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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股亮中报“猪肉”唱主角
股价涨幅最高公司：新五丰 业绩增长最快公司：紫光古汉
最赚钱公司：三一重工 大方分红公司：唐人神和爱尔眼科

目前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包括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两大
类。 原发性高血压目前尚未找到根治的方
法， 而继发性高血压有可能通过除掉病因
达到根治目的。

适合接受外科手术或介入治疗的继发
性高血压包括：1.嗜铬细胞瘤。患者的肾上
腺髓质或交感神经节的嗜铬细胞发生肿瘤
会导致血压升高。 通过外科手术将肿瘤切
除，可使血压明显下降。2.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主要由肾上腺肿瘤、肾上腺增生等引
起，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肿瘤治愈。3.肾血管
性高血压，主要由肾动脉狭窄引起，外科手
术或介入治疗可解除肾动脉狭窄， 达到降
血压目的。4.某些脑部肿瘤或脑外伤可引起
中枢系统血压调节的功能障碍。 手术摘除
肿瘤后，能达到降压目的。5.主动脉狭窄和

多发性大动脉炎。手术解除动脉狭窄，病人
的血压就能恢复正常。
降压知识

血压多高，才能确诊为高血压？通过这几
年对于高血压和冠心病、 糖尿病等关系的研
究，以及流行病学数据分析的结果，现在把正
常血压的标准定为低于120/80毫米汞柱。如果
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属于高血压；介于
120-139/80-89毫米汞柱之间属于正常高值。

“所有的高血压患者，以及处于正常高值
者，都应该也必须认真改变生活方式。”方圻教
授说：７０％的高血压通过减轻体重、戒烟、戒
酒，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坚持适量体力
活动，膳食适当限制钠盐，减少脂肪摄入量，增
加蔬菜、水果等，都有助于保持血压正常。

方圻教授透露，卫生部心血管疾病控制
研究中心已经开展百万高血压健康计划，在
社区推行高血压防治教育。在这方面，北京
双鹤药业作为高血压防治领域的领军企业，
已经早早的走在了社区防治教育的前面，降
压0号也因此得到众多高血压患者的信赖，
成为社区卫生中心的常用药。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

主任 胡大一 博士 王吉云

手术根治继发性高血压
邓女士问：我和邻居大姐同

时诊断出高血压，医生只让她吃
药，怎么要我开刀呢？

一汽丰田:依靠品牌价值张力下
冲击 55万年度销售目标

入夏以来， 今年的汽车市场一反往年清
淡惯例现象，各种重磅新车接连投放，各品牌
层出不穷的市场营销模式一一登场，一时间，
车市竞争如同温度一样，持续火爆。

三季度开始后，日系车企开始发力，大有
把上半年因地震影响的市场追补回来之势。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包
括东风日产、一汽丰田、广汽本田在内的三家
日系车企成功杀入轿车销量前 10 位， 其中，
一汽丰田更以月销环比 44.79％的增长远远
领先其他乘用车企业，表现异常抢眼。

据了解，7 月份一汽丰田销量突破 5 万
7 千辆关口，这也意味其从地震导致的产能
不足低迷状态中完全走出；同时，公司副总
经理高放对外表示， 现在各 4S 店现车与零
部件供应充足，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以多种
方式拉动销售，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完成
年度 55 万辆的销量目标具有十足的信心和
把握。

地震后的产能和销售回归
4、5 月间，受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一汽丰

田产量锐减，旗下 4S店一度无车可卖。
6 月中旬，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宣布恢复生产， 通过一系列感恩回馈活动感
谢消费者。

7 月， 一汽丰田高层在接受媒体采访中
纷纷表示， 不会调整原定销量计划， 对完成
55万辆的年度目标充满信心。

8月初， 一汽丰田宣布 7 月份销量突破 5
万 7千辆大关，超额完成当月任务，并创造了
自成立以来第二个单月销量纪录， 这一数字
标志着一汽丰田触底反弹， 彻底摆脱产能不
足的低迷状态，恢复了后劲十足的增长势头。

价值张力覆盖下的危机跨越
业内人士认为， 对于地震危机和困难的

跨越， 是一汽丰田依靠品牌张力的经典表现

之一。 2010年上半年， 美国爆发的召回风波
波及中国市场， 也曾一度出现部分消费者的
动摇、质疑和观望；但就在同年，一汽丰田最
终仍然有 52 万辆的销售成绩，这同时可以看
出，一汽丰田品牌稳固的价值基础，赢得了市
场的认可。

而后今年 2 月， 美国公路安全管理局
（NHT-SA）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调
查后分别报告称“丰田车辆中不存在足以引
起危险的高速意外加速的电子系统缺陷”，给
这场近似于“国际玩笑”的风波划上了句号，
丰田得以正名。

危机后的回归，困境中的反转，其中老客
户坚定的支持与信任，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而这种信任，则是对车辆价值认可的最好
体现。 价值张力也已经成为一汽丰田赢回市
场、获得理解和认同的关键因素。

体验营销，感恩不止
一汽丰田坚信感恩， 正是消费者的信任

和老客户的口碑， 让一汽丰田不敢懈怠于汽
车质量，终使大浪中屹立不倒。

感恩不止于旧，更在推新。 2011 年 6 月，
一汽丰田如约推出数款新品， 千方百计为消
费者兑现带来更有价值的产品承诺。 7 月 1
日，一汽丰田推出皇冠真皮天窗特别版，加装
多项动感装备， 将皇冠大气儒雅的传统形象
与时尚动感的年轻气质相结合。 8月初，一汽
丰田又推出了 2012 款花冠，外观、内饰进行
了多项革新，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据悉，令人
期待 2012款 RAV4也已如期推出。

与此同时，“幸福抢乐汇”、“周末限时喜
上喜”等一系列经销店终端活动，亦为感激消
费者在大地震中的耐心等待而诚意奉上，我
们有理由相信， 在一汽丰田的诚意及众多利
好营销下， 便是大地震也不能阻止一汽丰田
提振 55万辆的年度销量目标。 ■马艺芳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打鼾可能导致猝死
打鼾又称打呼噜， 医学上称为"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症"。在很多人眼里，打鼾不是病，除了影响别人的休息和
睡眠外，打鼾本人不受任何影响。 果真如此吗？

现代医学证明，打呼噜轻者造成大脑缺氧，出现头痛、
头晕、口干、口苦、精神疲惫、白天嗜睡、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重者可引发高血压、心脏病、性功能减退、女性月经不调，甚
至造成睡眠窒息导致中风、偏瘫、猝死等，严重威胁生命。

我国批准了唯一一个国药准字号止鼾专用药---"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规避了手术、机械止鼾对身体的
损害。 经临床及消费者多方验证，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对治疗打呼噜有奇效。
"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以红景天为主药，配以麻黄、

土木香、半边莲等多种名贵药材，重在宣肺利咽、润肺化痰，
还具有抗缺氧、抗疲劳之功效，可改善打鼾时由于呼吸暂停
现象出现"低血氧症"，改善人体内在神经失调及组织紊乱，
避免诱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猝死的发生。

经临床证实：服用君碧莎红草止鼾胶囊 3-6天，鼾声
变小、呼吸暂停现象基本消失，18天以后呼吸通畅、打鼾
消除，睡眠沉静，两个疗程基本治愈打鼾。 读者朋友如需
了解更多可拨打电话 0731-89977726进一步咨询。

指定销售地址：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贵富康药号（市一中对面）
●衡阳：古汉大药房（南华附二院对面）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长沙销售地址：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面）

经济信息

“猪肉”股提振湘股农业板块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非
常明显，从半年报情况看，生猪养殖的湘股新五丰
和大康牧业增幅分别为376%、107%。

2010年猪价低迷以及不断上涨的玉米价格导
致养殖业利润低下， 极大打击中小养殖户积极性，
陆续退出生猪养殖市场, 因而导致11年供需偏紧，
猪价走高。2011年上半年，在肉价走高的带动下，养
殖行业高度景气，饲料行业由于下游养殖的拉动和
龙头企业的扩张也逐渐进入景气周期。

业内人士指出，行业高景气，猪肉概念股业绩
高增长可持续。从母猪补栏到对应商品猪出栏需要
一年左右时间， 短期内供需缺口难以弥补， 因此
2011年生猪供应总体紧张， 全年生猪均价有望在
14.5元/公斤左右，较2010年涨30%以上，自繁自养
头均盈利全年在400元以上，较2010年翻两番。

机械商业股增势不减
湘股中的主力军：机械、商业百货股，业绩增长

表现突出。
三一重工201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63亿元，同比增长79.1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59.39亿元，同比增长106.57%，成为上半年
湘股中最赚钱的公司。 摊薄后每股收益为0.78元，
高于市场此前的预期。 中联重科上半年营业收入
241.48亿元，同比增长50.09%，实现翻番。

另外，作为湖南三大商业巨头，友阿股份、步步
高、通程控股业绩也实现稳步上升。随着公司扩张
脚步的加速，步步高业绩水涨船高，上半年营业利
润达1.98亿元，同比增长47.12%。而友阿股份则比
去年同期增长40.30%。

两家公司大方分红
目前，上市公司2011年中期业绩披露工作已经

结束， 湖南上市公司分红家数偏少的状况延续，中
期仅有2家出手大方：唐人神和爱尔眼科，占公司总
数的3.1%。

唐人神（006527）于7月19日发布2011年中报，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25.81%。 作为新上市公司，唐
人神比较大方，中期分红每10股派送现金2.1元（扣
税后10派1.89元）。今年6月以来，猪肉价格一直居
高不下，尽管期间有所回调，但进入8月后便又回到
了高位运行。 机构对于公司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
仅6月一个月， 就有20多家券商和基金公司赴公司
进行实地调研。

另据爱尔眼科2011年半年报，公司董事会提
出了较为丰厚的中期分红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6股。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8亿
元，同比增长57%，为股东创造净利润7983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52%。截至中报报告期末，爱尔
眼科已投入募集资金5.7亿元。 其中公司利用超
募资金投入的22个项目上半年已实现1083万元
的效益。

湘股2011年半年报公布完毕，细读这份成绩单，共48家湘股上市公司实现上半年
同比增长，其中紫光古汉以3603.86%的增幅排在首位。虽然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半年
报行情有些冷清，但湘股中的猪肉概念股表现相当抢眼，成为今年中报主角。

■记者 赵伟 实习生 黄文成 李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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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每股收益(元)
SZ000917 电广传媒 1
SZ000900 现代投资 0.99
SH600031 三一重工 0.78
SZ002277 友阿股份 0.6
SZ000157 中联重科 0.6
SZ002251 步 步 高 0.57
SZ002155 辰州矿业 0.51
SZ300216 千山药机 0.5
SH600458 时代新材 0.46
SZ002397 梦洁家纺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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