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血压病人服药期间，建议每天进行
1-2次血压检测， 最好是在清晨起床之后
服药之前量一次，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
量第二次。因为通常晨起的时候血压比较
高，降血压药物通常都放在早晨吃，短效
的降压药不能控制到第二天早晨的血压，
所以我们建议在早晨吃药前测一次血压，
这样对控制血压的帮助会大一点。

高血压患者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血压值？

1.�如 首 次 测 量 血 压 数 值 为 小 于
120/80mmHg者，认为是正常血压。如首次
测量血压数值为120-139/80-89mmHg，
认为是正常高值血压。

2.�如首次测量血压≥140/90mmHg，
但小于180/110mmHg,�认为可能是高血
压。 如非同日三次血压≥140/90mmHg，
可诊断为高血压。

3.�如首次测量血压≥180/110mmHg，

认为很可能是高血压， 建议立即降压治疗，
到医疗机构进一步检查评估; 密切监测血
压，直到血压降至安全范围。

降压贴士：
根据美国公布的《美国预防、检测、评估

与治疗高血压全国联合委员会第七次报告》
（简称JNC7）， 提倡降压药物使用长效降压
药，从降压效果、靶器官保护、依从性综合考
虑，无疑长效降压药有明显的优势。

长效降压药的最大问题是， 每天只吃1
次，不可能保持24小时血液中药物浓度完全
一样，长效降压药的降压效果在24小时里也
不可能完全一样，有最好和最差之分，这就

是峰值和谷值。
长效降压药降压稳定性就是用谷值和

峰值的比———“谷峰值”来衡量。根据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颁布的标准，合格的谷峰值应
超过50%。即只有谷峰值大于50%，才能每
天服1次药。 一般正常人每天血压波动在20
毫米汞柱-30毫米汞柱范围内， 其自然谷峰
值也要在80%左右。最新的一些进口长效降
压药，不少谷峰值在50%左右，但作为30多
年老药的降压0号，其谷峰值已达到77%，大
大超过美国规定的50％。因此，降压0号的24
小时降压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定期检查血压是远离高血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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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星沙诚远广告设计工
作室遗失由长沙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1 年 9 月 2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21600236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工商代办 82284857
低价工商税务策划、清理乱帐

8551417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银行无抵押低息贷款，当面放款。
贷款咨询 13786139793

大额资金解决：房地产开发商、在
建工程项目；新建技改各类矿山；
种、养殖业；企业个人等资金缺口。
023-67769668 13648418884全天

友投投资贷款

有无抵押月息 1分 6。 15575978589
快贷一日放款

理财 代办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
对方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湖南宏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由长 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8 月 3 日
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2-2, 注册
号:4301910000103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秦立因不慎遗失工商芙蓉分局
2010 年 5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0260023242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士免费征婚男士只收茶水费
太平洋交友 85214838

82459838

长沙博立天弘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禹，电话：18673109499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怡雅居茶室遗失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2314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品靓鲜榨果汁经营
部财务专用章损坏，声明作废。

声 明

公 告

大学生、白领、模特
18684856664湘女相伴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交友 声讯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垫资炒股票、炒股指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怀化辰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
书，编号:2011-0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盛前于 2012.8.26 遗失身份证
431022197812157216，声明作废。

（诚心求缘） 温柔女子萱 31 岁 1.65
米靓丽温雅寻异地健康激情 男士
圆我梦有缘助你发展 18610754291

李峰医师资格证遗失，编号为：20
0543141430181680114031，声明作废。
张建峰遗失身份证及户口内页， 身份
证号 ３４２１２３１９８１０６２１３９７６声明作废。
张冬运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１１１１９２７１２０６２２２０，声明作废。

宁乡县政府对面，适应宾馆、酒店、 休
闲、KTV、办公，一二楼宜做银行， 有
大量停车场地。 电话:13908490891

3500m2 商业楼五层招租

6层，正忠大厦，宜做办公、办事
处、培训、宾馆、餐饮、休闲等。
地址：雨花区环科园职教城
电话：15570877495王小姐

6000m2 精装大厦出租
转让 租售

位于长沙市八一桥芙蓉中路 585
号一楼的门面出租， 面积 220m2，
电话：15897366333（黄）非诚勿扰

黄金地段门面招租

我厂因工作需要调剂转让
部分设备，3.15 米、5 米、6.3
米立式机床，4×12米龙门
铣，价格从优，欢迎中介。

机床转让

联系电话: 0371-6495143713903850401

钅包

因本人另有发展现将 150m2 的广
告工作室转让，营业中，证照齐全。
联系人：邓先生 18627350868

广告公司转让

韩骥在 2004年 8月 27日颁发的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久久惠超市遗失由长沙市烟草
专卖局 2009 年 3 月 20 日核发
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副本，证号：
43010110624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琨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521198209120018，声明作废。

湖南菜伯伯网上供销经营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为 59104
233-2）、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税 号 为 430105591042
332）、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 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5510017525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盘龙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2010年 8月 18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
码号:5595375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决
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
面形式申报债权。 地址:湘阴县
洋沙湖工业园 联系人:盛小姐
电话:0730-2669818

湖南艾瑞顺钢结构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男 47 岁丧偶独居重感情有修养，
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淑会持家女为
伴，不求贫富、容貌，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590256680本人亲谈
个人征婚：女 35 岁丧偶独居温柔
贤惠，经商经济优，诚寻健康真心
成家男为夫，贫富不限，有孩视亲
生 13723764682本人接听

痴情女佳佳 28 岁高雅有气质体贴
经济优因夫不育离特寻健康男圆 梦
有缘共同发展 18370373049亲谈

本人征婚男 46岁丧偶多年为人随
和性格脾气好,经商事业有成,诚寻
善良孝顺顾家女相伴一生,有孩视
亲生 13424332086本人亲谈

女 33岁丧偶独居端庄贤惠气质佳，
经商收入稳定， 诚寻体健脾气好有
责任心男为伴，贫富地区不限，有孩
视亲生 13424283334本人接听
想家女 40 岁丧偶贤惠知书达理重
感情，经商收入稳定，诚寻健康顾家
有责任心男为伴，其它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927415852本人亲谈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诚
聘
司
机

搬家 拆旧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拆旧酒店、办公楼、门面（装
修）拆除等。 13187317233 李致远 430111199111201717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9年 1月 23日 )

易小红 430624197809114420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8年 10月 17日 )

谭茜婵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派遣证，身份证号 431228198603
23002X。 声明作废

曾军遗失身份证：432524
198909244055声明作废

吴敏遗失集体户籍卡，身份证号:
432503198401120586，声明作废。

程湘衡，43042619741226421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旺丰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不
慎将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贷款卡遗失，卡号为：
43010100000654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不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7 年 11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负
责人：王孟惠，注册号：
4301026000503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景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2年 2月 14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 430193000014457(2-2)s 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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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路：103 路、17 路、29 路（长
城建材市场站下往前 100 米）

地址：湘潭市湘衡路 261 号
电话：0731-52326120 55558855

湘潭有个“牛皮”医生，只准自己吹，不
许别人帮他吹。他是这样解释的，病人在本
院治愈了，感恩的心免不了，会免费帮他宣
传。 别的病人不知道情况，会认为是医托。
医师自己跟病人讲，能把道理讲清楚、讲明
白，患者就会配合医生治疗，病治好了，就
是对医院最好的宣传。 这就是医生的“牛
皮”。

万病同源，万病同治，所有疾病产生的
原因有先天免疫力失调与后天免疫力失调
之分。先天性免疫力失调，是指父母遗传所
致；后天性免疫力失调主要是：睡眠、心情、
饮食不合理三大原因所致。 由于这三大原

因不合理可产生不同的疾病， 表现症状各
异，但万病同源。治疗就应根据患者不同的
症状、轻重，体内毒素积聚的多少，据情开
方下药。 排毒祛邪，提高免疫力，杜绝发病
源， 病才能真正治好。 疾病的治病原理相
同，所以万病同治。

本院通过多年实践，反复总结验证，治
疗以下病种特效：

一、各种顽固性头痛、眩昏症（美尼尔
氏症）、面瘫。

二、各种顽固性慢性咽炎、声带息肉、
失音。

三、各种顽固性脱发、斑脱、全脱。

四、各种程度慢性胃病、胃溃疡。
五、各种慢性中耳炎。
六、各种久治不愈的颈腰椎病及风湿、

类风湿、肩周炎、痛风症。
七、各种顽固性鼻炎、鼻息肉。
八、各种反复发作的内外痔疮、脉管炎

（静脉曲张）。
九、各种顽固性咳嗽、甲亢、过敏性紫

癜。
十、体质差、免疫力低下、全身乏力、经

常感冒、妇女经期失调、人工流产后闭经及
各种疑难杂症。

敬告所有肿瘤患者， 本院免费为各种

肿瘤患者开方，效果显著，不要错过良机。

只要你想好，就有希望了
———湘潭市林敏医院

湘潭市林敏医院
湘潭市金康白癜风中医中药
治疗临床研究中心

病病

经济信息

本报8月28日讯 岳麓区迎来了新的
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长
沙河西支行。 渤海银行成功落子河西，为
谱写服务湖湘经济拉开了新篇章。

渤海银行河西支行提供了柜台、理
财、个贷、留学金融等全功能零售银行服
务，将为河西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和市民带
来该行最佳的系列产品， 涵盖公司银行、
中小企业、贸易融资、财富管理、信用卡、
网上银行等服务。

据记者了解，在今后的发展中，渤海银
行长沙分行将突出重点， 集中有限的信贷

资源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推出系列创
新举措， 匹配专门人力物力财力； 优化流
程，加快优质客户信贷审批流程，信贷投放
做到快速精准；创新模式，加大为客户的产
品服务创新力度，产品支持做到个性贴心；
优化服务， 为客户制定周到的金融服务解
决方案，金融服务做到细致全面。

同时，根据客户的金融需求，将在巩
固发展存、贷、汇传统业务的同时，不断创
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拓宽金融服
务领域，为客户提供服务。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夏崴

渤海银行
长沙分行落子河西 本报8月28日讯 今日，2012港湘

金融合作专题研讨会在长沙市举行。香
港提供上市服务的金融机构召开专题
讲座，助推我省企业到香港融资、上市
和了解人民币产品。

副省长韩永文表示，融资对于我省
16万家中小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希望香
港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能来湘寻找好
项目，帮助我省企业走向国际平台。

截至今年6月底， 香港银行在湖南
有3个营业点，主要集中在长沙及岳阳。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副局长梁凤仪说，今后，香港将进一
步打通湘企境外筹资渠道，私募基金和
创投基金也很看好湖南的高科技企业。

■记者 未晓芳 通讯员 邵林楠

香港金融机构助湘企
打通境外投资渠道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行
长汪泷表示：“渤海银行长
沙河西支行的设立， 不仅能为
大河西先导区经济发展贡献绵
薄之力， 也将增强渤海银行长

沙分行向当地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的实力。”

分行行长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