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5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贺齐 图编/伍霞 美编/禹元杰 校对/黄蓉A22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财经·专题

女 31未 164北方妹在长事业单位高挑
秀媚愿与你真诚相约 18684983755
女 44 离孩对方教师房车齐备文静优
雅 寻 有 责 任 心 男 13142022381
女 52丧经商房多套生活富裕情感孤独
找 个 伴 平 淡 度 晚 年 15873169895
男 43离未育自办律师事务所房车齐品
行端正有孝心寻顾家女 82536102
男 64丧退休独住房一栋健康精致人缘
好 随 和 征 传 统 女 18229884798
交友女 38离无孩房车齐风情美女撩人
心 动 不 谈 婚 嫁 交 友 13142019199

爱心驿站婚友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915

个人征婚：女 33岁丧偶独居端
庄贤惠，经商经济优，诚寻健康
真心成家男为伴，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28774440本人接听

本人征婚男 47岁丧偶独居健康重
感情有修养，经商事业有成，诚
寻有爱心体贴顾家孝顺女相伴一
生，有孩视亲生 15818577730 亲谈

真心成家女 36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424405379本人亲谈

湖南省红都置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丰家铺项目部公章及该公
司的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丰家铺
分理处开户资料、人行开户许
可证、黄惠坤、黄声全私章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梁刚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 证号
20080643000000014763，声明作废。

南山乳业诚聘
1、代理商：月收入 1-5万；
2、促销员：3千-5 千,工作 4小时
周经理：13378016588

■本人征婚 13425141000
男 54 丧经商事业有成有住房没
有特别出众的外表但成熟稳重
诚寻重情顾家女为妻有孩视亲生

长沙银信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
码号：0622446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手续齐全 电话：13298657921
转让柳工 50C装载机

刘正浩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721198711130095声明作废。

长沙优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
0642163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出售斗牛、三公、对子扑克分
析仪，透视隐形眼镜、麻将机
遥控、变牌衣，极品色子。 万
象新天 4 栋 808。 18373111313

透视分析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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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 交友
上门卡友 13974808330

友阿百货卡友一万 80
15111180501

兴威二手车行
高价收售各类小车， 麓谷汽配城
8号。 电话：18908463322袁生

铁道卡友 18975841765
代办、代还、取现

代办信用卡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3787209276

招生 招聘

18-38 岁,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待遇 4000-5000/月, 免费提供
宿舍,空调车间工作,购买五险
一金。 85110744 长期有效

长沙电
子厂急
聘普工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字牌技术跑胡子
碰胡子

公告声明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无抵押银行贷款，凭身份证办理
银行贷款 15073196151

搬家 回收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诚聘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代办高额信用卡
0731-82525998

转让 租售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现有大量电子外贸订单寻求合
作加工,免押金 0769-89308566

手工加工 13794841900

代办大额信用卡 5-50万无前期费用，下
卡快 15274823035王

5-10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616179388诚信办理信用卡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旺铺招商发售
紧邻雷锋大道, 小区现铺招商
发售,用买房的价格购铺,即买
即办产权 ,即买即收益! 原始
商铺买到即赚到!6880 元/平米起!
服务热线 :0731 -88386188

售二手家具（梦思床）
电话：13874813726捞刀河镇高岭村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代办信用卡5-50 万，下卡快，成功
后收费 13187053602

澳门牌具
专业批发扑克麻将、 字牌牌
九、眼镜骰子，最新尖端产品
应有尽有。 传授各种玩牌绝技。
银 河 大 酒 店
14 楼 1468 房18873100222

项目投资
资金直投，寻项目合作。 企业、
个人均可：房地产、矿业、水电
站、制造业种植养殖等项目。
13813839811 025-68565613

T：13875822133、QQ539018098
快速代办银行信用卡

上门卡友 15116104986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法律商务咨询,行踪、婚姻找人债务。
0731-82241122 www.gztitn.com

律师 调查

土地开发、房地产、工业、矿
业、养殖、酒店、医院、学校、
农业、专利在建工程、新建项
目等。 全国直投，手续简便。
电话：028-86269288

创联伟业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业养殖
投资诚信快捷， 不真实的项
目请勿打扰 028-24555515

世宏投资

征婚男 48岁丧偶现经商收入
好诚寻心地善良顾家孝顺的
女士成家 13538117559面谈

湘 AX3865 的 周 卫 国 、 湘
AFD035 的邓湘洪、湘 A1TY00
的谭金辉、湘 A6FQ52 的陈琳、
湘 AUM487 的 夏 喜 军 、 湘
FE0972的李佳园、 湘 AVJ685
的袁克林、 湘 ARZ227 的陈忠
林、 湘 ANV721 的王依根、湘
F6SD56的车主、 湘 F75630 的
廖成志、 湘 C26885的陈志华、
湘 AND790 的 张 民 、 湘
AM6Z25 的周德昌、湘 JB8935
的吴建兵、 湘 A6TP79 的陈虹
志、湘 A0DN88 的戴琳、湘 A－
JV625盛正言：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 逾期
未来领取，则视为送达。（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
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5月 27日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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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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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消费成新趋势

2013年全国白酒产量增
长7%，销售额超过5000亿元，
增长11%，利润下降2%。不过，
分开来看，300元是一个分水
岭。有数据显示，300元及以上
的产品，同比销售都在下降，而
300元以下的产品， 销售额增
长都在35%以上。

“在目前这个调整期，白酒
企业的日子是难过， 但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看， 此轮调整尚属
于理性调整， 这点是毋庸置疑
的。”会议间隙，郝刚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白酒从价格
虚高回到大众理性消费是好
事， 因此， 酒鬼酒推新品发力
“腰部市场”正是大势所趋。

湖南省酒业协会秘书长刘
维平表示， 中国白酒消费市场
从人情消费、面子消费、冲动消

费， 转变为理性消费、 大众消
费、实惠消费。如果说，过去是
中高端白酒的黄金十年， 那么
接下来十年迎来的是“大众化”
消费的黄金十年。

多款新品发力“腰部市场”

如何定位正理性回归的白
酒市场， 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
白酒成为各大酒企急需解决的
问题。

酒鬼酒的举措是： 推出酒
鬼老坛、 湘泉彩陶等两款300
元以下的新品。

据悉， 这两款产品与即将
重磅推出的馥郁香系列配合，
将作为酒鬼酒战略规划中的腰
部产品， 同时也是进攻中低端
市场的拳头产品。

“酒鬼酒在过去发展的过
程中， 疏于对中低端产品的打

造， 而这类产品在行业调整期
仍然是增长的。” 郝刚认为，酒
鬼酒在梳理好原有四大优势产
品的同时， 要大力加大对中低
端市场的投入。

“湘泉作为湖南省的著名
商标，这么多年来，发展平平。
这次湘泉彩陶的推出， 有望让
湘泉再次红火起来。”在会议现
场， 一位酒鬼酒经销商感慨地
告诉记者， 此次酒鬼两款新品
的推出， 弥补了原本产品线上
的不足，他非常看好这两款酒，
有望形成良好的市场销售。

精耕县乡市场剑指30亿

湖南的白酒市场有多大？
这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我估算了一下，大约有200
亿元的规模。”郝刚表示，大家都
说， 湖南市场是个开放的市场，

以至于本土酒企的占比不大，但
在他看来，“这都是借口，归根结
底，是本地酒企不强”。

因此，酒鬼酒的下一步策略
就是，做强自己，深耕本土市场，
在市场开拓上更加“接地气”。

去年8月，湘泉彩陶就已在
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上市，仅4
个月，他们的销售额就已超过1
亿元。在郝刚看来，这主要得益
于县、乡、村三级覆盖。

“湖南是我们的大本营，我
们有主场优势，天时、地利、人
和，因此，达到发展目标切实可
行。”郝刚坦言，他们将花3年时
间从产品、结构、人员、策略等
多方面进行调整，主攻县、乡市
场， 调整完成后， 他们的目标
是，在湖南市场做到30亿元的
规模，“对于200亿元的市场规
模而言，这并不多，但需要我们
所有人的努力”。

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说过：“世界
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总是无私
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她们总是把
最好的留给孩子。 人生总是会抛出
各种难题，如疾病、贫困等，但不管
环境如何恶劣， 母亲总是能创造一
个又一个的奇迹。

母爱是无私的，从孩子呱呱坠
地那天起， 母亲们就操碎了心，因
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选择
忘记自己当初的梦想，抑或受家庭
条件的制约放弃了自己追梦的机
会……而从今年5月份开始， 将是
母亲们梦开始的时候。湖南福彩浓
情推出一档“关爱母亲，圆梦行动”
的大型公益活动。如果您是一位生
活贫困但又怀揣梦想的母亲，如果
您是一位身体残疾但又自强不息
的母亲，如果您是一人扛起整个家
的母亲，或者您的身边有这样的母
亲……请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
0731-88883938、84802123，讲述
你的故事，说出你的梦想，让我们
为您的梦想一起努力。 ■钟琪

酒鬼酒新品下乡，图谋大众市场

为母亲的梦想努力
———湖南福彩启动
“关爱母亲 圆梦行动”

“经销商是我们和消费者沟通
最重要的桥梁，我们不仅要让消费
者获得实惠，更要让经销商赚钱。”

5月26日下午， 一场以“新模
式、新风尚、新价值”为主题的酒鬼
酒湖南市场30亿战略发展规划暨
新品上市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
现场，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郝刚的一番话，赢得
台下来自湖南各地500多家经销
商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玲玲 5月26日，模特展示将新上市的酒鬼酒品种。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