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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4屈臣氏健
康美丽大赏（HWB）个性
出击。 今年HWB以“Pic-
ture�Me”为主题，突显时
代个性， 引领与众不同的
潮流， 奉上了一场视觉与
听觉兼具的盛宴。

众多大牌明星嘉宾莅
临现场， 搞怪精灵吴莫愁、
会员卡代言情侣档郑元畅
和陈妍希、巨星郭富城与世
界各地的杰出乐队舞队等，
助阵大赏。郭富城更以时尚

风范与完美姿态获得“屈臣
氏25周年完美肌肤大奖”。

HWB为护肤、 美妆、
个人护理、 健康保养等多
个领域的“明星”颁奖。宝
洁（沙宣）荣获“年度行业
大奖”；屈臣氏燕窝丝炫水
润美肌/丝滑柔肤面膜蝉联
“年度畅销大奖”；“年度飞
跃品牌大奖” 花落SKIN�
Advanced白金舒润；“最佳
供应商”得主包括强生 (�露
得清)�、曼秀雷敦（肌研）、

汉高（施华蔻）、联合利华
（多芬）和花印。

屈臣氏关注时下女性
的需求变化,�发布更多潮
流资讯和时尚趋势。2014
年， 是屈臣氏进入中国第
25年， 见证着中国女性的
美丽蜕变。经过不断发展，
屈臣氏在中国内地实体店
铺现已突破1800家； 旨在
为会员提供个性化服务的
屈臣氏会员卡数量已突破
4000万。 ■记者 潘文秀

男神和你分享时尚护肤经
近日，时尚美容界奥斯卡2014“屈

臣氏健康美丽大赏”的榜单新鲜出炉，
颁奖礼星光熠熠，众多时尚人士到场。
当晚高潮， 要数天王郭富城驾到晚会
现场。郭富城潮装打扮帅气十足，秒杀
现场无数菲林， 亲切问候掀起全场尖
叫声一片。天王深情演唱经典情歌，随
着音乐热辣起舞，台上魅力四射。郭富
城时尚完美的健康状态，也获得“屈臣
氏25周年完美肌肤大奖”的肯定，成为
当晚最受瞩目的大奖得主。同时，他还
大方分享了多年来在穿衣搭配以及护
肤方面的时尚心得。

【穿衣经】要穿出自己的style

舞蹈演员出身的郭富城， 舞技
可谓艳惊四座， 同时他的穿衣品位
也值得考究。 一件五彩斑斓的夹克，
搭配黑色高腰裤， 成为当晚不折不扣
穿搭典范。

问及时尚穿衣经， 郭富城表示，“我
和我的经纪人很默契， 我们要参加一个
活动，会先要了解活动主题是什么，活动
的颜色是什么。”郭富城说，因为当晚活
动LOGO有绿色， 所以夹克上绿色是基
调色之一，“每次参加活动，作为嘉宾，我
就必须配合活动主题。”

在平时， 郭富城会穿符合自身气
质的衣服， 但有时则要看场合。“我自
己养马， 出席赛马会要求穿西装打领
带，我就会穿得很正式。但如果是我个
人的演唱会，就会时尚很多。”他表示，
穿衣上的学问， 每一个人的身材不一
样， 每一个人的心得也不一样，“我觉
得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的意愿穿出
来。”

【护肤经】护肤品不是女生专用

郭富城叱咤娱乐圈多年，风采不

减，获得“屈臣氏25周年完美肌肤大
奖”，可谓是实至名归，他也分享了时
尚护肤心得。“除了时刻保持健美的
体态， 做好皮肤清洁也是非常关键
的”， 郭富城认为皮肤清洁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护肤步骤，因为脸上有
污垢，会出痘痘。“身体的肌肤有衣服
的保护， 但是脸部肌肤缺少保护，尤
其是干燥气候下，更需要润肤。”

他坦言，护肤品不是女生专用，男
人也需要护肤。“男人睡前可以涂一些
脸霜，我自己也会涂，有些晚霜是男性
用的， 并不是每一个牌子都适合你的
皮肤，找到适合你的，长期使用，用个
十年八载。”

■记者 潘文秀

2014屈臣氏健康美丽大赏
———个性狂潮直击广州，权威地位不容撼动

长沙瀚璞服装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
债权。 联系人:蔡娟
电话：1840840655

注销公告

郭欢欢：你自 2014年 7月 1 日离
开公司至今，拒不办理工作交
接，请见公告 7 日内与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否则视为自动离职，
公司将依法予以处理。

云南白药集团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 告

女 34离孩对方本科公务员 3×2 房靓
丽大方征城市不限男 13142022381
女 40离无孩会计师 2 套房古典美丽
征 55 下有孩男成家 18874939407
女 46离私营主房门面齐简单过日子
是她的幸福征本份男 15608422668
女 52 丧孩成家房多处及门面贤淑
大方征成家男上门 15873169895
男 32未 173自营俩家公司房车齐品
行端正阳光帅气征纯洁女 82536102
男 43 离自办律师事务所房车齐备
稳重踏实有孝心征爱家女 82338392
交友女 37单身贵族房车齐丰润艳丽
孤单之身盼浪漫交友 13142019199

爱心驿站婚友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915

陈群遗失编号为 14430802503
的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的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书刊画册设计印刷
专业标准 1387586998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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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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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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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万快速、诚信，不成
功不收费。 15974118497信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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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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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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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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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0731-82241122 Http：//www.gzjtn.com
法律商务咨询,行踪、婚姻找人债务。

律师 调查

电话：13675685399、0558-5306716
免费铺货+广告+返利 *赠车
古井老酒坊酒招商

股票合作送一万
股票配资批发 13574880747

创世纪情缘
创世纪情缘是央视广告的
全 国 连 锁 高 级 婚 介 婚 庆
公司长沙雨花店欢迎光临
韶山中路 448 号电话 85234879

49 岁 1.62 离多家公司企业
法人漂亮身材优显年轻找家女 82177897
52岁 1.74离大型国企高管
帅气稳重房车齐寻气质女男 82177897
36岁 1.64离靓丽柔情软件
公司管理房车齐寻重情男女 82156708
67岁 1.68丧偶事业单位领
导退休宽房独居觅女主人男 82156708
56岁 1.60离医院退休现返
聘显年轻品质好征责任男女 83997708
28 岁 1.80 未婚律师沉稳性
格好品味高本市人寻温柔女男 83860478

交友有一批 20-55 岁优秀
女士交友征婚有意者请拨 2024068

44岁 1.64离文化部门工作
长相气质佳女在国外求偶女 82024068
69岁征收户多房独居 110
平方找伴希女士性格好男 82156708

想家男 47岁丧偶独居顾家重感
情有责任心，经商事业有成，
诚寻顾家孝顺女相伴，有孩视
亲生 13424333920 本 人 亲 谈

王丽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781198410062523声明作废。

赵浩 430902198105087017号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圣雅礼品商行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
L127032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智雄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4199701142931声明作废。

湖南力量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
本由 60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刘光
明，电话 15973977777

减资公告

慈有迈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负责人罗明琥印章和
预留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中山路支行的预留印
鉴卡片遗失，声明作废，即日起生效。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单证遗失：机动车电销商业险保
单流水号为：11033100001300
166868和 110331000013001668
67。 共 2份业务联；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美妆课堂

2014HWB暨屈臣氏中国25周年庆典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