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车之后先为爱车买车险， 几乎成
为所有车主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无论车
主的车技有多好， 都难免会出现磕磕碰
碰，甚至出现更严重的事故，这种时候只
有保险公司能为您解决后顾之忧。 购买
了车险就涉及到了理赔的问题，那么，车
辆一旦出现事故后车损险如何索赔呢？

车损险是指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
的驾驶员，在驾驶保险车辆时发生了交
通事故， 造成保险车辆受损的情况，保
险公司应该在合理范围内给予赔偿。

在车辆发生事故之后，不要移动出
险车辆，应该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
保险公司在接到报案之后会指派专门的
查勘人员前来查勘现场， 之后根据查勘
的结果以及维修中心的定损结果进行定
价、赔偿。而赔偿的项目包括了被保险车
辆的维修费用， 以及对车辆进行合理救
助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等。

此外， 车主们还应该考虑到赔偿额
度的问题。 特别要注意保险条款中规定
的免责部分。在车损险的保险责任中，明
确规定了因轮胎、 玻璃等附属社保的单
独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
是说，轮胎、玻璃等附属设备如果没有附

加相应的险种， 保险公司对于这样的损
失是不予理赔的。 新车主登录平安车险
网销平台， 不仅可以了解车损险如何索
赔、索赔的额度，还可以直接采用网络方
法进行购买， 可享私家车商业险多省
15%的优惠。 ■记者 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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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证实，人类睡眠有其固有的
机制， 而自然醒是符合人体生物钟规律
的。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很多上班的人
无法享受闲适的睡眠与自然的苏醒，闹钟
成了无奈的选择。但实验研究表明，自然
醒来与被闹钟叫醒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
效应是很不同的。从睡眠状态过渡到清醒
状态时， 人的呼吸会从16次/分钟提高到
24次/分钟，心跳加快10次/分钟，脑电波
从8次/秒提高到30次/秒。

被闹钟叫醒还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
条件反射，提高体内肾上腺素水平。这种
状态如果持续数天、数周、数月，将导致高
血压、睡眠问题和精神压抑。日本工业健康

国立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突然被
闹铃惊醒的人比自然醒的人血压更高、心
率更快。

如果你必须设置闹钟，应采用柔和的
声音或音乐。监测移动电话电磁波影响组
织的专业人员提醒说，由于电子表也会产
生电磁辐射，因此，建议人们将电子闹钟
放在距离头部至少1米远的地方。

降压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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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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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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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好和最差之
分，这就是峰值和谷值。

长效降压药降压稳定性就是用谷值
和峰值的比———“谷峰值”来衡量。根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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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降压0号的24小时降压效果是
非常理想的。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闹钟会导致血压升高 闹铃声音最好轻缓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
秋和国庆双节之际，湖南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客服部全体人员和国美会员朋友一起带着
水果等物资在9月9日上午来到了长沙市岳
麓敬老院，看望在此安享晚年的老人。

其实，敬老院的老人们更需要温情和关
爱，我们为老人送上了自编的节目，精彩的
表演让老人们看的跃跃欲试，都表示想参与
其中。同时，老人们也兴致勃勃地展示了各
自的才艺。湖南国美电器还特意为这些老人
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礼品，礼物虽小，但老人
们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快乐的感觉在心中荡
漾开来。 我们的会员们还陪同老人们聊天，
拉家常，让这些孤独的老人们有了一种回归
家庭的感觉，那种幸福、快乐溢于言表。考虑
到福利院很多老人身体不好， 行动不便，客
服部经理和会员义工代表将水果逐一送到
行动不便的老人房间，这也让他们体会着关
爱的同时感受到了更多的家庭温暖。

岳麓敬老院的院长介绍说， 这里住着
100多位老人，大多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很感
谢湖南国美电器怀着回报社会、感恩社会和
践行公益事业的社会公益心来看望和慰问
这些孤寡老人们。

湖南国美电器客服经理单羡也表示这
些老人不仅仅缺少的是物质上的帮助，心灵
上的关爱也很欠缺，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能给
予身边老人更多的关爱与帮助。爱心会员代
表也衷心祝愿每一个老人身体越来越健康。

作为国内最大的家电及消费电子连锁
企业， 国美电器始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回
报社会的同时，也让消费者对公司品牌产生
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进而巩固和提高了品牌
忠诚度。

传承爱心，国美员工
慰问敬老院老人

随着加多宝与广药关于红罐包装装潢
侵权诉讼临近开庭， 红罐保卫战引发媒体
及公众的强烈关注， 并引发法律界权威人
士的深入探讨。

在9月1日于北京举办的“知名商品特
有包装装潢法律问题研讨会”上，专家们一
致认为, 知名商品是加多宝生产销售的用
红罐包装的饮料， 其特有包装装潢与商标
是独立、分离的，并受不同法律保护。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律与知识产
权系主任李顺德教授认为， 商标是用于辨
识不同商品的标识， 包装装潢也可理解为
是一个商标，二者是可以分开的，只是“王
老吉” 是注册商标， 包装装潢是未注册商
标。

浙江大学法学院李永明教授认为，按
照竞争法的规定，包装装潢归属于经营者，
红罐装潢权应该属于加多宝， 而根本无关
“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的归属问题。

既然包装装潢权和商标是分离的，那
么市面上畅销的红罐凉茶的包装装潢权到
底属于谁？ 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主任郑胜利认为，“红色的包装装潢权实
际上在合同中已有约定， 因为双方已经约
定不能使用对方的颜色， 而红色易拉罐是
加多宝设计并做了大量投入的一个很重要
的包装装潢， 那么这个权益显然应该归属
加多宝。”

根据司法实践中通行的公平原则，谁
创造，就是谁受益，在广药没有付出任何投

入的情况下， 加多宝17年投入300亿艰辛
创下的包装形象自然属于加多宝是毋庸置
疑的。

专家认为， 现在广药王老吉的红罐包
装显然已经构成了侵权。 同济大学知识产
权学院刘晓海教授认为，“现在， 广药也开
始生产罐装凉茶， 如果也使用与加多宝近
似的包装装潢就容易造成混淆， 应该禁止
这种行为。”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
中心牵头组织，国内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
学者40余人出席。 对于此次研讨会的召
开，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
田表示：“这个案件不是广药和加多宝的争
执，更是一个公共事件。知识分子、学者是
社会的良知， 应该在专业领域发出专业的
声音，提出专业的意见，这是国人赋予我们
的职责。”

红罐之争再受关注法学专家力挺加多宝
经济信息

车损险如何确定赔付额度

长沙金畅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核发的贷
款卡，卡号：430100000092 291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菲林咖啡餐厅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 湘地税
4323021976083087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爱丽思家居用品
店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继承 430103197012014570 身份证遗失，声
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8年 3月 20日)

陈雪华 430111194912095026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7年 5月 16 日)

长沙市雨花区建筑业协会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7722856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景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德武，电话：15974151988

注销公告

真心成家女 35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诚
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有孩
视亲生 13026690996本人亲谈

长沙龙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私章（刘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大学生、白领、模特
18684856664湘女相伴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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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点：13307326463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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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交友
85214838��82459838
女士免费征婚，男士只收茶水费

张正兴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１１１１９６３１０２４２２３５，声明作废。

商男 52岁退伍后经商爱妻早逝单
身至今特寻找知冷暖安心过日子
女士携手夕阳 13682303296亲谈

柔情女 28岁性感迷人温柔贤惠善
良经济优特寻异地健康男了我心
愿有缘助发展 15216069947亲见

男 51 岁丧偶经商想寻觅重情顾家
传统善良孝敬老人女士为伴带老人
孩子均可 13631638872非诚勿扰
请君圆梦:邱小姐 30岁 1.65米性
感迷人特寻健康好心男圆我梦有
缘助发展大胆来电 18616952096

男 48 岁丧偶经商经济优渴望有一
个温馨的家现诚寻贤淑孝敬父母女
士为妻可带老人小孩本人亲谈

本人征婚 13530666239

真心成家男 46 岁丧偶独居体健貌
端重感情，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
体贴真心过日子的女士为伴， 有孩
视亲生 13420990216本人接听

●本人征婚：男 53岁丧忠厚顾家部队
转业经营企业岁月沧桑人生可贵寻真
诚重情女可带孩 13510782692亲谈

温柔女婷婷 28 岁 1.63 米丰满迷人
想寻健康男士圆我美好心愿有缘
可到你处助发展 15888522159本人

陈俊杰遗失失业金领取证，
证号:10049944，声明作废。
黄勇，43250319900406801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开具给湖南
达翰置业有限公司的一张检测
费发票被遗失， 发票代码：24
3001171072， 发 票 号 码
212721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宁乡金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全部财务印盖单位公章，注
册号:43012420003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期货知识

周二郑糖展开震荡整理， 尾市全线
小幅收涨， 主力合约SR1301报收于
5432元/吨，上涨33元。今日期价冲高回
落显示上方压力较大，但期价企稳于20
日均线上方显示反弹动能仍在。

IF1209主力合约周二震荡下挫，午
后探底回升，报收于2323.6点，下跌12.0
点或0.51%，成交环比小幅增加，持仓环
比小幅减少，期指升水12点。

沪深300指数周二小幅低开后震荡
探底， 在30天线附近遇到支撑探底回
升， 报收2311.89点， 下跌14.78点或
0.64%。盘面上看，个股涨少跌多，成交
量大幅萎缩。

从技术上看，周二报收倒锤小阴线，
KDJ和MACD指标仍处于强势，成交量
方面， 虽然较前两个交易日出现一定缩
量， 但是相对前期依然呈现出较大的放
量。目前来看，短线股指调整的主要目的
应该是震荡蓄势， 股指下方多条均线支
撑明显。预计大盘经过震荡整固后，有望

继续上攻60天线的压力。
周三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多单继续持

有，止损2280点。

大盘震荡蓄势，有望上攻60天线

期货投资咨询资格号码：TZ004421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强行平仓的执行， 先由会员自己执
行，时限除了交易所特别规定的，一律为开
市后第一节交易时间内。若时限内会员未执
行完毕，则由交易所强制执行。因结算准备
金小于零而被要求强行平仓的， 在保证金
补足前，禁止相关会员的开仓交易。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强行平仓的执行原则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