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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冠字号， 即钞票左下角的10位编
号，人民币实行“一票一号”制管理，因而冠字号
具有唯一性，相当于每张钞票的“身份证号”。

人民币冠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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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22日本周六在湖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17楼学术报告厅， 由上海中医药
大学孙丽红教授将为市民带来一场 “管好
自己的嘴，生了肿瘤怎么吃？”免费公益讲
座。 孙教授将针对不同肿瘤的饮食禁忌详
细为市民解答。

孙丽红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营养学
教研室主任， 师从我国著名肿瘤权威何裕

民教授（即将亲临长沙），是我国为数不多
的专业从事肿瘤饮食研究的专家之一。应
邀在国内多地举办160多场“生了癌，怎么
吃”的健康讲座，深受欢迎。

常言道：“病从口入”， 在不经意间，一
个微小的生活饮食习惯也许就会有致癌的
风险。很多肿瘤患者病情的发生与发展，与
饮食行为不当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指出，肿

瘤的发生：40%左右都归因于吃！饮食对肿
瘤的发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会吃不会
吃，显得尤为重要。当务之急，不利于癌症
治疗、康复的饮食习惯，我们必须改掉！

很多患者常常纠结于： 乳腺癌可以吃
豆制品吗？蛋白粉可以吃吗？吃鸡还是吃鸭
好？蜂胶、阿胶可以服用吗？人参吃了真的
好？虫草可以服用吗？什么是发物？不同的
肿瘤，到底怎么有针对的科学饮食？

孙丽红教授将携同名书籍“生了癌，怎

么吃？”在现场为读者介绍肺癌、乳腺癌、胃
癌、肝癌等多种不同癌症的不良饮食习惯，
并会详细的为肿瘤患者进行最权威、 针对
性饮食指导。

孙教授认为就肿瘤而言， 食疗至少可
以起到以下三方面的效果。

（1） 正确的食疗可以使患者康复得更
好，但同时也要管好自己的嘴。

（2）经过治疗的肿瘤患者，注重饮食疗
法可大幅度降低复发率，明显提高生存率。
因此肿瘤患者怎么吃，是康复的关键。

（3） 肿瘤患者的饮食不能按照普通人
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禁忌来处理。 合理运用
某些食物提取物或药食两用之品， 可通过
调整多方面功能而促进康复。

讲座现场免费为读者赠送各类康复资
料

时间：9月22日上午9点
地点：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楼

学术厅，湖南日报社站或松桂园站下车
肿瘤权威、 世界杰出华人奖获得者何

裕民教授，将于近期亲临长沙门诊
热线：0731-85568758何裕民教授长

沙工作室

周末免费听讲座———管好自己的嘴，生了肿瘤怎么吃？

9月14日，“女人世界”项目发布会暨
招商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现场人气爆
棚,众多品牌商家集体签约女人世界。

作为深圳“女人世界”的姊妹店，长
沙“女人世界”从营运管理、品牌资源、团
队组建等各方面进行完美复制，“‘女人
世界’进军长沙，就是希望能够复制深圳
‘女人世界’的成功模式，在长沙打造一
个物美价廉、 产品丰富的女性消费场
所。” 深圳女人世界商业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林瑞基介绍，
“女人世界” 项目20%的面积将用来自
营，这不仅能够给商户予以信心，而且可
以保持整个项目商业运营的稳定。

目前，“女人世界” 是长沙首家女性

主题购物商场，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与太
平老街街口位置，积聚超高人气让“女人
世界”魅力不减。特意从湘潭赶来参加活
动的宋小姐告诉记者，她很看好“女人世
界” 这个专为女性群体打造的商业项目，
“‘女人世界’的定位十分精准，这个社会
女性消费占据了大半个市场，女性消费时
代已经来临”。 而来自益阳的吕先生则表
示，“女人世界”独有的商业位置、一流的
营运团队是最吸引他投资的理由。

该项目开发商湖南力拓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飞龙表示，“作为长沙
首个女性主题购物商场，‘女人世界’与
众多品牌商家的签约合作， 将为长沙的
女性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购物消费体验，

成为长沙的又一商业地标。”
据悉，长沙“女人世界”项目将在9月

23日盛大开盘，现已正式接受诚意认筹，
全城仅5天，交5万元另享开盘96折钜惠，
数千诚意客户翘首以待。 ■记者 黄帅

“女人世界”绽放星城
9月14日项目发布会暨招商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众多品牌商家现场签约

可记录钞票号码的ATM机现身长沙
喜：若取到假钞有了索赔依据 忧：仅能保存3个月到半年左右

国 药 品 质 OTC 产 品 药 到 付 款 零风险购药
牛皮癣 - 永别了
专业男科 只为男人

地址：长沙车站南路 715 号（火车站南 1 公里）

湖南性保健研究所
附属医院

健康热线： 8384�6666
︵
湘
︶
医
广[2011]

第11--1231-724

号为方便就诊国庆期间专家照常上班

银行ATM机会吐假钱？
这可能是真的。今年3月本报
就曾报道，有网友爆料称，在
某银行ATM机取1000元现
金，回家后发现其中6张为做
工粗糙的连号假钞， 事主第
二日到银行投诉， 但由于拿
不出证据而被银行全盘否
认，只能自认倒霉。据记者了
解， 该类ATM机取出假钞的
客户投诉， 今年在长沙就发
生过多起。

因此，网友“三湘才子”劝
诫去银行ATM机取款的市
民：“取钱不能晚上取，不能一
个人去取， 不能让别人代替
取，不能揣钱去取，取钱要对
着摄像头数。”

“有了这种清单， 在一定程度上能
证明现金来源，避免假币或破损钱币给
工作上带来的麻烦。” 长沙某公司做出
纳工作的张小姐说。万一储户和银行发
生假币、损币纠纷时，冠字号清单就能
够更容易地厘清责任方，并追溯钞票来
源。据悉，今后在柜面办理存取款业务
时也正酝酿提供打印冠字号的服务。

市民在打印冠字号码清单后，仍可
打印存取款回单。不过，回单采用的是
热敏打印技术， 字迹仅能保持3个月到
半年左右。

据记者了解， 我省银行业已将实行
假币追溯提上议事日程。 部分银行也酝
酿对自助机具进行相关升级改造， 今后
可打印冠字号的ATM机将增加。

如果从银行取出的钱能够有记录，
将解决“现金离柜，概不负责”的问题，
给储户吃颗“定心丸”。

“具有记录钞票冠字号码功能的
ATM机首批已应用于长沙市区14家网
点。”17日，银行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开通
该功能的ATM机可记录存入、取出钞票
的冠字号码。 客户可自行选择在交易凭
条上打印钞票冠字号码、留存信息。

当天上午，记者在这款加载了新功
能的ATM机上插入银联卡， 输入取款
1000元，机器随即“吐”出10张100元大
钞。随即屏幕提示：“打印冠字号”。点击
该按键，ATM机随即吐出一张全英文的
清单。记者对比发现，其上记录的冠字号
码和取出的这10张百元大钞完全一样。

不仅是取款，到这台ATM机上存款
也可以打印冠字号。

在ATM机上取到假钞，向银行索赔又没证据。今后这种担心将一去不返。9月17日，记者探访体验
了长沙首批正式投用的冠字号码ATM机。 这种新式ATM机能记录钞票的冠字号码，也就是每张钞票的
“身份证号”，客户存取款时可自行选择把交易钞票的冠字号码打印在凭条上。

“以前曾发生过ATM吐出假钞的小概率事件。今后市民若遭遇假钞，凭条就能作为索赔依据。”银行人士表示。

■记者 邱玉峰

▲▲ ▲
【现象】
ATM机取到假钞难举证

【体验】 存取款均可打印冠字号

【安全】 清单可记录每张钞票的来源 新ATM机能记录钞票冠字号。实习生唐俊摄

本报讯 近日，工行湖南省分行与中
南纸业市场等省内30家服装、建材、农产
品等大型商品交易市场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针对商品交易市场内个体工商户和
小微企业高度集中的特点， 该行通过创
新运用第三方保证、联保、组合担保等方
式，大幅降低了融资成本。全省4万余家
在商品交易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将由此受益。

根据协议，省工行将通过专门的客
户经理服务团队和组建“工银商友俱乐
部”等方式全面加强对大型商品交易市
场和市场内商户的金融服务，并提供结
算优惠、便利融资等专属金融产品支持
市场和商户的经营发展。

■记者 邱玉峰

工行小微金融“牵手”
全省30家商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