乎其微%而蒙药清
咽六味散不经肠胃吸收靶向给药! 直击
喉毒!全面修复咽黏膜的根本疗法!改写
了咽炎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现状%

学历认证部的电话
两天都是0 通话中&

认证部#最近办业务的人多!太忙!电话设置成只能打出不能打进!今日将开通

网友反映 !拨
打河南省学历认证
服务中心认证部的
咨询电话! 两天都
没打通% 对方回应
称! 最近认证工作
量太大! 没时间接
听! 电话被设置成
只能打出 不 能 打
进% 今天将开通该
电话! 并派三人专
门负责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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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0 洛阳守砚者&发帖说!因职称评定需
要进行学历认证!想就有关事宜进行咨询!按照0 河
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上公布的咨询电话! 致电

0 河南省学历认证服务中心认证部&( 以下简称学历
认证部) % 结果!打了整整两天!该电话一直处于0 正
在通话&状态中%

市民王女士也有相同的遭遇#0 因为要帮亲戚的
学历进行认证!我连着一个星期往4 学历认证部5打
电话!每天数十通!从来没打通过!电话那头永远都
是4 正在通话中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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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

时
)#

分!记者开始拨打学历认证部的
咨询电话

&)$,0"#$%"+'#

% 在随后的
)'

分钟内!记者连
续拨打了

1'

次!回应如出一辙#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话中!请您稍后再拨% &

接着!记者在0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上找到
了认证服务中心办公室的电话% 多次拨打之后!电话
终于接通了% 接电话的女士告诉记者!学历认证部的
电话不是过于繁忙!也不是坏了!而是0 不可能打通&%

男孩两次被困同一电梯
经检查!小区电压偏高
电梯启动自我保护而停运

'+

月
'$

日! 郑州一
$

岁男孩被困电
梯中!而这!已是他

1

个月内第二次被困
在同一电梯内% 所幸!两次均被救出%

}~����

��� ��

}~���� ���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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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电梯位于郑州市南阳路和东风路交
叉口的亚新美好时光小区内%

明明( 化名)的父亲郑先生说!

'+

月
'$

日下
午
'

时左右!儿子在乘坐小区
**

号楼
*

单元的电
梯时!电梯突然从

'1

楼快速下降到
%

楼%这已是
他儿子第二次被困在这部电梯了%

0 上次是在今年的
"

月
')

日!从
'(

楼直接掉
到
/

楼% &郑先生说%

0 呼救电话根本不能使用! 就是一个摆
设% &郑先生说!电梯里儿子不断大声呼救!约
(+

分钟后才被路人发现救出%

孩子两次被困同一部电梯! 郑先生很气
愤% 他找到小区物业和电梯厂家讨说法!但对
答复并不满意%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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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电梯维保的巨人通力电梯公司周经
理说#0 经检测!小区电压偏高!而电梯在电压
偏高的情况下会启动自我安全保护功能!停止
正常工作% &

对此!小区物业经理表示!电梯属于特种
设备!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这部电梯是合
格的%至于电压问题!小区物业一工作人员说#

0 小区电压在
1'+2

以上!有点偏高% &

昨日!供电公司人员表示!这部电梯的供
电系统是小区物业自己负责维护的!供电公司
对此无相关责任义务%

目前!此事正在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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