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1日至12日， 中国规模最大的长
途徒步活动———2015湖南春季百公里毅
行举行， 同时，雪花啤酒2015年大学生挑
战未登峰湖南赛区选拔正式开始，最终，5
名通过百公里毅行的选手获得直接进入
2015年挑战未登峰的复赛。

百公里毅行活动综合了全民健身、户
外运动、慈善助人、团队组织和时尚潮流
等多方元素。 截至2014年，“湖南百公里”
活动已成功举办11届， 参加活动人员逾7
万人次。自2012年起，每届参与人员均超
过1万人。而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系列活
动鼓励“进取、挑战、创新”的精神，自2005
年至今已成功举行了十届，2015大学生挑
战未登峰聚焦于大学生这个洋溢着青春
热血的群体，希望借由活动激发他们的勇
闯精神，鼓励他们克服未知的风险，激发
勇闯精神，鼓励直面未知的风险，勇于开
拓自己的未来。

雪花啤酒方面表示，百公里毅行与雪
花啤酒勇闯天涯挑战未登峰活动极其吻
合，都是鼓励健康运动，鼓励公益爱心，二
者结合必将在年轻人中产生深远影响。所
以，雪花啤酒2015年大学生挑战未登峰湖
南赛区选拔与湖南春季百公里毅行同期
举行。

据悉，经过挑选，长沙医学院的何斌、
长沙理工大学的邓皇适和邓铁、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的杜威和邓文直接获得 2015年
挑战未登峰复赛的资格。 ■记者 肖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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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3日讯 声称
紫檀、香枝木、楠木等全实木
工艺品，实际上却为牟取暴利
故意使用价格低廉的木材冒
充或者混用。日前，上海市消
保委发布《2015年度全实木
工艺品比较试验结果》， 抽查
的50件商品中， 有27件样品
不符合其明示的商品材质，不
合格率高达54%。“谭木匠”以
黑酸枝冒充乌木等以次充好
现象，被点名曝光。

记者注意到，50件样品
中有12件样品的材质与其明
示完全不符，存在用低价或者
材色接近的木材冒充名贵木
材之嫌，如重庆谭木匠工艺品
有限公司生产、上海起悦商贸
有限公司销售的“礼盒珠联璧
合”(标称规格：13颗)，其明示
材质为条纹乌木，实测木材为
黑酸枝。条纹乌木和黑酸枝皆
为红木类木材， 木材材色接
近，皆为黑褐色，但是条纹乌

木的市场价格较黑酸枝高，商
家以假充真误导消费者。另有
上海华璐珠宝有限公司销售
的花奇楠木手串 (规格：12
颗)，其明示材质为楠木，实测
木材为破布木。

有3件样品的材质存在
掺杂掺假的情况，如由上海梦
创家具有限公司销售的金丝
楠木手串，明示材质为金丝楠
木，经检测样品中有楠木和白
兰2种材质。据了解，白兰是

一种较普通的木材， 其材色、
材质与楠木相近，冒用或混用
在价格节节攀升的楠木中，经
营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消费者在购买实木工艺
品前， 一定要事先了解相应
木材的特征，咨询有关专家，
减小购买风险。在购买时，可
要求商家在发票上标明商品
的材质或者提供材质的检测
报告。

■记者 肖祖华

“谭木匠”以次充好上黑榜

湖南多特色农产品，如
何将特色产业转化为经济优
势一直是个难题。日前，郴州
首批20多家农村蔬果合作
社、50多种农特产品，在郴州
市农经局的“牵线”下成功与
湖南澳鑫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电商签约。 来自偏远乡村的
农特产品，将搭上电商平台，
走出山窝远“嫁”他乡。

郴州市委农村工作部副
部长、市农经局局长唐甲良
介绍，郴州市农经局开发设
计了“数字郴州·郴州农经”
手机APP客户端， 农户可以
在这个平台寻求农业技术
指导，了解土地流转信息，
农民工供求信息，机械租赁
信息等。

■记者 肖祖华

本报4月13日讯 只要
用心发现， 美丽无处不在。
湖南御泥坊化妆品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今日向本报
表示，在寻找一位名叫彭启
红的善良女孩。

事情应该从4月1日晚上
的一档电视节目说起。 当天

晚上，湖南卫视一档名为《噗
通噗通的良心》的栏目，在长
沙街头进行了一个善意实
验。他们希望知道，当一名孕
妇在路边紧急发作， 是否有
人送她去医院。

这次随机测试中，每次都
有善良的人站出来，伸出温暖

之手。其中，一位身穿粉红色
外套，手提粉红色纸袋的女孩
格外显目，她叫彭启红。

“我们后来发现， 那个
女孩一直提着我们的产品
包装袋。” 御泥坊上述负责
人表示，“九年来一直致力
于发现女性的美丽，彭启红
式的淳朴善良，也是我们一
直弘扬的美丽内涵。” 为了
不让大众误解，公司一直通
过官方微信、 微博寻找，可
惜没有音信。

“这种事情比较敏感，人
们肯定会指责我们在炒作。”
所以公司第一时间定下基
调，找到这个女孩，帮她实现
一个心愿，不过度宣扬。

如果你有相关线索，请
拨本报热线电话96258，传
递这份善意。■记者 肖祖华

每周质量报告

御泥坊寻找善良女孩彭启红

五勇士获“雪花”挑战
未登峰复赛资格

郴州农特产品
试水电商销售

��������包容臣很忙，忙着各种培训会、
招商会、市场协调、与合作伙伴沟
通，基本是“空中飞人”，很少落地长
沙，记者约其采访好几次都没能碰
面，最终只能通过电话采访。

高中毕业挑起家庭重担，在长
白山伐木育林，2000年开始下海，
开过超市，卖过冰淇淋，跟韩国人
做过泡菜，2009年接触茶叶直销，
2013年进入风华致远大茶网，现在
已经成为大茶网联合创始人。

包容臣告诉记者，自己视大
茶网为这一生最终的事业， 甘愿
脚踏实地把这份事业做大。 对于
忙碌，他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他
喜欢这种忙碌， 因为忙碌才能多
做事情，才能更好地发挥价值，也
才是他所追求的以发挥自身价值
来衡量的人生价值。

18岁丧父，
当伐木工扛起整个家庭
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包容

臣表示，历尽坎坷。
他表示，最不愿意回忆的就

是过去的苦难，18 岁那年， 父亲
离世， 留下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过
日子，为了供四兄妹读书，母亲每
天起早贪黑， 吃尽了苦头， 那时
候， 看着母亲日益消瘦， 非常心

疼，撑到高中毕业，自己毅然回家
帮助母亲，挑起整个家庭的担子。

刚回家那会，自己到长白山
当育林员，伐木植树，那时候，零
下 30 多度的气温， 非常难熬，尤
其是，伐木的时候，雪水融进靴子
里的时候更痛苦。但是，做育林员
的工资每月才两百多， 很难养活
全家，尤其是结婚后，更加入不敷
出。 后来，自己就兼职卖雪糕、卖
台球，想各种办法挣钱，后面，自
己还开了一家超市。

但是，生活一直没有太大
改观，那时候，因为各种原因，

妻子选择离去。 2000 年，包容臣
来到常州一家地板厂做事，他
的销售天分被激发， 半年时间
就做到华北区业务经理， 随后
被调往沈阳开发东北区业务。
那时候正值中国经济建设高
峰，他自己看到商机，选择回老
家做起地板经销商。

偶识茶叶直销，
把大茶网作为终身事业
包容成接触茶叶直销是一

件偶然的事。 2009 年的时候，包
容臣在长沙出差， 朋友聊天中接
触了华莱茶叶， 以直销的模式卖

茶，让他觉得模式很新颖，于是决
定加入。

那时候的华莱刚刚成立，包容
臣可以说是元老级的员工，迅速被
派往东北开拓市场。 包容臣是那种
做事勤奋踏实的领导者，每天四处
奔波， 不管是三伏天还是酷冬严
寒，他都奔跑在一线。 由于长时间
的劳累， 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包
容臣笑称，自己的腿现在就是天气
预报，只要一疼就知道要变天。 在
包容臣等人的开拓下，华莱迅速在
东北打开市场，成立的第一年就创
造了 1.2亿元的业绩，随后，逐渐在
南方打开市场。

那时候，风华致远董事长刘
健跟包容臣是同事，负责策划，二
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2013 年，
刘健决定单干， 创立首家茶叶电
商平台， 由于对刘健本人能力的
充分信任和对大茶网模式的完全
认同，包容臣当即投入到大茶网。
包容臣告诉记者， 大茶网是一项
长久的事业，有生命力，因为它不
玩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产品，
实实在在让经销商、 消费者都得
益，“我将大茶网当做我自己这一
生终身的事业， 大家为了共同的
目的共同努力”。

专注、脚踏实地
方能成就事业

人生坎坷历程铸就了包容臣
专注、脚踏实地的性格。

进入风华致远之后，他独创
了 B7 同悦系统，为此，他几乎付
出了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几乎每
天都奔波在市场上，专注于每一
项工作细节的完善。 他告诉记
者， 在英文字母中，B 是第二个
字母，代表口才，在阿拉伯数字
上，7 代表人脉和贵人，7+2 等于
9,9 代表成功， 同悦便是同心同
德共同成功的意思。 B7 同悦系
统取意共同在快乐中获取财富，
在团队管理上强调格局和心态，
在面对市场时，强调产品品质和
电商趋势，培养团队成员的格局
和心态，面对消费者，始终坚守
服务第一的理念。

包容臣表示， 一项伟大的事
业必须需要一个精明的掌舵人，
风华致远已经具备了， 刘健先生
的驾驭能力毋庸置疑，同时，还需
要一帮专注、 踏实肯干的人去落
实掌舵人的想法。 尤其是企业刚
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 更需要大
家踏踏实实办好实施。

■记者 肖祖华

从“伐木工”到“大茶网联合创始人”

包容臣：专注、脚踏实地方能成就事业

2014年，风华致远公司年会，包容臣（中）获评“大茶网联合创始人”

记者 唐俊 摄

左边女孩为彭启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