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9月 3日 星期五
编辑：张晓霞 组版：卢红

都市消费·打折
D11

海鲜 ＞＞

◇即墨渔夫海鲜大排档开业

三周年桌桌送正宗海草凉

粉，桌桌送红包。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环山路南头。

电话：13906407668

◇一品鲜海鲜城每天一元特

价菜。时间：9月份。地点：环山

路44号。电话：82660899

◇渔人港海鲜美食广场所有活

海鲜半价(自带酒水、饮料、茶

水、食品不参加此活动；外卖打

包走不参加；享有其他优惠活

动不参加此活动)。地点：市中

区小梁庄街77 号海鲜大市场

4楼。电话：82021555

◇老号海仙特价海鲜优惠进行

中。地点：市中区英雄山路248

号。电话：82778855

火锅 ＞＞

◇重庆小天鹅美人美时尚火

锅菜金满 100 返 40 或 9 . 5

折。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山大路与花园路交叉口路

北。电话：86991688

◇香噹噹清热去火锅底免

费，并赠送羊肉、海鲜、豆浆。

地点：趵突泉南门对面。电

话：86918800

◇黄记煌三汁闷锅充值卡充

500 元送 100 元，充 1000 元

送 200 元。地点：历城区花园

路84 号。电话：62307166

◇小肥羊火锅连锁千佛山店

桌桌送豆浆、酸梅汤、爆米

花、西瓜，吃 100 送 20 代金

券。地点：省博物馆往北 200

米路东。电话：82929991

◇新唐人时尚火锅缤纷五洲

店凡来店消费桌桌赠果盘人

人赠送冰激凌一份，进店小

朋友免费赠送儿童玩具。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济泺

路96 号。电话：66685252

◇重庆秦妈火锅推出六个一

元优惠活动--崂山啤酒一元

一瓶(限一楼大厅)、自制酸

梅汤一元一扎、海大虾一元

一只(每位限一只)、大白菜、

鲜豆腐、粉丝一元一份。地

点：市中区经十一路 80 号。

电话：81766666

◇鼎鼎香吃 100 返 10 元代

金券，自制绿豆汤免费喝。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市中

区舜耕路泉城公园东门内。

电话：82915333

◇多来士时尚火锅文东店凡

来消费均赠送超值优惠券。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文

化东 路 6 5 - 2 号 。电话 ：

86999993

◇草缘食尚火锅涮品消费满

100 元，5 . 8 折优惠；涮品消

费不满 100 元，赠送价值 15

元精选肥牛一份；扎啤免费

不限量。三项优惠，任选其

一。时间：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地点：师范路 23-4 号。电

话：85906779

◇骄龙蒙古王火锅城菜金满

100 元送 50 元代金券，中午

11：30-下午 1：00，下午 5：

30-晚 8：00 ，扎啤免费！地

点：工业南路 104-1 号。电

话：88552563

特色菜 ＞＞

◇ 166 涮牛肚凡打车来店消

费满 70 元的顾客，凭相关凭

证报销打车费。时间：活动进

行中。地点：历下区和平路 8

号。电话：81985166

◇阿瓦山寨历山路店消费

100 元以上送代金券 25 元，

200 元以上送 25 × 2 元，

300 元以上送 25 × 3 元，以

此类推。时间：活动进行中。

地点：历山路 154-3 号。电

话：82660885

◇阿香婆经十一路店梭边鱼

7.5 折优惠，点龙虾送酸梅汁

(价值18 元)。时间：7 月30 日

--9 月 10 日。地点：经十一路

34-19号。电话：81768788

◇鹿港小镇台湾料理吃满一

百返二十，多买多赠，可累积

使用不限金额。时间：活动进

行中。地点：泺源大街 1 号银

座新天地。电话：86565888

◇彭记菜馆菜金一律 9 折优

惠。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县东巷北首(市立医院南 200

米)。电话：86791086

◇金汉森德啤烤肉世家凭此

信息每位 28 元(成人 4 人以

上 10 人以下)。时间：活动进

行中。地点：洪楼南路 25-1

号。电话：88111977

◇三楼上的猫持本信息可享

受 9 折。时间：活动进行中。

地点：山师东路中段秀装天

地三楼。电话：82952289

◇泰蕉叶泰式风情餐厅点咖

喱皇炒肉蟹送金牌榴莲酥一

份。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泺源大街 1 号银座新天地。

电话：88695678

◇一茶一坐凡来消费者均赠

送优惠券一张。时间：活动进

行中。地点：泺源大街 1 号银

座新天地。电话：68653888

◇渝加渔豆花庄凡来店消费

者均赠送优惠券。地点：环山

路与经十路交叉口往南 300

米。电话：86999996

◇浙江大酒店点千岛湖大鱼

头送鱼尾或鱼圆。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英雄山路 15

号。电话：83180388

◇古彭城饭庄菜金满 100 返

30 元代金券（自带酒水滁

外）。地点：二环东路 7822

号。电话：88951777

◇鱼酷花园路店消费指定鱼

品满 100 元赠送骨瓷情侣套

杯。时间：8 月 18 日-9 月 17

日。地点：历城区花园路西口

(林业大厦斜对面)。电话：

86989669

◇鸿运来农家乐钓鱼戏水的

好地儿，炖大梁骨、特色炒

鸡，持本信息前来菜金九折

优惠。地点：历城区彩石镇狼

猫 山 水 库 南 岸 。电 话 ：

13402213914。

◇沸腾鱼乡午餐消费满 100

返 20 元代金券，晚餐满 150

返 20 元代金券。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历下区经一路

延长线卫生局东邻。电话：

86116222

◇玉蕈园健康主题酒店消费

满 100 元返 20 元代金券，大

厅调料、水果免费。时间：9

月份。地点：历山东路与和平

路交叉口。电话：86550055

咖啡西餐 ＞＞

◇上岛咖啡充值 500 元赠

100 元，充值 1000 元赠 280

元，充值 2000 元赠 600 元。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泺

源大街 29 号圣凯摩登城 2

楼。电话：81670007

◇普罗旺斯牛排比萨每桌消

费 100 元以上送 9 折贵宾

卡，牛排 9 折(特价除外)。地

点：华龙路 999 号锦绣泉城

南门往西 10 米路北。电话：

55509520

◇上岛咖啡金牛店周六披萨

半价，周日牛排半价，餐后饮

品半价。地点：无影山北路 22

号。电话：68826006

◇松果西餐厅除套餐饮品所

有菜金 9 折，贵宾卡免费办

理中。地点：历下区文化东路

103 号。电话：86563896

◇欧伦·利客牛排世家每周

二、每天下午茶、宵夜时间全

场 5-7 折。时间：截至 9 月

底。地点：明湖路历下国税局

对面。电话：61319777

◇一世悠仙充值会员卡 400

送 50，600 送 100，1000 送

200，2000 送 500，3000 送

1000。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历下区山大路 144 号。电

话：88199222

食品 ＞＞

◇汾酒竹叶青迎中秋一律 8

折起。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黄台南路 78 号。电话：

13969023820

◇黄河王系列白酒厂家直

销，团购优惠，桶装特曲酒买

二赠一。地点：经十一路39-3

号济军第五招待所西邻。电

话：82026628 13964033383

◇乾隆杯酒厂内价格优惠进

行中。地点：济南槐荫区段北

东路 2 1 号 - 8 号。电话：

82289708，15963133418

◇康宝蜂业推出特价蜂蜜

10 . 9 元，蜂胶买三赠一。地

点：七里堡乐购超市三楼。电

话：89118130

美容 ＞＞

◇济南美莱整形美容医院教

师节、中秋国庆长假部分项

目最低六折。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文化东路 76 号。电

话：66599555

◇美丽田园美容专业护肤充

值 2000 元送 2000 元，针对

新老会员 5 . 8 折体验护理。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贵

和购物中心 4 楼。电话：

80982628

◇济南爱容医院部分项目半

价优惠。时间：活动进行中。

地点：济南市和平路 53 号

(历山剧院东行 20 0 米路

北)。电话：86960101

◇银座美容教师节特惠：所

有教师预存 100 0 元再赠

1000 元 VIP 卡。时间：9 月

10 日至 9 月 12 日。地点：经

十路学府大酒店东 80 米。电

话：82615299

◇金夫人美容院脱毛 6 折、

美白补水年卡特惠 5 折。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顺河

东街 66 号银座晶都国际。电

话：86077407

◇派克森美容公司 22 周年

店庆，美容、美发、整形，优惠

活动进行中。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朝山街 49 号。电

话：86021508 86029290

◇阳光会所面部换颜通卡惊

爆价 3880 元，健身年卡 1100

元，瘦身通卡优惠中。地点：

历下区泺源大街 6 号新闻大

厦5 楼。电话：85193661

◇真积力久经络保健中心周

年店庆实效理疗 5 折体验，

推拿 50 元、足疗 30 元办卡

另有赠送。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玉函路 45-8 号。电

话：82055577

瘦身 ＞＞

◇珂爱迩专业减肥百元试减

优惠进行中。地点：二七加油

站对面。电话：66781099

◇胖胖瘦乐园专业减肥韩式

加强减肥，三天减 3 至 8 斤，

现送 7 折大喜。时间：活动进

行中。地点：高新店、花园店。电

话：15020005310 88041716

◇欧蔓纤丝国际减肥机构原

价 2280 元的尊贵瘦身课程，

现价 580 元。地点：银座晶都

国际 2 座-8 0 6 室。电话：

88957555 QQ：458842700

◇长城减肥总院魔磁减肥 5

折优惠。时间：活动进行中。

地点：圣凯摩登城 633 室。电

话：86150686 86907056

◇立可瘦拨筋减肥 30 元减 3

-8 斤，疗程卡 5 折。时间：活

动进行中。地点：洪楼店、黄

台电厂店。电话：88026328

68662562

◇妙美急速减肥养生堂男士

200 斤以上女士 150 斤以上

买一疗程赠一疗程。地点：长

途汽车站对面泉星小区。电

话：66683100

◇香港修身堂减肥体验 368

元，赠送 368 元产品，减肥年

卡980 元赠价值1980 元经络

养生卡一张。地点：泉城店、八

一店、天桥店。电话：82350350

80972075 55592705

美发 ＞＞

◇漂亮宝贝储值 2000 元 6

折，5000 元 5 折，10000 元 4

折(产品不参与打折)。时间：

活动进行中。地点：朝山街北

口路西。电话：86127730

◇阿信名剪头皮理疗特价35

元，欧莱雅营养 98 元起。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朝山

街24 号。电话：86033362

◇审美发艺艾菲尔营养疗程

原价 480 元，折后 240 元。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环山

路37 号。电话：82661668

◇梦斯美发中心夏季烫染一

律 8 折，日式梨花烫 7 折优

惠。时间：截至 10 月 1 日。地

点：文化西路三和街 94 号。

电话：86908224

◇纤手专业美发沙龙会员卡

储值 1000 元即可享受积分

打折。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泺源大街 197 号。电话：

86127009

健身 ＞＞

◇银座健身 6 周年庆，回报

老会员，两年卡、三年卡超低

价特惠发售。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银座店、花园路店、

槐荫店。电话：86150000

◇五洋健身特价年卡 5 折销

售。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五洋健身英雄山店(经十一

路38 号)。电话：82052345

◇英派斯健身暑期活动优惠

多多。地点：明湖馆、全民馆。

电话：86089666 88972999

◇禅悦国际瑜伽 6 . 8 折起。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文

化东路 24 号文东花园。电

话：88939589

◇今日瑜伽花精情绪疗愈、

经络养生、昆达利尼瑜伽办

卡 9 . 5 折。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泺源大街 229 号金

龙大厦主楼 12 层。电话：

86911779

◇天成健身跆拳道、散打年

卡 5 折优惠并赠送精美道服

一套，拉丁舞办年卡再赠送 3

个月。地点：历山北路北首。

电话：55509958

◇济南阳光(拉丁)体育舞蹈

健身中心免费试一节健身课

程。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洪楼西路金泰大厦 4 楼。电

话：81126668

◇莜雅瑜伽凡来电者均可免

费体验一节瑜伽课。办年卡

送瑜伽服。时间：9 月份。地

点：天桥区北园大街三孔桥

嘉汇广场 C 座 821 。电话：

62336166

◇龙武精英跆拳道搏击俱乐

部凭此信息报跆拳道，散打

防身术，合气道班的全年卡，

赠一个月再赠道服！地点：泉

城广场店，工人新村店，经七

路店，玉函店，长清店。电话：

66813989

◇益高健身中秋假期期间，

到店免费锻炼，还有健身礼

品赠送，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地点：济南市经十一路 31

号英雄山人防商城七区。电

话：82063000

游泳馆 ＞＞

◇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游泳

馆休闲年卡所有教师、下岗

工人、军人、低保户持相关凭

证享受半价优惠。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经十路 19166

号跳伞塔。电话：68606885

◇济南市奥体中心游泳馆年

卡 7 折优惠，原价 2400 元，

现价 1680 元，限本人使用，

不限时间、不限次数。时间：

活动进行中。地点：经十东路

奥体中心。电话：61387676

◇山东大厦游泳馆持 30 次、

60 次游泳卡消费康乐项目 9

折，100 次以上游泳次卡消

费康乐项目打 8 折。时间：活

动进行中。地点：山东大厦三

楼康体中心。电话：82958888

◇颐正大厦游泳馆 20 次、30

次、50 次、100 次、300 次卡

项优惠活动进行中。地点：历

山路 108 号颐正大厦F1 层。

电话：85035058 85035059

◇省体育中心游泳馆次卡 30

次/1500 元，老会员有优惠。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经

十路体育中心游泳馆。电话：

82072182

◇益高健身阳光舜城店惊喜

特惠暑期游泳套餐。时间：活

动进行中。地点：济南市阳光

舜城中五区商业街西首。电

话：82709119 82731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