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方钱”存款
早在2005年时， 上海浦发银行就

推出了一种名为“四方钱”的个人隐私
存款业务。“四方钱”即私房钱的谐音，
特点在于高私密性、高安全性：除非司
法机关有特别调查要求， 只有持卡者
本人有权查看、动用该账户资金。

男人最爱在哪
藏“私房钱”？

1、办公室抽屉。
最方便。除非老婆公然去撬锁，否则
被发现的概率极小。

2、专业书内。最隐蔽。特别要注意
的是记性要好，否则找起来相当麻烦。

3、存在银行。最安全。存单必须
放好，若被老婆发现，即使有密码同
样不保险。

4、借给朋友。最危险。老婆发现
可能性小，但借条极易丢失，不写又
怕不认账。

国外私房钱现状
英国某公司对9个国家近4000名

女性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38%的日
本女性承认藏有私房钱，比例最高，而
法国女性最“老实”，只有7.2%的人藏
私房钱。

英国卡鲁金融机构进行的调查显
示，60%的英国夫妇出于对婚姻前景
的担心建立了私人账户，85%有离异
经历的人士承认背着现任配偶存过或
准备存私房钱。

在韩国，男人在外挣钱养家，女人
管理财产。丈夫的工资按时打到家庭唯
一的账号里，男人要攒私房钱可不容易。
但在沙特阿拉伯， 丈夫掌管家庭财务大
权，妻子的薪水也必须接受“管辖”。

“夫妻互查财产该不该？”、“夫
妻间该不该有财产隐私权？”本周五
21：55央视财经频道《对手》栏目邀
您共同探讨。本报是央视《对手》节
目在湖南的唯一合作媒体， 如果您
有什么好的观点，欢迎跟我们联系，
我们将推荐到央视， 跟全国的观众
一起辩论。

“制冷节”力度最强 让利最大
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节能补贴政

策的利好因素影响，加上近日城中气温将逐
渐回升，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大型家电将有
持续旺销的势头。国美趁此利好时机在本周
五拉开“制冷节”，期间陆续展开优惠、返现

金卡、买大送小等促销活动。
据湖南国美电器总经理

张仁勇介绍：“国美在大家电
方面将延续五一低价促销的趋势。而且，到
了七八月份将是空调销售的高峰时节，此
时购买还可避免高峰送货拥挤的情况”。

万台机型 全面启动促销
家电节期间，国美将联合国内外知名

空调、冰箱、洗衣机厂商共同送惠送利，层

层惊喜即将上演。从本周五开始，凡在国美
电器各大门店套购空调产品满8888元，将送
千元现金卡；同时，购买冰箱、洗衣机、空调
单件产品，最高可返现1200元。另外，国美针
对“制冷节”还推出多种套购大礼，凡在湖南
国美各大门店参加冰箱、洗衣机、空调套购
活动的消费者可获赠32寸液晶电视一台。实
惠多多，机会多多。

东塘店冰点促销 家电售后有保障

本周六，东塘店全场商品冰点零利销售，
近百台冰箱、空调、彩电、手机品牌全场限时
限量抢购。

同时，空调销售旺季即将来临，国美也提
示各位顾客， 为了避免空调销售高峰送货安
装拥挤的现象， 现在正是空调错峰购买的最
好时机，国美也将本着诚心服务的宗旨，在送
货、安装、维修服务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便利，让消费者放心“淘”购。

本周五，国美制冷家电节冰临星城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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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鲜豆浆，天天保健康”，忙碌的都
市人早已习惯了在路边买一杯豆浆；“1公斤
豆浆精能给2000杯豆浆调味-豆浆香精”事
件给了我们一个困惑：如何才能喝到放心安
全营养美味的豆浆？

“还是用九阳豆浆机自己制
作的豆浆最安全、最健康。”身

边不少朋友表示， 现在自己购买食材，在
家里用九阳豆浆机自制，很省钱，也百分
百放心靠谱。

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 在家中用九阳豆
浆机自制豆浆，约70克大豆加入1.3升水，可以

制成约1.5升豆浆，按300毫升一杯算，可得5杯。
目前超市黄豆3元一斤的价格计，自制一杯豆浆
成本不过8分钱左右，可谓健康又安心。

同时九阳新款豆浆机不仅能做鲜豆浆，
还能制作五谷豆浆，米糊，八宝粥，果汁，果
酱，奶茶等诸多饮品，可谓营养早餐的好帮
手，清洗也极其方便。再配上九阳系列化的

电压力锅，电磁灶榨汁料理机，电饼档，可让
你的厨房具有健康简洁时尚匠心独具。

据商超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豆浆机一般
从300元至1300元都有， 以九阳豆浆机的销
售占绝对优势九阳公司联合三湘都市报，联
合举办“长沙社区文化节”，九阳公司推出诸
多惠民活动，期待您的品鉴！

九阳鲜制豆浆 营养你的早餐

夫妻可凭证互查对方财产了。2012年
5月1日，一项名为《江门市妇女权益保障
规定》 的地方性文件引起了市民关注，该
规定中指出，夫妻一方可以持身份证和结
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 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车
辆管理部门等机构申请查询另一方的财
产状况。

其实，从2010年开始，广州、青岛、济
南就已相继出台了类似的地方性规定。一
项本意为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却似乎考
验着夫妻间信任的底线。 那么于情于法，
夫妻该不该互查财产呢？

【案例】财产转移妇女权益受损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殴打外籍妻子

李金的事件曾经轰动一时，李阳的“家暴”
行为令人发指， 也让妻子李金彻底死心，
随后她向法院正式提起离婚诉讼。

但在双方离婚案第一次庭审时，李阳
自称没房又没钱，李金随即向法庭申请调
查李阳的财产状况。很快，在第二次不公
开审理中，李阳无所遁形。

据媒体报道，目前法院已经查出李阳
名下总共有23套房产， 其公司经营收益
3000多万元，个人银行账户500多万元。李
阳隐瞒和转移财产的行为将受法律制裁。

与李金有着同样遭遇的离婚妇女不
在少数， 她们由于不了解家庭的财产状
况，自身合法的财产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调查】超半数人支持财产互查
记者在微博上发起的“夫妻该不该互

查财产”的网络调查显示，有53%的人持
支持态度。

网友@林恒的烟火认为， 夫妻互查财

产听上去不够温馨美满，但法律从来都不
是以天使的面目出现。 保护女性合法权
益，不但要在理念上先进，而且要有世俗
的智慧。

但仍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侵犯
了个人财产隐私权，互查财产建立在不信
任的基础之上，可能会影响夫妻间感情。

【观点】互查财产公平合理
对于“夫妻可互查财产”的规定，湖南

省银联律师事务所杨武律师认为，“从以
往的离婚案件来看，男方转移财产的事件
时有发生， 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正当权益。
这一规定与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是一
致的，公平合理。”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平凡认
为， “互查财产其实是对夫妻双方利益的
保障， 可避免离婚时不必要的财产纠纷，
而且夫妻双方的大部分财产应属共同财
产，因此不会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

■本版撰文/记者 何梦青

你会去查另一半的财产吗：于法合理，于情尴尬

私房钱不想再演“碟中谍”

近年来， 要求生育的糖尿病患者渐多。
如不加干预， 则会对母婴产生严重影响，因
此，必须遵从医生的治疗方案。

糖尿病妈妈怀孕后面临的风险与血糖
控制关系密切。妊娠前和早期高血糖易影响
胚胎细胞和胎儿发育；妊娠中晚期血糖升高
会发生胎儿高胰岛素血症， 胎儿过度发育，
形成巨大儿。所以，要想生健康宝宝，须步步

为营。
糖尿病患者，必须计划妊娠。怀孕前

要看内分泌医生和有经验的产科医生，检
测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查眼底、尿微量
白蛋白和肾功能，由医生评定是否适合怀
孕、孕前是否需要特殊治疗。

怀孕期间， 降糖药的选择很关键。如
果孕前使用的是其他口服降糖药，应全部
停用，改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产后，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的需要量

会减少，应调整药量。并鼓励母乳喂养，减少
胰岛素用量。强调在母乳喂养期间，继续使
用胰岛素，而不口服降糖药。
甜蜜快讯：

糖适平：焕发胰岛素内在动力
糖适平刺激胰岛β细胞分泌内源性胰

岛素，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尤其适用于初发
患者及中老年患者。

一次口服30mg糖适平后2~3小时血浆
糖适平达最高水平， 为500~700mg/ml，此

峰浓度水平1.5小时降低一半， 代谢产物没有
降糖活性， 不会发生药物蓄积引起的低血糖
反应。其代谢产物有5%由尿排出，大部分代
谢产物，经肝道系统从粪便中排泄。

糖适平的用药剂量可灵活调整， 每日剂
量为15mg-180mg；糖适平也是目前市面上
降糖药物中联合用药的最佳选择， 可和二甲
双胍、拜唐苹、达美康等口服降糖药物联合应
用， 因为该产品是唯一的轻中度肾功能不全
病人可使用的口服降糖药物。

糖妈妈怎样生个健康宝宝？

互查财产PK保护隐私

［反方］
媒体评论员王志安：保护妇女没

有错,但这样的规定也会伤害到社会
其他的权利基础。

心理专家青音： 即使结了婚,两
个人之间还是要有点边界的,有时婚
姻出问题就是因为太没有隐私了。

［正方］
广东省江门市妇联主席刘展红： 互查

财产能较好地保护夫妻双方财产权， 防止
一方转移、隐匿夫妻共有财产。

江门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妇女维
权专家胡湘荣： 夫妻间财产的知情权远大
于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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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