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发青睐中小微企业
近日， 浦发银行中小微企业客户综

合金融服务体验活动在株洲拉开帷幕，
受到数百位中小微企业代表的欢迎，多
家企业成功从浦发银行融资。

浦发银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推出了一系列特
色金融服务产品。该行2012年上半年新
增贷款中的62.34%投向了中小微企业，
新增中小微企业授信客户191家。

■通讯员 赵书生 记者 刘永涛

泰康“名媛”邵阳聚会
近日， 由泰康人寿邵阳中支主办的

“泰康人寿第十二届客服节女性专场晚
会” 在铖景泰大酒店华都大剧院隆重举
行，邵阳中支客户中500余位名媛佳丽盛
装出席。 泰康人寿邵阳中支总经理曾琼
女士表示， 邵阳泰康在恰逢成立九周年
暨第十二届客服节火热开幕之际， 为客
户精心打造了这场女性魅力体验盛会，
旨在扩大女性社交范围，发掘自身魅力，
共享“快乐、爱家”新生活。

■通讯员 王志平 见习记者 肖志芳

炎炎季节，孩子更需补锌
2012年伦敦奥运会正如火如荼的展

开，因为时差，很多比赛项目都在北京时
间的凌晨开始， 长沙安贞妇产医院赵峥
嵘主任提醒，长时间熬夜看奥运会，会导
致患妇科病的几率明显增加， 长时间窝
在沙发会更容易引起妇科炎症等。
不规律、不科学的饮食导致多种妇科病

奥运会期间， 很多女性朋友为了提
神会喝过多的咖啡， 也有的女性朋友可
能偏爱吃辣、甜或油腻的食物。赵主任是
这么解释的：女性的不规律、不科学的饮
食可能会使身体酸碱失去平衡， 从而诱
发妇科疾病。
不要因为看比赛太过专注， 而忽视了身
体健康

在奥运会期间， 精彩的比赛远远超
出了一切， 许多女性早已经将妇科病抛
至九霄云外，就算有不舒服也一忍再忍，
想等到奥运会结束后再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会导致轻度宫颈糜烂变为重度宫颈
糜烂、 轻微的妇科炎症过渡为严重的妇
科炎症。

赵主任认为，奥运期间应适当锻炼、
保障睡眠充足、合理饮食，使身体保持在
健康状态。
长时间坐在沙发上看比赛易引起妇科炎症

女性朋友看奥运比赛， 不要长时间
坐在不透气的沙发上，尤其是在月经期，
这样很容易给细菌创造滋长的温床，引
起急性妇科炎症。 霉菌性阴道炎喜欢钻
这个空子，所以看比赛时不时换换座，走
动走动，不要赖在沙发上不起来。

看奥运也容易引发
妇科病？

有数据显示，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中小
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85%
的城乡就业岗位，最终产品和服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占全国企业的
54.3%。可见，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当中小企业资金匮乏的时候，却
出现了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型银行主导的金
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匹配；其

次，地方银行规模小，难以满足中小企业
巨大的融资需求；此外，中小企业本身也
存在一些运营、管理漏洞。

因此， 对逐渐兴起的民间金融行业，
政府理应包容其成长，大力引导，使之走
向规范化、阳光化，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经
济稳定发展。

纵观整个湖南地区，最具代表意义的
民间金融机构当数盛大金禧投资集团，虽
然集团入驻湖南的时间较短， 但是15年

的行业经验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拓
展地方市场。

2012年7月盛大金禧投资集团正式
开展招商加盟项目。合作共赢的加盟模式
相较于同行，其发展步伐更加迅速、稳健。
目前，仅一个月时间，湖南地区已有娄底、
郴州、常德、衡阳、永州等多个市级加盟公
司进入开业筹备阶段，其扩张速度及规模
均令业界人士惊叹。

■通讯员 丰泽娟 记者 刘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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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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热季节，孩子排汗较多，锌会随着
汗液流失，导致孩子食欲下降，这样从食
物中获得的锌也相应大大减少。更为严重

的是， 缺锌直接导致孩子免疫力下降，容
易诱发孩子感冒、 痢疾等疾病的发生，严
重的还会引发其它疾病。夏季一定要注意
及时给孩子补点锌制剂。
给孩子补锌要遵循以下几点：

首先，选择液体离子锌，不增加胃肠

道负担，易吸收。如葡萄糖酸锌口服液，温
和、安全，更适合儿童、老人、孕妇等人群。

其次， 选择补锌产品必须安全第一，
服用后在体内无杂质残留，如：葡萄糖酸
锌口服液，服用后就无任何的其他成分残
留于体内。

虽已立秋，但星城的气温仍在不断
攀升，家装市场又迎来高峰。如果你正
在装修新房， 有全套家电的购买需求，
通程电器在本周五启动的家装电器团
购节，就是购置家电的一个好时机。

全品类齐促销
昨日，笔者从通程电器副总经理田

刚处获悉，此次家装电器团购活动得到
了300多家电器厂商总部的特别支持，

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各类小家
电、数码产品均参与到促销中来。在品类
集体折扣降价的基础上，还针对市场上畅
销型号、主流机型，通程电器也在活动中
推出数百款特价商品：5公斤波轮洗衣机
799元，180立升节能保鲜冰箱1299元，海
信1.25P变频挂机2299元，TCL42寸3D智
能电视3990元，原价3935元的华帝烟灶套
餐特价2151元，原价1799元万家乐燃气热

水器现价1399元，三星i�9300、New�i�Pad
现货热销中……

百万家装红包全城送
如果想获得更多实惠，还可在今明两

日，凭购房合同至通程电器任意门店进行
预约， 即可免费领取一份500元家装电器
大团购采购红包。 该红包将涵括彩电、冰
箱、空调、洗衣机、手机采购券，针对装修
新家、需要购买多件电器的消费者来说实
在划算。而在10日至13日，凭该红包现场
购物的市民，还可参与现场抽奖。

本周五，通程电器启动家装电器团购节

近年来， 随着电子血压计的普及，
家庭自测血压越来越受重视。自测血压
方便、易行、廉价，患者本人可随时测量，
及时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并避免了因
精神紧张引起的血压测量值偏高。虽然
电子血压计好处多多，但使用过程中难
免会遇到很多问题。

问：电子血压计受季节影响吗？用电
子血压计，夏天量时血压正常，冬天量
时血压就偏高了，电子血压计的准确性
会不会受温度影响？

答：不是电子血压计受季节影响，而
是人体血压受季节影响。血压在夏季会
轻度降低，到冬季则明显升高，老年人

更是如此。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冬季收缩
压和舒张压分别要比夏季高12毫米汞柱
和5.5毫米汞柱。因此，当天气变凉、气温下
降时，应结合血压测量值，在医生指导下
适当增加降压药种类或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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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压0号正属于长效降压药。

降压药通常分成长效和短效两种，每
天服用1次的属于长效降压药， 而需要每
天服用2次、3次的药属于短效降压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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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压药
物的研发潮流中，长效降压药正在逐渐取
代短效降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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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降压效果最好
的时候，也有降压效果最差的时候，这就
是峰值和谷值。

据美国食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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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电子血压计 要取平均值

经济信息

民间金融破解融资难

近日，农行举办了一系列以“奥运”为
主题的活动，让不少市民在观看奥运会的
同时也意外收获了丰厚的大奖和礼品。

在本届奥运会期间（7月27日-8月
12日），已申办农行贷记卡和准贷记卡并
激活卡片的客户（限长沙地区信用卡客
户），可参加农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组织
的“看奥运比赛，赢农行大奖”活动。在本
届奥运会结束之前（8月10日），竞猜奥运

金牌的农行有效信用卡客户（限长沙地
区信用卡客户），可参加农行湖南省分行
营业部组织的“竞猜奥运金牌，赢取金穗
大奖”活动。奥运会闭幕后的一周，农行
湖南省分行营业部组织在长沙市社区文
化节的社区活动现场开奖, 将有机会获
得ipad2、千元礼包、百元礼包等奖品。

凡2012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在农
行网点申办Visa信用卡，且与“Visa之

对李娜”肖像立牌合影，并将照片上传至活
动网站（nonghang.sina.com.cn），即可参与
抽奖，有机会获得价值4999元的旅游大奖或
Visa伦敦2012奥运纪念背包。除此之外，在
奥运会期间，关注@农行信用卡2012欢享无
限， 按要求微博答题或参与投票即可参与
“金牌竞猜赢大奖”活动，有机会赢取万元旅
游大奖、纪念背包、纪念徽章等。

■通讯员 田乐 见习记者 肖志芳

奥运期间，农行送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