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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综合

洛阳第七人民医院
椎间孔镜技术微创治疗

椎间盘突出症
我院椎间盘专科是豫西

地区专业治疗椎间盘突出症
的专科病区。采用高清进口
椎间孔镜、低温等离子射频消
融术、臭氧氧化术等十余种微
创技术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
症，不开刀，创伤小，安全，疗
效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电
话：64209510 13849963298
高主任 15937927669

顽固性头痛、头晕
洛阳脑病医院脑病专家，

针对顽固性头痛、头晕这一多
发病、常见病，经过多年研究，
总结出一整套诊治新方法。
通过系统检查，寻找病因，科
学分型；利用中西医结合方法
治疗，使头痛、头晕立即消除，
快速治疗，快速见效。

地址：中州东路夹马营路口
热 线 电 话 ：63981200

63981210

大脚骨、腋臭、痔疮
洛阳脑病医院外科，由多

名专家组成，擅长微创手术治

疗，大脚骨、腋臭、痔疮、肛瘘、

早泄（敏感神经阻断术）、包皮

过长、包茎、精索静脉曲张、烧

伤、皮脂腺瘤、脂肪瘤、文身祛

除等。

地址：中州东路夹马营路口

热线电话：63970075

国际新技术PET-CT
150中心医院巨资引进当

今世界上最先进影像检查PET
—CT，它代表了目前临床影像
检查技术顶端水平。具有全身
大范围检查，可以早期精确诊
断良恶性肿瘤病变，为临床治
疗肿瘤疾病提供有极高价值医
疗方案。适合长期处于亚健康
人群进行高端检查。欢迎各事
业 单 位 高 管 来 电 咨 询 ！

高新区150中心医院核医
学科 冯主任 15138785259

健 康 资 讯 栏目热线：0379-63330377 63330677 63330977

头晕早治好
吃药 3年没治好，不如 3

天补足“脑神经平衡素”，治晕
养脑不复发，关键治疗脑动脉
硬化，改善脑供血不足，补足
脑神经平衡素，调节脑神经平
衡系统——专利国药天麻首
乌胶囊，精选天麻、首乌、丹参
等14味中药制成，内含脑神经
平衡素等多种活性成分。

热线电话：15139936061

头晕早治好
国药天麻首乌胶囊专治

中老年美尼尔综合症、高血
压、动脉硬化、颈椎病等引起
的头晕、目眩、脑胀、迷糊、头
痛、耳鸣、恶心等症状。

3 天消除头晕及各种症
状，大脑清醒舒服，晚上睡得
香，30天脑神经平衡功能完全
修复，头晕彻底康复，不复发。

地址：金谷园路原市四院
对面（圣方大药房）

电话：15139936061 湘药广审（文）第2012100078号

无痛治疗顽癣白斑
顽癣、白斑是皮肤科常见

的顽固性疾病，众多患者久治
不愈反复发作，不是不愿意治
而是失去了希望。我院皮肤
科巨资独家引进美国308激光
专治顽癣、白斑，该技术已经
在北京、上海多家知名医院临
床应用，取得了顽癣、白斑重
大突破。洛阳患者不用有病
乱投医了。为了回馈广大患
者，我院推出 308激光医疗援
助3000元活动13592008703

专治下肢静脉曲张
王城医院是豫西地区最

早开展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
正规医院，由经验丰富、技术
精湛的专业医师坐诊，无须手
术快速治疗下肢静脉曲张，不
住院，随治随走。此方法是目
前最先进的治疗技术。为保
证疗效，该院还与患者签约治
疗。承诺：治疗后发“终生康
复信誉卡”。地址：中州路与
王城路交叉口南100米。

咨询电话：13703496386

祛除大脚骨
二商医院更专业

洛阳市二商医院引进美国
足动力系统专业治疗“大脚骨”。

手术优点：微创术，不住
院，随做随走。我院自2006年
开诊以来已为数千例“大脚骨”
患者解除痛苦，深受患者赞誉。

地址：老城区唐宫东路
217号，乘30、34、76路车唐宫
东 路 建 安 街 口 下 车 即 到 。
62629120 13101795505

（豫）医广[2013]第10-15-172号

治疗椎间盘复位是关键
三维正脊仪是专治腰椎间

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的一种
专业医疗设备，该仪器采用电
脑控制，根据病人的身高、体
重、腰椎间盘突出的部位，通过
计算机设定距离，科学的角度，
旋转度、力度，在一分钟内完成
椎间盘突出的复位治疗，避开
受压的神经根，达到治疗目
的。地址：中州路与王城大道
交叉口南 100米（王城医院三
楼）咨询电话：13703795728

华为在谴责监视活动的同时，
承诺加强网络安全建设。赛克斯
说：“公司网络以及我们产品的安全
和完整性具有最高优先权……这就
是我们为什么拥有一套端对端安全
保障系统并且不断加强这套系统。”

此前，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威廉·普拉默在接受《纽约
时报》采访时说，在媒体曝光消息
前，公司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美

国国安局的监视目标。
普拉默说，美国政府此前时常

抨击华为窃取美国信息，“讽刺的
是，他们指责我们的事情正是他们
正在对我们做的事情”。

“华为是独立公司，与任何政府
没有非正常关系。”普拉默说，“这
一信息必须公开传递出去，以结束
这个错误信息和假信息满天飞的
时代。”

□据 人民网3月24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阿波罗登月计
划”堪称航天史上的里程碑，曾随航天
员登上月球的全球唯一一部“登月相
机”（如图）日前也被作为“珍贵文物”
在奥地利维也纳拍卖，并以55万欧元
的天价成交。

据悉，美国太空总署(NASA)在
1969年至1972年成功完成7次登月，
其间航天员曾携带14部相机拍摄月球
景象，但为腾出空间让宇宙飞船把珍
贵的月球石带回地球，航天员把另外
13部相机都留在了月球，只带回了这
一部。

奥地利拍卖行Westlicht的老板
科林称，这部“登月相机”“满载月球的
尘埃”，举世无双。1971年美国第5次
登月时，航天员欧文曾用这部相机在
月球拍摄了299张相片。

有媒体称，美国国安局监视华为公司总部网络，项目名为“攻击巨人”

相关链接

□据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4日就有
关美国国安局近年来对中方一些公
司、政府部门进行监控和窃密的报道
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美方就此做出
清楚的解释，停止这种行为。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安局近年来对华
为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窃密
活动，目标还包括中国前领导人和外
交、商务等部门以及银行。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方对有关报道表示严
重关切。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披露了
很多美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实施
监听、监控、窃密的情况。中方已多
次就此向美方提出交涉。“我们要求
美方就此做出清楚的解释，停止这种
行为。”

美方须做出
清楚的解释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
者 凌朔）

就美国和德国媒体
新近披露的有关美国国
家安全局采用技术手段
入侵华为公司总部服务
器的消息，这家通信科技
公司23日做出回应，谴责
美国间谍机构“入侵和渗
透公司内部网络及监视
公司内部通信”的行为。

“登月相机”被拍卖
全世界仅此一部

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国安局对中方
一些公司、政府部门进行监控和
窃密的报道表态

德国《明镜》周刊22日最先曝出
美国国安局监视华为公司总部网络
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随后跟进
做出类似报道。两家媒体均称消息
基于美国国安局承包商前雇员爱德
华·斯诺登。

报道说，美国国安局侵入华为深
圳总部的电子邮件档案，获取公司高
层之间的内部沟通信息，甚至窃取了
华为公司各产品的保密源代码。

“我们现在可以很好地接入华为
内部网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获
得的大量数据。”《明镜》周刊援引一份
美国国安局内部文件报道说。

《纽约时报》则以一份2010年的
美国国安局文件为消息源报道称，这
个监视项目名为“攻击巨人”，原始目
的是为了寻找华为与军方的关系。随
着时间推移，“攻击巨人”不断扩大目
标，开始研究如何入侵华为出售给第
三国的计算机和电话网络。

“我们的目标是与华为生产的产
品实现通信。”《纽约时报》援引文件内
容说，“我们想搞清楚如何破解这些产
品……以获得进入利益网络的入口。”

法新社23日援引一名美国情报
官员的话说，针对外国企业的情报活
动并不属于商业间谍性质，因为商业
间谍活动的目标是商业利益，而情报
机构针对外国企业的活动是“为了支
持国家安全利益”。

华为副总裁及国际媒体事务负
责人斯科特·赛克斯23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如果报道中的监听活动
属实，华为谴责此类入侵和渗透公
司内部网络及监听公司内部通信
的行为。”

赛克斯说，在数字时代，公司网
络时常遭到各种攻击和调查。“华为
不认可这种威胁网络安全的行为。
华为愿意与各方政府、行业股东和

用户一道，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共
同面对有关网络安全的全球挑战。”

斯诺登披露的文件说，美国国
安局从2009年开始把华为正式列
为监视对象。美国国安局一个特别
部门成功入侵华为网络中的大约
100个节点，获取内部文件，包括一
份超过1400名用户的名单以及华
为为产品使用者培训工程师的训练
项目程序等。

这是2013年天翼手机交易会暨移动互联网论坛华为主展厅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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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攻击巨人”刺探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