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 ＞＞

◇济南美莱整形美容医院丰

胸、吸脂8折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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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元即可体验原价2180元

的射频技术带来的紧致容颜

系列护肤。时间：截至2011年

1月31日。地点：贵和购物中

心4楼。电话：80982628

◇美手美脚时尚生活馆护理

产品套装7折优惠，美国进口

光疗甲油3折包次优惠。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佛山

街51号。电话：8602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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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米路北)。电

话：86960101

◇银座美容新会员到店48元

体验以下任一项护理：经络

养生、都市抗压、纤体瘦身。

地点：泺源大街66号索菲特

工 商 银 行 8 楼 。电 话 ：

8606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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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会所海洋深层柔肤护

理2980元/48次，赠送48次手

部护理。地点：新闻大厦5楼

阳光会所。电话：66687776

◇派克森美容公司美容部锁

水亮肤项目半价，美发部推

出120元特价烫。时间：活

动进行中。地点：朝山街49

号。电话：86 0 2 1 5 0 8

86029290

◇琉璃时光SPA国际连锁机

构88元体验面部高效保湿护

理或芳香按摩一次。地点：济

南市阳光舜城商业街B13号。

电话：82710500 82710900

◇付氏女子养发育发馆开业

周年庆，免费大酬宾，每天预

约前三名可享受三次免费养

发或育发护理。地点：甸柳小

学北200米。电话：88940300

◇晓冬纹绣各种双眼皮、激

光洗眉、收缩毛孔、嫩肤、脱

毛等6折优惠，无痛润红唇、

动感雕眉、漂眉、眼线、唇线

等8折优惠。时间：截至

2011年1月31日。地点：济南

市 朝 山 街 3 2 号 。电 话 ：

82293306 13969130649

◇进巍美甲连锁济南店十周

年店庆，买一赠一，两人消费

一人买单，详情致店内。时

间：截至2011年1月31日。地

点：历下区佛山街41号。电

话：86911167

◇真积力久经络保健中心贺

新址开张，固元养颜卡原价

880元，现价199元，当月前30

名顾客有效。地点：他山花园

北门。电话：82055577

瘦身 ＞＞

◇胖胖瘦乐园专业减肥一周

减5-8斤，冬季热疗排毒减肥

优惠活动进行中。地点：高新

店 、花 园 店 。电 话 ：

15020005310 88041716

◇欧蔓纤丝国际减肥机构三

元试减，特价月卡，办卡赠

礼，还可抽奖。地点：银座晶

都国际2座-806室。电话：

88957555 QQ：458842700

◇长城减肥总院三分钟减肥

法，7折优惠。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圣凯摩登城633室。

电话：86150686 86907056

◇立可瘦拨筋减肥百花园店

100元减3-8斤，购买疗程卡

送5大金牌项目。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洪楼南路21号

百花公园西门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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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发 ＞＞

◇阿信名剪特价热能烫168

元起。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 ：朝 山 街 2 4 号 。电 话 ：

86033362

◇尚品发型连锁机构凭此信

息可体验洗剪吹5折一次，其

他项目8 . 5折，请提前预约。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齐

鲁国际大厦6楼电梯左手第

一家。电话：82350222

◇富发99凭此信息斑秃脱发

者享受8. 5折优惠，脂溢性脱

发和一般脱发者享受9折优

惠，白发转黑者享受8.5折优

惠。时间：截至2011年4月30

日。地点：济洛路116号国棉

二 厂 2 3 号 楼 。电 话 ：

13869164450

◇梦斯美发中心凭此信息烫

染一律8折，头皮理疗+养发

88元起，日式梨花烫7折优

惠。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文化西路三和街94号。电话：

869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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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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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高尚层会所现第一期团

购优惠价七折起。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济南市山大路

38-4号。电话：8806220 0

88062211

◇济南金龙跆拳道俱乐部即

日起报寒假班只需280元，送

跆拳道服及寒假前所有课

程！全年卡只需1000元！时

间：截至2011年1月31日。地

点：济南市解放路113号山东

艺术中心院内四楼(中心医

院西邻)。电话：86635020

13465314856

◇张瑾羽毛球健身中心店庆

期间1000元会员卡每场地每

小时15元，2000元会员卡每

场地每小时10元。地点：花园

路东段17号。电话：8890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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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3133331

◇莜雅瑜伽所有卡项8折促

销，预约免费试课。时间：活

动进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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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六周年店庆！跆拳道、散打

防身术报全年赠半年再赠道

服，寒假班及其他卡项报三

赠一！时间：截至2011年1月

16日。地点：泉城广场馆；工

人村馆；玉函馆；经七路馆；

刘智远馆。电话：6681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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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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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 ＞＞

◇普吉尼家居整体衣柜、衣

门团购进行中，更多惊喜等

你拿。时间：截至2011年1月9

日。地点：北园大街225号红

星美凯龙四层E8107。电话：

55530288

家装 ＞＞

◇富尔凯内置防盗窗原价

399元/平方米的伸缩式防盗

门窗，特惠价319元/平方米，

原价268元/平方米的固定式

防盗窗，特惠价198元/平方

米，免费安装，保修三年。时

间：截至2011年1月16日。地

点：大明家居广场一层西南

角61号。电话：67723450

◇小狗第一鞋柜鞋柜12Y821

原价925元，现价：740元。玄

关鞋柜XY5215原价2100元，

现价：1500元。时间：截至

2011年1月8日。地点：北园大

街红星美凯龙5楼中庭北侧。

电话：55530340

◇名秀装饰工程部家装店面

室内装修8 . 8折优惠。时间：

截至2011年1月13日。地点：

济南市经一纬九群盛花城2

楼。电话：83152823

◇小美生活墙绘60元/平起，

100平以上7折，500平以上6

折。网址：www.xm-life.com。

电话：15553100732

◇安泰安智能隐形防盗网

“庆元旦”降价风暴，原价100

元/平方，现打8 . 5折，折扣后

再满1000减100，满2000减

300，满3000减500！时间：截

至1月10日。地点：历城区祝

舜 路 5 1 7 号 。电 话 ：

13256413041

◇蝶恋花窗帘布艺秋冬最新

款窗帘6 .5折销售。并推出消

费满5000元，送两年免费清

洗。消费满8000元，送高档布

艺挂画一幅。地点：水屯路中

段1 9 号二楼全层。电话：

88618777

小家电 ＞＞
◇九阳小家电庆元旦感恩回

报，单台享受团购价格全场

七折。时间：截至2011年1月

31日。地点：中恒商城。电话：

13356655117

◇安吉尔纯水机凡购买安吉

尔，嘉淼系列纯水机，直饮水

机客户单台享受团购价，一

律6折起！维护更换耗材8折

优惠！时间：截至2011年1月7

日。地点：青年居易公寓。电

话：55503212

数码 ＞＞
◇飞利浦MP3 MIXII仅售

199元。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济南科技市场二期商城

5029室。电话：18753148239

82393342

◇蓝魔音悦汇平板电脑W9

支持3G仅售999元。地点：山

大路赛博数码广场478室。电

话：13335153136

◇手机影音安保一体机无线

智能家庭安防监控器特惠泉

城免费试用1周活动，凭有效

证件领取。时间：截至2011年

1月31日。地点：泉城路180号

齐鲁国际大厦D611。电话：

861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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