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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画册设计印刷
专业标准 13875869988张

孙永俊同志，因你连续多日未
来公司上班，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经公司研究决定，从 20
14年 9月 11日起与你解除劳动
合同，请你于本通知刊登之日
起三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离职
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心支公司

通 知

团队主任 13574846111杨律师
专业刑事辩护团队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金花三公
等，庄闲通杀，必赢绝技包教包会
包赢麻将机，可起手好牌，保证自摸

常胜牌技

长沙汽车南站后
面和一大酒店15211117272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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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能遥控程序麻将机免安装包自摸
高端手表分析仪玩斗牛开船等庄闲
包赢.进口隐形眼镜看透跑胡子扑克
麻将.长沙火车站凯旋 A2005室

牌王科技

13755058383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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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有无抵押当天放款 18874925365
南辰借款

公告声明

18674615999长 沙 公 积 金 贷 款
省 内 农 村 信 用 社
中信银行愈期记录消除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574390026办理大额信用卡代办大额信用卡5-50 万,无前期费

用 15575877284

办理矿山，水电，农林，房地产，
企业个人，项目工程等投资。
电话：0731-88033315，18569073091

中瑞投资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成都
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专业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前期无任
何费用：1314223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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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补发后

补发前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股票合作送一万
配资月息 1分 1357488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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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调查

资质： 国家认可融资服务会员单
位。 承诺：项目运作过程中产生相
关费用在成功后收取。 要求：当地
政府支持的优质项目 50万起步。

朗荣投资

025-58834901 18795867617

自动麻将机严控智能卡： 这款
智能卡能把所有打牌的程序都
安装在 KF-SIM卡里面， 可手
机操控。 对麻将机无需任何改
装，不限场地，一键式操作，适
合任何麻将机型， 充分满足各
地顾客的需求， 智能型 1380
元，全能型 1880 元。 公司产品
可设置牌型：清一色、7 对、十三
幺、缺一门、明杠和暗杠，天胡、
地胡、起手听胡。 适合牌型：72
张、84 张、108 张 136 张、144 张
等。 郑重声明： 只需付少量定
金，全国办理货到付款，方便来
公司客户可现场试用购买。
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13120295044
北京创世纪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 266号

麻将娱乐实战绝技

郑贴侨 ，身份证号 4305211973
12234270，遗失律师资格证书一
本，资格号 :A2008430521，执业
证号：14305201010677550，声明作废。

女 29 岁，离，有房有车有稳定的
工作， 寻一位健康重情顾家男士
为友，有孩可亲谈:152 2178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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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项目拓展需要，招聘广告
项目运营总监一名，高级策划
文案 2 名，广告客服代表 5名。
要求：市场开拓意识强，具相
关从业经验，有自带项目者优
先。 公司承诺给予一定的自由
发展空间，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84464801
QQ：602058576

诚聘广告精英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葡萄酒的水很深。喝
葡萄酒的人很多， 但你知
道怎么选酒吗？ 你知道什
么酒性价比最高， 什么酒
和你平时的餐饮比较搭？

日前， 世界葡萄酒大
师阿伦·格里菲斯来长沙
分享葡萄酒选购心得。三
湘都市报记者有幸与阿伦
面对面，畅谈如何选酒。

唯一一位在华工作的
世界葡萄酒大师

阿伦·格里菲斯，何许
人也？

在业内他可是鼎鼎有
名。来自英国的阿伦·格里
菲斯是世界著名的葡萄酒
大师。

61岁的阿伦1976年于
威尔士阿伯斯威大学毕业
以来， 从事葡萄酒行业已
近40年。作为世界仅302名
拥有“葡萄酒大师”专业认
证的一员， 他曾在誉满全
球的英国酒商贝利兄弟工
作了19年， 担任集团葡萄
酒总监， 长期为伊丽莎白
女王和查尔斯王子选酒。

阿伦去年与华致酒行
正式签约， 成为唯一在华
工作的世界葡萄酒大师，
一年多时间为华致酒行打
造了99款“阿伦选葡萄
酒”。迄今为止，阿伦走过
了50多个国家，1000余家
酒庄，1000余个葡萄酒产

区，品尝累计40000多款葡萄
酒， 不过能获得他首肯的美
酒只有2%。

中国葡萄酒市场价格
定位不合理

对于如今中国的葡萄酒
市场， 在阿伦看来还是存在
一些问题。

“首先是消费者不知道
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酒。”阿
伦认为， 特别是对于进口葡
萄酒， 由于大部分消费者不
了解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所有酒水背标或正标的原文
信息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
指导和借鉴意义的。

其次，在阿伦看来，目前
市场上的葡萄酒价格也欠缺
合理性。

“部分商家知道消费者
不了解葡萄酒， 所以他们仅
仅将某款葡萄酒的外观设计
得很好看， 然后就标很高的
价格出售。但实际上，酒的价

格与酒品并不等值。”阿伦坦
言， 目前中国市场的葡萄酒
亟需价格的透明性、合理性，
“酒是什么品质，它就应该在
什么价位”。

吃湘菜，
最好喝芳香型葡萄酒

“湖南菜偏辣， 香料感
重， 与之搭配的葡萄酒并不
多， 必须是芳香感浓一些
的。”对于湖南菜该喝什么葡
萄酒，阿伦给出了他的建议。

阿伦表示， 搭配香料感
重、较辣的菜，最好选择有西
拉这个葡萄品种混酿的酒，因
为西拉本身的清香感很浓，特
别是法国和澳大利亚出产的
西拉，搭配辣菜都较合适。

由于现在到了吃蟹的季
节，对于搭配蟹的葡萄酒，阿
伦推荐要选一些高品质的，
比如勃艮第、 霞多丽这类的
特级酒，酒品会比较饱满，适
合搭配螃蟹。

本报9月11日讯 由三湘华声全媒体
和长沙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挑战21天”
跑步营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这项由蒙牛
乳业特别支持的跑步运动依然在顺利地进
行中，正朝着胜利的终点前进，所有参与夜
跑的跑友们也正逐步让自己变得更好。

作为“挑战21天”的特别支持伙伴，蒙
牛“一点一滴的好”的品牌主张也获得了
所有跑友们的认可。

一名罗姓跑友表示：“虽然在‘挑战21
天’之前也会通过跑步锻炼身体，但每次
都中途放弃，现在跟着大家连续跑了这么
多天，感觉越来越好，就像蒙牛说的，只要
一点一滴的坚持，就一定能越来越好。”

同样，在一名王姓跑友看来，一步一步
地变化， 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一个高度，那
种感觉才是最好的。

“事实上，这次活动也让蒙牛‘只为点
滴幸福’的品牌主张有了更深刻的行动注
解。”蒙牛湖南大区公共事务部负责人表示，
跑友们连续21天锻炼，为健康一点一滴的坚
持，恰恰诠释了蒙牛“一点一滴的好”这个理
念。蒙牛希望不仅是好牛奶的提供者，更在
产品中注入关爱， 让它们成为传递关爱的
桥梁，将一点一滴的关爱传递出去，当然
也希望所有的跑友都能收获健康。

■记者 刘玲玲

对话世界葡萄酒大师阿伦：中国能产更好的葡萄酒
芳香型葡萄酒，最配湖南菜

大师观点

蒙牛“一点一滴的好”
“挑战21天”
进入冲刺阶段

对进口葡萄酒或许不认
识原文信息， 那中国自产的
葡萄酒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我品过一些中国的葡
萄酒，有品质不错的，但我坚
信品质一定可以更好。”阿伦
直率地表示。

阿伦认为， 就地理位置
而言， 中国很多区域都可以
找到酿出好酒的气候和土壤
条件。但现阶段而言，还是要
对葡萄园的管理以及酿酒工
艺等技术进行提高， 这样中
国葡萄酒的品质才能有一个
巨大的质的飞跃。

阿伦建议， 中国的生产
厂家不妨聘请一些澳洲的葡
萄酒专家。“澳洲的葡萄酒是
以它的酿造精良而著称，如果
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技术上
得到革新，中国葡萄酒的品质
将会有质的飞跃。”阿伦表示，
“中国葡萄酒的潜力非常大，
我相信， 未来一个好葡萄酒
的主产地可以是中国。”

不过， 在谈及湖南是否
能出产优质葡萄酒时，阿伦坦
言， 湖南的气候过于湿润，虽
然热量没问题， 但水分过多，
还是无法产出高品质的葡
萄， 因此要出产高品质葡萄
酒难度较大。 ■记者 刘玲玲

中国自产葡萄酒
潜力巨大

由三湘华声全媒体和长沙市体育局联合
主办的“挑战21天”跑步营在顺利进行。

记者 李健 摄

阿伦·格里菲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