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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高血压是指继发于其他疾病或
原因的高血压，简而言之，就是能找到病因
的高血压。“相当多的病人自以为是原发性
高血压，没有做系统检查就自己吃药控制，
其实有5%的高血压病人属于继发性高血
压。”专家说，“继发性高血压中，内分泌高
血压最多见，但也最容易被忽视。”

专家提醒，市民特别是身体肥胖、皮肤
有“肥胖纹” 的人就诊时如发现血压浮动
大、四肢无力、血钾有变化、血尿或明显蛋
白尿等时， 应第一时间到医院的内分泌科
进行相关检查， 而不应一味地依赖降压药
品。高血压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出现高血
压的患者应当查明原因，切勿滥用降压药。

降压知识：
秉承“关心大众，健康民生”的企业宗

旨，双鹤药业常年热心基层卫生服务工作，开

展城市社区和基层农村卫生服务的知
识推广活动。近年来双鹤药业斥资千万
元，聘请资深专家走进社区，组织医药
大篷车开进村寨，为数以百万计人民群
众测量血压，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普及
健康知识，向基层卫生医疗单位赠送药
品，受到了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2007年，双鹤药业在全国25个城
市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国行之双鹤
高血压社区规范治疗全国行” 活动，
邀请高血压顶级专家，针对社区卫生
服务的特点，开展大型社区医生培训
74场，培训社区医生1.3万人。通过对
这一万多名社区医生进行的问卷调
查显示， 在社区医生中0号的知晓率
达92.2％，76.9％的社区医院有0号产
品， 社区医生对0号的产品特性也非

常了解，84％的社区医生认为0号
一日一片方便患者长期坚持服
用，有很好的依从性，82％的社区
医生认为0号是能有效控制血压
的长效降压药， 还有76％的社区
医生认为0号临床使用30多年，无
不良反应报告，安全性高。

目前，0号产品累计生产30多
亿片，在全国约有900万固定病人，
是我国使用人群最多的降压药，具
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 通过三十多
年临床应用的检验，0号已成为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门诊、农村
县乡医疗卫生机构的必备降压药
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的0号”。

高 血 压 免 费 咨 询 电 话 ：
8008103536

继发性高血压小心误诊经济信息

没有银行卡，跨境汇款遇到难题

曾女士的女儿今年高中毕业， 考取
了美国加州的一所大学。由于女儿是第一
次出国，在美国又没有熟人，因此家里在
女儿出国前十分细心，把该做的准备工作
全做好了。 前几天刚依依不舍地将宝贝
女儿送走， 没想到女儿一到国外就遇到
了麻烦。

“现在连银行卡也丢了， 钱也取不
了，这可如何是好啊。”由于银行卡补办
需要一段时间，女儿如今身无分文，又人
生地不熟，急需一笔钱解决燃眉之急，只
能向家里求助。 无奈之下曾女士只能找
到银行，而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曾女士，跨
境汇款一般到账时间最短需要24小时，
长的要好几天， 这让曾女士更加心急如
焚。“女儿在那边急得不停打电话， 我一
时找不到什么办法给她汇钱过去。”

无需账号，全球汇款只需10分钟
就在曾女士感觉万般无助的时候，

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她， 中国银行可
以10分钟内收到汇款。据了解，这是中国
银行最新推出的一款速汇金业务， 无需
收款人提供银行账号， 即可实现快捷简
单、安全可靠的国际汇款的服务。

“速汇金汇款的特点就是一个‘速’
字，款项通过全球外币汇款系统汇出10
分钟左右，收款人即可在网点营业时间
内取款，对于急于用款的客户而言是极
佳的汇款方式。”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个人金融部产品经理胡春晖向记者介
绍。

同时他表示， 速汇金的办理手续十
分简单， 无需知道收款人开户的银行及
其账号， 只需提供收款人姓名等简单信
息， 在款项汇出后将该笔汇款的业务的

八位数交易代码告诉收款人即可。“数分
钟后， 收款人只要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和八位数交易代码， 即可在境外任意一
家中国银行网点办理解付手续并收款，
整个既方便又快捷。”胡经理介绍说。

据了解， 速汇金即付系统在全球实
现了电脑联网，逐笔记录汇款细节，核对
无误后授权付款， 所有资料储存和处理
全部电脑化， 取款人凭汇款交易代码支
取汇款，业务过程安全可靠。“相比其他的
跨境汇款方式，速汇金的手续费用要低得
多，为客户实现了很大的优惠。”胡春晖解
析说。

用来应急，每天不得超过2万美元
通过速汇金业务， 曾女士的女儿很

快收到了妈妈汇过来的5000美元。 曾女
士长舒了一口气。

“这种小额汇款主要用来应急，并且
每天限汇两次，每次金额不得超过1万美
元。”胡经理介绍，目前，中国银行速汇金
业务在境内汇出支持英镑、 美元和欧元
三种外币，境外汇入时只支持美元。据了
解，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此次推出的速
汇金汇款业务，将在湖南省内的394家中
国银行的网点全部开通。“从前境外汇款
需要多次周转， 如今通过速汇金业务可
以不受地区限制， 在任何网点都可办
理。”胡经理介绍。同时，中国银行拥有全
球3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家的海外机
构网点， 如此大的覆盖范围为客户的业
务办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无需账号，留学汇款10分钟到达

近日，记者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了解到，“出国留学，中行有约———湖南分行第二届留学生金融节”
已正式启动，为广大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

作为国内首家获批办理外汇留学贷款的银行，目前该行可以提供美元、英镑、日元、欧元、港币等五个
币种的外汇贷款，借款人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在此期间，中行还推出了六大优惠活动。不但可以减免费
用，还有机会参加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银行幸运实习周”活动，亲身经历澳洲银行的工作环
境。同时，针对美、英、法、德、澳等多个国家，中行分别制订了不同的推广计划，以便为湖南省内的留学生客
户提供更加专业和周到的金融服务，详情可登录中国银行全球门户网站www.boc.cn或致电95566查询。

相关链接

一次性治愈牛皮癣病好不复发再付款
成都市白求恩国际医学院是一所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大型皮

肤顽症诊疗机构，本中心由国内外几十位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强强联手以
现代化，科技化，专业化创新为龙头，在传统中医药基础上，反复研究与实践，
经过数千次临床验证，成功研制出攻克牛皮癣的特效药物“丹参癣康王”。

该药临床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牛皮癣,湿疹，不仅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
痒，消斑润肤之功效，而且更能彻底阻断牛皮癣及各类皮肤病基因复制，激
活正常细胞再生，提高人体免疫力。一些医学界不能破解的医学难题，在我院
成功破译。该药最大的特点是愈后不复发，抗复发性强，只需口服，不需外用，
无毒副作用，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是目前治疗皮肤顽癣的首选良药。

为让全国患者切身体验高科技新药成果———丹参癣康王的独特疗效，
面向全国举办免费赠药活动，不便前来的患者开设邮寄业务，只需来信写
清病情年龄、地址电话，我院收到信件后即可免费为您邮药，也可发手机短
信、网上留言、直接电话联系，病好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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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三年总共可省息超过10万
元。”近日，在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咨询贷
款的一私企老板李林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是自渤海银行进驻长沙市场以
来，为支持私营企业成长提供的一种全方
位的金融支持。

据了解，2007年，渤海银行首次将在
国际市场销售获得成功的贷款省息账户
产品引入中国，着眼于客户需求，融合国
际省息理念，“渤乐·省利通”将活期存款
账户与贷款账户关联， 节省贷款利息自
动返还至活期账户或归还贷款本金，节
省金额最高达56%。

“每月月供不变， 但每季返还省息，
为客户减轻还款压力。”渤海银行风险总
监赵峰介绍， 个人购房也可以办理省利
通业务，客户可以将闲置资金存起来，有
用款需求时也可以随意取， 只要账户有
余额，就可以省息获利还房贷。系统自动
计算每天省息金额， 存款越多， 省息越
多，存款越早，效果越好。

■记者 陈张书 通讯员 夏葳

去渤海银行贷款
最多可省利息56%

汇款10分钟到达，解了留学生燃眉之急。

“女儿刚刚到美国， 一走出
机场，就发现钱包找不到了。”近
日，家住长沙芙蓉区的曾女士急
得焦头烂额。又到出国留学的旺
季，家长们在精心为子女安排好
出国需注意的各种事项时，却也
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记者 陈张书 实习生 王立成

第二届留学生
金融节启动

本报讯 天弘基金近日公告， 添利
A于9月2日开放申购与赎回，开放日仅
1天，工行、邮储银行等代销机构网点有
售。公告显示，添利A无申购费，投资者
持有3个月赎回时需承担0.1%的赎回
费，但持有超过3个月后将免除赎回费，
投资起点仅1000元。

添利A每3个月开放一次， 其性质
类似3个月期银行固定收益型理财产
品，享有1.3倍一年期定存利率的年化收
益率。 按目前一年期定存利率3.5%计
算 ， 添利A的年化收益率将上调至
4.55%， 这将是该产品今年以来的第三
次上调收益率。目前的通胀形势依然严
峻，央行仍有继续加息的预期，添利A有
望继续搭乘加息的“顺风车”，收益再上
台阶。

专家分析指出，各大银行网点近期
的理财产品卖得如火如荼，甚至出现排
队抢购的火爆局面，通胀环境下的理财
需求迫切。在同类低风险产品中，添利A
的收益具有确定性，且处于同类产品的
较高水平，与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
百万投资起点的银行理财产品相比，添
利A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胀
理财工具。 ■记者 杨斯涵

天弘添利A
周五开放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