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喝蜂蜜水、浓茶、醋解酒？不靠谱！
记者注意到，有少数人相信喝蜂蜜水、咖啡、浓茶、醋等民间流传的“解酒法

子”，心存侥幸酒后开车。“没有真正意义的解酒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
网瘾科主治医师周霞峰说，没有药物可以取代或加快加强乙醇脱氢酶的产生。

周霞峰说，喝浓茶解酒没有科学根据，茶叶中的茶多酚有一定的保肝作
用，但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反而会加剧头疼。喝醋也是不
能解酒的，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两者只有在加催化剂
（浓硫酸）和加热的条件下才能快速反应。蜂蜜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果糖，可促
进酒精的分解吸收，减轻头痛症状，但无助于解酒，只会让人感觉舒服点。

岁末年初， 基金投顾年终大考成
绩引市场瞩目。 据中欧基金旗下子公
司中欧财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
月31日， 中欧财富旗下中欧钱滚滚
APP的投顾客户留存率近90%， 总盈
利 客 户 占 比 高 达 99.02% 。（截 至
2020/12/31总盈利客户占比=正收益

客户数/总持仓客户数，留存率=持仓客
户数/总认购客户数）

中欧财富2016年开始布局类投顾
业务， 是一家拥有3年以上实盘运作经
验的基金投顾机构，不论是硬件还是软
件，中欧财富投顾在用实实在在的数据
证明自己。

中欧财富投顾99.02%客户盈利

2021年A股喜迎“开门红”，近期
上证综指一度突破2015年12月以来
的3600点，创五年来的新高，随后回
落站稳3500点之上。市场走牛之际牛
股辈出， 尤其大消费板块各领域的龙
头成为牛股集中营， 不少牛股已实现
长期稳定向上、穿越周期。

瞄准中国“大消费时代”，华夏基
金顺势于1月28日重磅推出华夏消费
龙头混合基金（代码：A类 011282；C

类 011283），该基金精选股票具备核心
竞争优势、发展空间大、研发能力突出、
有持续成长潜力的“A+H”两大市场中
消费领域龙头及次优标的。届时，看准
这一领域历史机遇的投资者可通过华
夏基金直销、中国银行等渠道购买。

公开资料显示，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
基金将结合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区域政策
形势、境内外证券市场走势的综合分析，主
动判断市场时机，进行积极的资产配置。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1月28日重磅发行

基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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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0日讯“我看
着大火烧起来的， 火苗窜起
几米高， 瓷砖烧得噼里啪啦
响！” 今日上午10点左右，长
沙市雨花区一高楼处出现浓
烟滚滚， 可见明火，8台消防
车44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
赴现场处置。（扫报眉二维码
看起火现场）

长沙消防救援支队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 人民中路与
梓园路交会处一楼上发生火
灾，立刻调派8台消防车44人

赶赴现场处置。10点10分，救
援力量到达现场， 经过半个
小时的灭火救援， 目前火势
已被控制。

家住梓园路起火地点对
面小区的黄先生目击了整个
起火及救援过程， 事发时他
如往常般在小区门口摆摊卖
臭豆腐，“10点钟突然就起火
了， 那个烟很黑， 火烧得很
快。”他说，邻居们看得胆战
心惊， 甚至有人担忧火会窜
燃到街对面楼房。

起火处位于四楼位置，
四楼以上墙面几乎全部熏
黑，一台空调外机只剩外壳
悬挂在墙角。“起火初步调
查是空调外机引发。” 记者
从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获
悉， 银行一工作人员透露，
火灾可能是空调起火后掉
落至四楼水压箱引发大火。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损失情
况及火灾具体原因尚在调
查之中。
■记者 张洋银 视频/何佳洁

本报1月20日讯 喝了一瓶啤酒，
听信抖音上的说法， 以为嚼槟榔就能
解酒。株洲一名女司机用这一“经验”
把自己坑了， 换来深刻教训： 醉酒驾
车。今日，株洲警方通报了相关情况。

1月15日晚上8时许，株洲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石峰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
在沿江北路白石港路路段拦下一辆长
沙牌照小车，打开车窗，车厢里迎面飘
来一股酒气， 开车的还是名女司机。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酒气这么重。”现
场民警发出感叹。

驾驶员刘女士下车后，走路摇摇
晃晃。她告诉民警，自己刚参加完朋
友聚会，席间喝了瓶啤酒、嚼了几颗

槟榔。交谈中，刘女士还说，她此前刷抖
音时， 无意中刷到一条介绍快速解酒
“法子”的视频，称喝一瓶啤酒，嚼四五
颗百块钱一包的槟榔就能躲避交警的
酒精测试。 信以为真的刘女士在喝酒
后，想着试一试效果，没想到行不通。

经现场吹气检测，刘女士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达到132毫克/100毫升， 涉嫌
醉酒驾驶。后经血液检测，刘女士血液
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78.9毫克/100毫
升。根据相关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胡胜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

律的规定，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与债权受让人陶欣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
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陶欣。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特公
告通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借
款人及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死亡、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 继承人或清算主体，
债权及担保权利已转让的事实。

自公告之日起，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借款人及担保人、清算义务人、继承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立即向陶欣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死亡、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继承人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原贷款行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361344726103001
361344726104003
361344726104004
361344726104001
361344726104002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魏平、陶小乐
361345717201000
361347209301000

任玉纯、陶毅斌、湖南
宁超金刚石有限公司、
株洲市宁超科技有限
公司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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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早上8时，罗某在湘潭市繁忙的湘江大桥上，竟然驾车越过双黄线掉头。
视频截图

急着送孙子，他开老年代步车桥上掉头
早高峰车流中出现这样惊险的一幕 无驾照、无牌照，车主面临扣车和拘留

嚼槟榔可解酒？网络“经验”坑了女司机

长沙一高楼突发大火，44名消防员及时处置
起火原因初步判断为空调外机引发

本报1月20日讯 早高
峰，繁忙的湘江大桥上，双向
车多， 竟然有一台小车越过
双黄线掉头， 两条车道因为
这台车的举动通行缓慢。而
当民警拦下这台车一查，车
没有牌照、人没有驾驶证，是
台老年代步车。

日前，湘潭四部门联合发
文，在全市范围内对电动三轮
车、四轮车进行综合治理。

开老年代步车
面临扣车和拘留

1月18日早上8点多，正
值早高峰， 湘潭三大桥上双
向车多， 而一台行驶中的红
色小车突然停了下来， 在桥
面越过双黄线慢慢掉头，对
向车道的驾驶员看到这一幕
赶紧踩刹车停下， 一时双向
紧挨着中心线的车道都因为
它通行缓慢。 还有几台车紧
挨着通过，看上去非常危险。

湘潭交警指挥中心立即
指派执勤交警对该车进行查
扣，执勤交警迅速赶至现场，
引导该车靠边。 而驾驶员下
车后， 两手往身后一放称：
“我没有上牌！ 也没有驾驶
证！什么都没有！”

驾驶员姓罗，老年代步

车是他花费一万多元买的，
“不用驾驶证的， 还不用买
保险。” 事发当天， 罗某开
车打算送孙子去幼儿园，没
想到对车辆操作不熟悉，转
弯时失败， 一路开到了桥
上，为了节约时间，他在三
桥桥面掉头。

民警介绍， 罗某购买的
老年代步车是电力驱动的四
轮电动车， 外观与普通微型
汽车相近。 按照该类型四轮
电动车的技术参数， 应属于
机动车。根据规定，上道路行
驶的机动车必须到公安机关
车辆管理部门申领机动车号
牌， 未申领号牌上路行驶属
于违法行为。 该类型四轮电
动车由于未进入国家发改委
允许申领机动车号牌的相关
公告目录， 因此不可能取得
号牌， 也就不可能取得合法
上路的资格。

罗某的驾驶证是准驾车
型为二轮摩托车的E证，准
驾不符。 罗某因驾驶未依法
进行注册登记的机动车上路
行驶， 将面临罚款200元的
处罚，并扣留车辆；因驾驶与
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
符合的车辆， 将面临200元
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驾驶
证记12分，可以并处15日以

下拘留。

电动代步车不能上路行驶
勿信商家虚假宣传

民警介绍， 老年代步车
车辆设计不合理、工艺简单、
材质低劣，质量没有保障，达
不到正常上路车辆标准，违
法上路容易发生危险。

2020年12月9日，湘潭市
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联合发布通告， 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对电动三轮
车、四轮车进行综合治理。该
通告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
行。今年以来，湘潭交警全力
配合湘潭市电动三轮、四轮车
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依法加
大对电动三轮、四轮车违法行
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坚决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湘潭交警再次提醒，电
动代步车不属于交通工具，
不能上路行驶。 不要轻信老
年代步车“不用挂牌、不用考
驾照”等虚假宣传，不购买、
不驾驶、不改装、不乘坐老年
代步车。作为子女，更不要把
“老年代步车”当作礼物送给
老人。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王梓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