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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人体胰岛素分泌
不足， 导致空腹血糖超过 6.1�
mmol/L， 餐 后 血 糖 超 过 7.8�
mmol/L 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病，
初期发生多尿、烦渴、多饮、多
食， 消瘦等症状， 重者引发失
明、坏疽、脑出血、中风偏瘫、心
梗猝死。 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虽
能立竿见影， 但患者除遭受打
针痛苦、药物伤害胃肠肝肾外，
还要冒着胰岛功能衰竭， 随时
出现全身器官恶变的风险，最
关键的是打针吃药无法做到杜
绝血糖再次升高及其并发症的
反复发生。

笔者近日走访了霍洪毅教
授。 他说：“治疗糖尿病不是简
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打胰
岛素、 吃降糖药并不是治疗糖
尿病唯一的途径。 无论是传统
保守治疗还是降糖治疗， 都会
有复发的可能。 ”

霍教授这样诠释他的茶疗

化糖法：糖尿病，中医称“消渴
病”。《黄帝内经》认为，引起消
渴病的原因是血瘀体变， 唯改
善体质才是根本出路。 而这种
茶疗化糖法取法自然、 顺应自
然，通过益气、活血、化瘀、改善
虚衰体质，恢复化糖本能，化糖
为能量，保持血糖稳定不超标，
效果颇佳。

为了弘扬和继承博大精深
的中医养生文化，日前霍老中医
编写了一部《巧喝茶，血糖稳定》
科普养生秘笈，为大家解答糖尿
病治疗的疑惑，并指导患者日常
生活保健。 此书一出版，即获得
广大糖尿病患者认可， 口碑相
传，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

该书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
实用性强，很多人一口气读完，
都有茅塞顿开的感受。 书中还
收录了大量真实临床病例和治
疗方法，便于患者对照治疗。 我
省很多患者阅读后， 都对霍教

授的糖尿病养生疗法的独到见
解啧啧称奇！

【特别提醒】：更多中医养生
信息和精彩内容，请阅读《巧喝
茶，血糖稳定》详细了解。 为了更
好普及糖尿病自然养生疗法，霍
洪毅教授自掏腰包在我省公益
发放 200 册，免费邮寄，需要的
读者请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
400-056-6506 索取（不收取费
用，如有违规、敬请举报)。

霍老中医为慕名而来的糖尿病患者细心诊疗

名老中医教您化糖为能量，血糖逐步稳定

不花一分钱 血糖降下来

糖尿病巧喝茶，血糖逐步稳定，远离降糖药、胰岛素毒害

������申领对象： 糖尿病、高血压、视物模糊、脑血栓、冠心病、动脉硬化、末梢神经病变、皮肤瘙痒、
糖尿病足、坏疽、肾病患者

温馨提示：本次我省仅限发放 200册，因申领报名热线电话量巨大，若遇热线高峰请反复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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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免费赠送 仅限 200册

�������名老中医霍洪毅教授编写的《巧喝茶，血糖稳定》一书，蕴含博大精深的中华养生智慧，已经
连续再版，成为糖尿病患者喜爱的畅销书！

400-056-6506申领
热线：

省内免费邮寄
免费送书到家

天弘基金最老
产品登陆网店

作为淘宝理财产品销
售全网第一名，天弘基金淘
宝店所售神器频频扩容，截
至目前，天弘基金淘宝店已
上线9大神器， 总有一款适
合你。 最新上线的两大神
器———“精选神器” 天弘精
选混合和“大数据神器”天
弘云端优选混合， 各具特
色。前者是天弘基金旗下历
史最悠久的老基金，后者是
5月18日刚刚结束建仓期、
开放申购赎回的新基金。一
老一新两只基金均由天弘
投研部总经理肖志刚亲自
担纲， 上线后销量节节攀
升。

■记者 黄文成

华夏基金期权
交易大赛启动

6 月 1 日 ，“期 权 大
师———上证50ETF期权交
易大赛”正式启动。华夏基
金、上交所、东方财富网及
数十家券商联合举办了该
次大赛。比赛分“模拟盘海
选”和“十强决赛”两个阶
段。其中，模拟盘为期5周，
采用滚动报名参与的方式，
模拟盘开始后的第20个交
易日停止接受报名。用户注
册完成后，即获得参赛资格
与50万元虚拟资金。模拟盘
每周业绩排名前1000名选
手可获得10元至100元不
等的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基
金份额奖励。

■记者 黄文成

5月30日，率先进入长沙市场的快时尚品牌优衣
库位于德思勤四季汇购物中心的新店开业，这也是该
品牌位于长沙的第5家店。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快时尚
品牌在消费体验上也进行了创新。这家新店内推出了
数字海报,市民只需扫一扫，便可实时了解到商品库
存、搭配建议等信息，十分新奇有趣。此外，6月20日，
该品牌还将首次进入株洲市场， 入驻株洲王府井百
货，加码布局湖南二三线城市。 ■记者 朱蓉

银企联动，破解
电商融资难

5月28日上午，由湖南
省商务厅主办、长沙银行承
办的“2015年湖南电子商
务银企对接会” 在长沙举
行， 来自湖南各市州的近
200家电子商务相关企业
参加对接会。此次活动是我
省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与
电子商务融合发展的具体
行动之一，将有效缓解电商
企业的融资难题。

记者获悉，2014年，全
省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突破
2500亿元， 网络零售额突
破450亿元， 增幅均超过
100%。 通过此次银企对接
会，长沙银行主动承接省内
电子商务企业发展中释放
的金融需求，做好电子商务
发展中的金融伙伴。

■通讯员 滕江江
记者 潘海涛

快时尚品牌加码湖南市场

陈毳萍：从卖药到定制健康解决方案，围绕健康产业作文章

“人”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从1996年10月下海创办怀仁第一家
药店， 到2011年组建怀仁健康产业集
团，陈毳萍和她带领的怀仁团队，已经
在医药健康领域耕耘了19年。 形成工、
商、零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和多元化经
营， 怀仁走出了健康医药的又一路径。
尽管连锁药店经营面临诸如成本高涨、
电商冲击、政策收紧等越来越多不可控
的因素， 但怀仁仍然连续3年保持30％
的销售业绩增长，这其中究竟蕴含了怎
样的奥秘？

【谈理念】
药房不仅仅是卖药的

身为怀仁健康产业集团副董事长，陈
毳萍说，她有一种深深的无奈：现在老百
姓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富裕了，但患疑
难病症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医治，并
且很多疑难病症没有特效药。

为此，公司特意到欧美、日本等发达
国家去参观学习。“我们发现，在日韩等国
家，药房营养保健产品的销量和药品的销
量比约为8∶2， 而这一数据在我们国家目
前约为3∶7，他们的市民很重视预防，健康
状况比我们好很多。”陈毳萍称，自己很受
启发， 中国的药房不能只是卖药治“已
病”，更要帮助顾客治“未病”，引导顾客预
防保健养生提前预防疾病，这才是未来药
店发展的方向。

因此，除了传统的连锁药店经营，怀
仁集团还开设中医养生馆， 以中医药养
生概念推出了“博世康生命加油站”，不
断地传递治未病理念， 让保健养生成为
一种文化。

对于企业为什么能保
持快速发展，陈毳萍表示，
怀仁人是公司成长最重要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怀仁的标识取汉字三
个“人”的形象，外加一个
圆圈，象征怀仁以人为本，
以团队取胜；在怀仁，不仅
给员工提供一个就业成长
的机会， 更是给员工一个
创业成功的机会。

据了解， 在怀仁3000
多名药店员工中，90％以
上拥有药学、 医学教育背
景， 公司特别重视员工素

质，与3家医药院校达成了
人才培育协议， 直接补助
意向在校学生的学费和生
活费。 拥有执业药师资格
证的员工， 公司每年补贴
12000元，极大地激发了员
工好学上进的积极性。

此外， 公司还在2008
年成立了创业基金、成长基
金、 孝养基金和互助基金，
集团的好项目，鼓励员工合
伙经营和创业，如若员工资
金不够，集团将从创业基金
中拨款给予员工支持。
■记者蔡平通讯员杨欢欢

创业感言

医药企业要想保持较好的
核心竞争力， 关键是要照顾好
员工。公司照顾好了员工，员工
才能照顾好顾客， 顾客才有可
能认同公司的价值， 最后才能
促进企业的发展。

在谈到目前怀仁的经
营选择和发展方向上，陈
毳萍开门见山地指出，“连
锁药店的经营风险越来越
大， 主要原因是其可控性
越来越小。”

因此，以流通、零售起
家的怀仁最终选择了工、
商、零一体化的健康产业
发展思路。“从卖药到卖
健康产品，最后到卖健康
解决方案，这一核心理念
是怀仁投资健康产业园
的动力源。”陈毳萍如此解
释怀仁的产业梦想和模式
尝试。

据了解， 怀仁药业公

司物流配送辐射周边500
公里区域市场， 年吞吐量
达6亿元。药品供应价格平
均下降15%左右， 一些品
种降价超过30%， 品种数
量增加33%。 怀仁目前正
在建设集现代医药物流中
心、 中药饮片养生产品加
工生产， 同时涵盖医药文
化博览、 中医药康复疗养
及养生养老和观光旅游功
能为一体的绿色产业园
区， 打造健康医药的全产
业链模式。 今年2.6万平方
米的仓储物流中心和1.6万
平方米的博世康观光工厂
将首批建成投入使用。

更多创业故事，更多财富
密码， 扫描二维码，45个创客
故事为您一一呈现。

【谈模式】围绕产业链作文章

【谈成长】怀仁人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人物素描

陈毳萍， 湖南怀仁健康产
业集团副董事长、 党总支书记
兼工会主席。1996年与丈夫一
起下海创办了怀仁的第一家药
店。2002年8月成立连锁公司，
2003年9月顺利通过国家GSP认
证，2007年，怀仁进入中国药店
百强连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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