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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精品便民信息
家政保洁

◆喜临门保洁 13864954258

◆如意家政保姆月嫂保洁 7321765

◆利民保姆保洁月嫂 8997826
◆真情保姆，月嫂，保洁 8206889

◆诚信家政保姆保洁月嫂 3190977

◆美景家政保姆月嫂保洁陪护 8883305

◆信通家政专业保洁 13508990974

◆专业干洗维修窗帘 13853903226

◆浩瀚月嫂催乳招月嫂 13954469152

◆温馨家政：保姆、保洁、月嫂 8075950

◆金贝儿月嫂公司 2871679 专业
月嫂、催乳、陪护 15963998576

搬家服务

◆吉祥搬家 8332233

◆万家福搬家 8880586

◆天顺搬家移空调 8798282

◆家乐搬家 3123718

◆兄弟搬家 8332708

周易培训

◆八字六爻风水培训，不会退费 13884893440
◆六爻八字风水起名，实战教学 15163945778

精品装修

◆专业刮仿瓷 13869916067
◆汇康家装 13562910825
◆景琳装饰工程公司 13341281111
◆恒辉装饰 13969913552
◆专业家装、店装 18763763355
◆专业木工活吊顶腻子15964833155
◆刮仿瓷 1 . 8 元，夹板帐 35 元，立邦漆 15854922566
◆仿瓷立邦、液体壁纸 15254981118
◆专业刮仿瓷立邦漆 15020326056
◆家装店装刮仿瓷 1519296682
◆家装店装仿瓷立邦 15866930212

医药信息

◆ 50 块零 8 毛鼻炎包治好 8689959
◆ 24 天治前列腺炎5668120
◆偏方治癌症 5027996
◆中医治癣愈后付款 13053791520

隐形防护网

◆尚海·佳家安 8015110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一切旧货 15853990818
◆高价收旧货 15092930958

◆收废铁 8791828
◆旧货市场，回收旧货 13516397379

◆旧货回收 13864949893
◆回收旧货 15054933132

◆
昊利旧货回收

另售新床

法律服务

◆三禾律师专业致胜 18905394999
◆交通事故、离婚、刑事 15192978588
◆要胜诉找超信律师事务所 13969953076
◆济南律师办理大案要案 13791079366
◆专业律师胜诉收费8033148

安装监控

◆监控安装，免费维修 8370863
◆专业安装监控 13953971839

心理咨询

◆心之音心理咨询 15863912020

抵押贷款

◆车辆抵押贷款 8115888
◆分期房产抵押贷款 15054996666

◆公务员无抵押借款 8880222
◆高价收车，抵押贷款 6666677
◆车辆抵押借款 13583903073

◆专业贷款、助存、办卡 13953958888

金融服务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8222093
◆办信用卡 13405392313
◆低价刷还 15864863050
◆刷还卡 8796998
◆办卡办 pos 机 8999906
◆刷还 13355026326
◆办刷卡机 POS 13508998281
◆办信用卡 15253999513
◆办信用卡 13176972536
◆专业合法债务清欠 15253926007
◆刷还·积分 15963934539

出租转让

◆河东于埠 1200 平场院转让 13954963259

◆急转宾馆门面各一处 13589661218
◆出租美澳别墅一套 13053980806
◆停车场饭店转让 15550933473

疏通下水道

◆疏通下水道，清化粪池，水暖安装维修 15863850900

工商注册

◆大额验资、增资13176093888
◆低价验资注册 15953972028
◆工商注册增资记帐 18653995333
◆工商验资，增资 15564919191

调查取证

◆诚信婚姻调查 13181485822
◆柯南调查 15020925007
◆真相调查取证 8334007
◆专业定位寻人 400-1898-539

精装修空调

◆精修空调移机回收 13953993417
◆专收空调（价高）13869927939
◆回收空调电脑 15020919578

靓号买卖

◆买卖手机吉祥号 13165276777

调查服务

◆专业定位寻人 14705485529

汽车租赁

◆兄弟汽车租赁 8352539

◆真诚租赁(新车)8152152
◆诚心租车 8109266
◆天顺汽车租赁 8175678

◆元和租车 3210058
◆润迪汽车租赁 8337088
◆赢时通汽车租赁 8121377 全国连锁
◆联众租车 2069696
◆和顺汽车租赁 8165599

婚介交友

◆罗麦婚介专业征婚 13013511517
◆曼丽莎婚介交友聘女士 15863851981
◆永恒真诚交友聘女士 15020377711

综合信息

◆收购三生御坊堂产品 18605419106

开锁服务

◆开锁换锁 8888178

15054976971

汽车年审过户
新车上牌，全国车辆年审，驾证服务。www.LUQCar.com

15564222777

现 金 收 车出 租 转 让

现房出售
开发区李公河社区现有一批六楼出售，小

区设有中小学大型超市等，面积 110m2，130m2，

价格 420-460 元/平方，配有储藏室、燃气等，市

内乘 15 路可直达，沿街商铺 1520 元-1720 元/平

方。售楼热线：7301156 15854906333

地址：金九路大桥东第一个红绿灯南 1 公里路西

快餐店转让
华丰国际商贸城四楼营业中快餐店转

让，客源稳定，接手即可赢利。15563223999

现金收车
高价收各种轿车、面包车
及货车。13853940111

专收大小货车，客车及各种轿

车，面包车，诚邀各地信息员加

盟，共展宏图（兔）13853989872

现金高价收各种轿车、面
包车、微型车。15905393111

高价收 1-15 吨各种货车
临沂地区上门看车 131 0549 0008

高价收 1-16 吨各型货车
上门看车包过户 13290210001

肝病转阴 中药治根
“ 愈 肝 汤 ”2 0 1 0 年 获 国 家 专 利 ( 专 利 号 ：

CN201010102556 . 3)，该方为明永乐年太医院治臌症方散落
民间，后由本研究所挖掘整理后提供临床。

经数万例患者验证表明：该方疗效确切，愈后不反弹。
功能：扶正祛邪。保肝降酶，抗病毒，调整免疫系统功能紊
乱，促使三阳转阴。是治愈急慢性肝病·肝硬化的极效良
方。有效率极高。 本方遵循辩证，签约治疗。
网址：www.h992 .com 电话：0539-5233538 华夏中医肝病研究所

出租转让
仓库 1500 平米带 300 平米院大山路与

老俄黄路交汇向南 300 米路东 13854963022
扑克牌九
超前实用牌具，专业最新四口麻将程序机色

子无假想怎么糊就怎么糊，隐形眼镜 50 元看扑
克麻将，各种绝门色子‘新到几种单人操作实用
牌具，玩拖拉机，憋十，牌九，[本部产品全价格
最低]地址临沂小商品成西侧，13792977795

商 务 信 息 收 货 车

厂房仓库出租
解放路与俄黄路交汇向

北一公里，新钢结构大棚
2300 平方，有办公宿舍区
(平房 13 间) 13705399388

厂房出租
临沂市郭庄工业园占地十亩，钢结构大棚
5000 平米，办公宿舍 800 平米，水电齐全，交
通方便。13405499554

债务代收
专业合法清理，债权债

务，成功收费，13953977345

收货车
高价收 1-30 吨各种货车，

如解放、江淮、福田、老虎、五
十铃、凯马（平板厢货）各种货
车。13792990075

营业中超市转让
营业中中等超市(上下三层，一层超市)
客源稳定，因有其他项目投资，现整体
转让，接手即可盈利。电话：15264467289

转让
低价转让正在营业中的消毒餐具公
司设备，手续齐全，有固定的客源，接

手即可盈利，非诚勿扰。15020995454

手 工 制 作

成顺打火机组装总公司招
注册号：3713390006135，本公司常年招聘在家组装人员，无需充气，一学就会，到本公司
合作者报销路费，日收入 80-140 元，现金结算日结，无押金，另招乡村代理户。
15589035550王女士 地址：临西四路与解放路交汇 免费送货上门，现金回收

外贸手工活
投资 100 元，带料回家做，多劳多得，现金回收，量大价

格上提 20%-40%。13864992422 地址：中医院家属院

高薪诚聘业务员 20 名 13854985551

高薪诚聘业务员 20 名 13854985551

高速路广告位招商
13210431290

旅店转让
隆达车站对过路西 400m2 两层 15853844409

祖传秘方专治痔疮
九天除根纯中药治疗，临沂义堂布衣药店，沂南电影公司药店，

莒南自来水北药店，罗庄区金地药店。18866999888

洗浴中心转让
营业中洗浴中心，整体转

让，接手即可赢利，可考查，

客源稳定，位置佳。(非诚勿
扰)13256581519

祖传秘方
主治：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前列腺炎、内外痔疮，如
不好分文不取。乘坐 15 路公交车直达范家沟下车。15092989381 15964814425

诚信致远 翔宇贷款
翔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山东省金融办批准

设立的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手续便捷，灵活机动。

主要从事：房产、土地抵押；车辆、设备、物资质
押；公职人员担保、三户联保等贷款业务。

电话：7875666 7875665
地址：临沂市沂蒙路与金三路交汇处

雀斑 黄褐斑 胎记 脱毛 洗纹身
最新药物离子导人、立时见效、永不反弹、终生包治 6064788

鼻炎咽炎扁桃体
久治不愈的患者到本处一次即可痊愈无复发：免费包终生协议 6064788

包皮
痔瘘
静脉曲张

疝气

韩国微雕光电技术，快速、无痛、美观自然
不影响工作和学习，价格全市最低 8155948

最新技术、轻重患者：保证一次痊愈无复发 8155948

介入定位导融：不手术、随治随走，安全无痛
治疗后血管即可消失。 15505495088

微创无需缝合，无需拆线一次痊愈 15505495088

地址：临西五路与金二路交汇西 200米足北（七里沟）东方医学研究所二楼

腋臭

专治老胃病
短、效、快、捷治胃病，半月根除
永不复发。名医治胃，国内领先。

祖传名老中医专治慢性浅表性胃炎，胃窦炎、食管
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肠炎等。

电话：0539-2959198 13953927051
临沂康源医院二楼胃肠科（老汽车站东门对过）

扑克麻将必胜绝技
传授控牌、变牌、洗牌、发牌和认牌。普通扑克牌到手中一至二秒变掉，如 2、3、5 能变三个

A 或三个 K，同花顺适应于拖拉机，金花，二八，九点，避十等各种玩法，可控制别人是（三个 K）
自己是（三个 A）等。麻将：无论谁的新旧麻将，你只要玩两圈，能认出上下层每张牌的花色点
数。四口麻将机全方位，可起手听和，想糊就自摸。以及变牌衣，超级透视隐形眼镜，看扑克、麻
将，多功能色子、密码色子，最新无声变牌器多种娱乐精品直销。来人自带牌具免费观看，满意
再学，技术包教包会。15153926498 刘老师
地址：启阳路与新华一路交汇处（人民广场南 500 米）

一次性专治鼻炎包终生
陈氏祖传秘方鼻炎液化膏，不手术、不吃药、不打针。主治：急慢

性鼻炎、过敏性鼻炎、萎缩性肥大性鼻息肉、上颌窦炎等鼻炎的根
治疗法。治疗时将特效药膏涂在鼻腔病处，十几分钟即可。无痛
苦、无出血、无后遗症，小儿亦可接受治疗，治疗后症状立即消除，
不影响工作和学习，望患有鼻炎的患者尽快前来治疗。

我专科对下列疾病也有特殊疗法：一、注射治疝气；二、注射治疗
静脉曲张；三、注射治疗腋臭（狐臭）；四、注射治内痔、外痔、混合痔、
母痔、肛裂、肛瘘等肛门疾病；以上四种疾病不手术、不住院、不吃
药、一次性注射，向病人承诺 30 年之内再复发者，不收任何费用。另
外本科对皮肤病、前列腺炎、颈肩腰腿疼有独特的治疗。
联系电话：0539－5481729 13869989465 13869964787 www.byttzl.com
地址：山东省苍山县尚岩镇、周埝沟专科门诊 主治医师：陈医师

建国前老中医专家坐诊——— 山东独一家
一 . 前列腺炎：(包括增生肥大、睾丸炎、精索静脉曲张)

尿急、尿频、尿痛、尿意不尽、尿分岔、偶有分泌物、小腹痛、睾丸痛、阴囊潮湿、腰酸
沉、头昏疲劳、失眠梦多等，严重者伴有遗精、早泄和阳痿。6-12 天左右达到根治(令人高
兴的是：在治好前列腺炎的同时、前五天左右先治好遗精、早泄和阳痿)。

二 . 男女泌尿系统各种感染：(包括支原体、依原体感染后遗症)
1、尿急、尿频、尿痛、尿道口灼热红肿，重者流脓等。4 天左右到达根治，永不复发。2、

湿疣、疱疹、股癣、龟头炎、阴囊潮湿、阴痒、有异味等。2-4 天根治、永不复发。

三 . 男不育症：精子活动率差、少精、死精、液不化、不射精等。

以上三大条花钱少、根治快，治一个好一个。有好多患者看到电视广告跑到大医院去了，有
的花八九千元，甚至上万元，未治好病，钱花没了，最后才来本门诊求治。服中药一两天，就后悔
的说“药太好了！以前不知道，花了钱，受了罪。来晚了！来晚了！”本门诊承诺治疗，无效坚决退
款，远来者包路费。临沂城区前列腺炎泌尿专科——— 临沂城区男性不育症中医专科

地址：兰山区蒙山大道(临西五路)北段路西，鲁南汽车城东门向北
30 米(后十里堡) 电话：13562960238

专
治腰间盘突出跟骨刺口臭
治一个好一个 13854968150
临西三路与金三路交汇东 30 米

肝病转阴 中药回春
根据民间祖传秘方采用二十多味

名贵中药材,炮制成中药药粉,根治乙
肝病毒,产生抗体,见效快,无任何反应,
请患者放心服用。小三阳大约 3-6付，

大三阳 6-10付，基本痊愈。可签约治疗。

13285496038，13285496011
网址：www.lyygzy.cn

地址：临沂市解放路与临西九路交汇处向西 2 0
米路南乘 2 、27 路公交即到

拍卖公告
拍卖时间：201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拍卖地点：山东华瑞拍卖有限公司三楼拍卖大厅
拍卖标的：山东森森纸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的其公司院

内建筑物(包括厂房、办公室、宿舍等，总建筑面积 9613 . 32 平方米)、附属物及设备等
财产一宗。

展示时间：以上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竞买意向者，请于拍卖前持有效证件及复印件一份(个人持身份证、单位持营

业执照及委托书)，带保证金(不计息)，支票需于拍卖日提前三天，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方可参加竞买。

公司地址：临沂市兰山区北园路与东岳庙街交汇处
联系电话：0539-8021166 7671717

邮箱：sdhrpm@126 .com 网址： http：//www.sdhrpm.com

山东华瑞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7 日

牛皮癣皮炎
症在皮肤、病在血液。清血疗法 3－5

次治愈 电话：8887387 13953987465（招护士 2 名）

医 药 信 息

火锅店转让 .另求租
临西三路与金一路北 100 米，经营中火

锅店，共三层 1300m2，单间 18 个，客源稳定，
生意火旺，接手即干。现对外转让。

另求租沂蒙路（解放路至
金一路段）200m2

沿街房
电话：13884872200

厂房出租出售
现有费县胡阳镇驻地土地 12

亩，钢结构厂房（1500 平米和 500
平米各一处），房屋配房 10 多间，
水电手续齐全，交通方便，预出租
出售。18765490266

水洗厂转让
转让一年稳赚 20 万元，正在经营
中水洗厂一处，带客户，有无经
验均可，非诚勿扰。13053928508

祖传秘方·专治牛皮癣
百年历史、祖传秘方、专治、先天性、遗传

性、顽固性、久治不愈的牛皮癣，愈后永不复
发，因为专业，值得信赖。不忌口，好的快！

电话：15964806818 胡一然
临沂市平邑县铜石镇铜昌路口东 30 路南

前列腺炎肾虚快速治愈
临沂特色中医康复中心，中医绿色疗法，外贴肾虚一贴灵，秘方配

制，专贴穴位，内服免煎中药，再加三通(药物通、仪器通、气功通)、通三
关(经络关、气血关、病灶关)、三补(补气、补血、补精)方法，对治疗肾虚、

盗汗、脱发、乏力、失眠、阳痿、早泄、性功能减退、前列腺炎(尿急、尿频、

尿痛、尿分岔、尿不畅、尿等待、尿不尽、阴囊潮湿)等，治愈快，疗程短，

一般患者 2-4 疗程治愈。承诺：如有疑问，可签约治疗。

康复热线：0539-8413883 13864999399 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8：00-
12：00 下午休息 周日休班地址：兰山区双岭路与临西十路交汇处(市内
乘 26、20、16 路公交车到临西十路下车)向北 400 米路西 200 米

签约治疗
放心省钱

税号：371302558934929
注册号：371302600213783同顺打火机总部

招：打火机半成品组装村级独家代理户（另有返利），免费送货，包教包会现金
回收成品日获利丰厚，手工费可日结，签合同（公证处公证）另招：打火机在家组
装工人可兼职，座机：8170371 地址：临西三路与启阳路交汇处东 20 米路北

厂院楼房出租
地处黄金地段沿街楼，现有二、三、四

楼面积 2000m2 左右，有停车场，院内有
平房 100 多间，水电齐全，可做仓库、住
宿、楼房，可经营饭店、旅馆、办公室。

地址：临西一路 41 号 电话：2806989

招商招聘
大学内新建大型超市，诚招

糕点、眼镜、化妆品、小饰品等
专柜，另聘营业员数名。

电话：13153961380 徐经理

专治鼻炎
本所在继承祖传秘方的基础上，又经多年的探索及实践

检验，以中医理论为基础，辩证施治，贯彻扶正固本，疏风散
寒，宣肺通窍的原则，开发出了一系列针对各类鼻炎的特效
方剂，本系列方剂不添加西药，无任何副作用，安全高效，能
彻底解除鼻塞流涕、头痛等症状，对于用西医治疗手段如穿
刺、激光、微波等治疗无效者有特效，且与其相比具有安全
性，稳定性及不复发等优点，为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本所实行
签约治疗。 电话：13953980723

地址：临沂民族医学研究所临西三路与启阳路交汇

拍卖公告
本公司受有关部门委托，

A. 定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上午 10：00 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
的：1 . 兰山区银都花园小区 4 号楼 1-402 室住房一套。2 . 兰山区银雀山路 94
号 1 号楼东二单元 4 层西户房产。3 . 兰山区天泰花园 1 号楼 4 单元 101 室的
房产一套。

B. 定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1：00 在平邑法院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林化忠在山东金蒙生物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山东金蒙生物饮业有限公
司的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

展示时间及地点：以上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不计息)于拍卖日前，前来公司财务部办
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539)8190222

公司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 159 号金阳大厦 4-502 室
临沂正大拍卖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一月七日

高薪诚聘业务员 20 名 13854985551

招 聘
职位：业务精英 8 名要求：有自信、肯付出。

待遇： 3000 ～ 5000 元，吃苦耐劳。 15553920999

佳艺飞扬祝全市人民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