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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别说， 这手机银行真是方便，
省得我老跑银行排长队了。”家住长沙市
伍家岭的易小姐高兴地说。

原来， 易小姐有一次去中国银行转
账，大堂经理过来了解了易小姐的情况，
建议她去开通手机银行， 易小姐开通了
之后只用了不到两分钟就把账转过去
了。

功能齐全，省时省心
像易小姐这样通过手机银行解决了

问题的人不少。 在长沙市浏城桥附近上
班的小王告诉记者， 他现在已经很少去
网点办业务了，基本上是使用手机银行，
他还经常拿手机购物， 手机银行很大程
度地便捷了他的生活。

据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电子银行部
经理杨修民介绍，中国银行手机银行“中
行掌上行” 有多种功能和服务，“现在只
要客户开通了手机银行， 就可以直接通
过手机做很多以前只能在电脑和网点做
的事情，比如可以用手机购物，中行和很
多家购物网站都有合作， 客户通过手机
就能够直接在这些网站买东西。 也能在
手机上理财， 客户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查
询账户、转账汇款、定期存款、自助缴费、
查询贷款、买卖黄金、外汇、基金及丰富
多样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 还能够设定
信用卡主动还款和自动还款等很多服
务， 也还有一些增值服务供客户选择。”
杨修民表示。

操作简单，使用舒心
一份最新出炉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止到2011年6月， 中国的手机银行用户
突破7000万。其中，中行用户达700万，
比2010年末增长1081.12%。在如此巨大
的竞争压力面前， 中行是如何做到领先
位置的呢？

据介绍， 中行的手机银行有一个其
他银行鲜有的优势，就是“中行掌上行”
有客户端版本可供下载， 是国内为数不
多的提供客户端版手机银行服务的商业
银行之一。

在长沙市蔡锷中路附近上班的王先
生最近体验了一下客户端版手机银行的
服务。 他从中国银行网站下载了客户端
软件并成功安装到自己的手机上。“之前
我也用过WAP版手机银行，有了比较就
发现客户端版界面很绚丽， 它采用九宫
格的展现方式， 很多功能都有非常形象
的图标标识， 在排版上也更符合手机操

作习惯。而且用客户端登录就不用再输
入网址了，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访问速
度也更快了。” 王先生对中行手机银行
客户端版的评价不错。据介绍，持有i-
phone手机和诺基亚主流机型的用户
都可以跟王先生一样，通过下载手机银
行客户端，享受包括自助注册、账户查
询、转账汇款、贷款查询、投资理财、信
用卡、账单缴付、电子支付和个人设定
等在内的服务。

“中行的手机银行用起来更简便，我
们结合手机使用习惯与金融交易惯例，
提供简单舒服的交互页面，操作简便。客
户转账汇款之类的业务也有费率优惠。
而且可以自由设定使用用户名登录或绑
定一个或多个手机号登录， 登录方式很
多样，尽最大可能满足客户需求！”杨修
民表示。

多重保险，安全放心
在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各

家银行都已经意识到推广手机银行是抢
占下一个制高点的利剑。 除了四大国有
银行外，目前交行、招行、民生、中信、华
夏等商业银行均陆续加入到手机银行服

务提供者的行列， 国内手机银行市场跑
马圈地的竞争加剧。

尽管众多银行认识到手机银行的
重要性， 但目前手机银行在推广过程
中仍存在两大难点， 一是需要与网络
运营商进行合作和技术对接； 二是用
户对手机银行的账户安全性方面还有
所疑虑。

“中行手机银行的用户量能够拔得
头筹不仅仅靠丰富的功能， 中行一直致
力于提高手机银行的安全性， 让客户放
心使用。在安全方面，我们相当有信心！”
杨修民说。

据了解， 中行手机银行通过采用动
态口令牌作为登录和关键交易的第二因
子认证工具， 动态口令牌每60秒自动更
新一个动态口令， 一个口令在认证过程
中只使用一次， 下次认证时则更换使用
另一个口令，用户不需要去记忆密码。在
“中行掌上行”登录转账缴费等重要交易
时须使用动态口令， 可有效增强使用时
的安全度， 而且中行手机银行可与网上
银行共用安全认证工具。

■实习生 梁兴 记者 李庆钢

转账汇款，手机银行随时搞定

脱发可补发
即发集团引进国外全新补

发技术， 选用 100％优质真人
发，移植到全仿真头皮上，无须
手术， 无痛苦可为各种脱发患
者进行补发，补发后可随意吹、
洗、烫、焗油及剧烈运动，可随
到随补，立竿见影。（终身护修）

本店已成功为数万名脱发患者解决了脱发烦恼， 有意者，可
到本店观摩真实效果，节假日不休。

长沙市人民中路 286号上城星座军天酒店 22楼 2220室
（窑岭十字路口）（原人民中路 228号恒福大厦 3168室）

电话：0731-85361231�85604329

▲补发前 ▲补发后

地址：

受访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许顶立教授

为什么年轻人得高血压的越来越多？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许顶立教授说：“目前知道的主要是由遗传
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从遗传因
素看，如果父母有高血压，子女就比较容易
得高血压；在环境因素方面，年轻人高血压
发病与长期精神紧张、压力过大、不良的生
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现在发现年轻人患高血压的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睡眠不足。尤其很多初中生、
高中生，他们平时学习很忙、很劳累，睡眠不
足。美国最近做了个研究，发现每天睡眠时
间少于5小时的小孩， 今后得高血压的几率
比睡眠充足的小孩高得多。所以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对高血压的防治
是很重要的。”许顶立主任说。

年轻人控制血压水平从改变生活方式
开始

许顶立主任给年轻人介绍了一些预防
高血压的饮食生活习惯：

①低盐饮食。每天食盐量少于6克。这样
可以使收缩压下降5B10““Hg。

②适当运动。每天保证30“i″B1h体育
活动。

③减轻体重。控制饮食量，把体重维持
在正常范围。

④充足睡眠。 不要过多地熬夜打游戏
机、上网，每天保证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
降压新闻：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无一家制药
企业达到GMP标准， 但双鹤药业始终严格
要求药品生产质量。自1997年1月起，双鹤药
业的注射剂分厂成为第一家通过国家级药

品GMP认证的国有制药企业， 此后双鹤药
业的其他生产基地很快也通过了GMP认
证。

有生产体系作为保证， 降压0号配方的
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赢得了患者认可。全
国正在服用降压0号的患者已超过500万。而
降压0号也占领了国内高血压药物市场超过
10%的份额，成为该领域的首选品牌。降压0
号不仅由中国人自主研发、自主生产，也得
到了我国高血压患者的广泛认可，为我国高
血压防治事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不愧为
“中国人的0号”。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高血压发病日趋年轻化经济信息

和好友们动动手指一起玩转“中行掌上行”。 记者 李丹 摄

本报讯 在信贷持续收紧的当下， 湖南
人的消费习惯正在悄悄发生改变，不那么爱
花钱了。 记者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
悉， 今年1-10月， 全省个人消费贷款新增
358.6亿元，同比少增55.8亿元，其中住房消
费贷款少增18.7亿元，汽车消费贷款少增3.2
亿元。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分析指出，消费
贷款少增，一方面是由于今年国家持续严厉
措施调控楼市导致住房消费增长趋缓；另一
方面是由于消费刺激政策的陆续退出，居民
家庭购车、家电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此外，10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款余额18915.7亿元，增长15.7%，较上月回
升1.1个百分点，1-10月新增2314.8亿元，同
比少增39.2亿元， 其中10月新增81亿元，同
比多增162.3亿元。10月份存款多增较多主
要是贷款投放带来的派生存款增加，以及年
底企业货款回笼速度加快、 资金面有所好
转。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张彬

湖南人不爱花钱了

本报讯 记者从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获
悉，该行近期将信用卡短信自助查询服务加
以改进，让客户不用奔波到网点，不用在电
话银行里等待漫长的人工坐席，不用记住复
杂的英文代码，同样可实时快速地掌握到信
用卡账户的相关信息。

短信自助查询账户信息颇受大众青睐，
但查询代码通常是各种组合的拼音字母简
称，若手中有多张银行卡，则需分别记住不
同银行的查询代码，比较麻烦。光大银行此
次在业内率先推出中文短信自助查询服务，
意味着该行客户日常的查询业务无需记忆
复杂的英文代码， 直接发中文短信至95595
即可实现。 例如原来查询信用卡可用积分，
要发送“KYJF”加“卡号后四位”到95595，现
在只要发送“积分”两个字就可以了。

■通讯员 孙雷 记者 刘永涛

发条中文短信
可自助查账

中国人民银行11月22日在公开市场发
行了150亿元一年期央票， 发行利率结束了
连续两期的下调，本期持平于3.4875%。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央票利率不再下
行，主要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本周资金利
率较之前小幅上行，资金面的紧张态势决定
了市场的需求有所缩减。

以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利率为例， 目前
重返4.5%左右， 较上周3%左右的水平大幅
上升。此外，在连续两周下调一年期央票发
行利率之后， 央票一二级市场利差迅速收
窄。货币经纪商的数据显示，目前二级市场
中一年期央票成交利率在3.51%附近。

■据新华社

一年期央票
结束连续两周下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