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是门严肃的科学，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
患者真正治愈，家长真正满意才是硬道理

轻松治愈儿童多动、抽动症
纯中药煎剂，安全便捷，随着治疗，

患儿体质智力同步提高。

蒙阴宏济门诊部 13280541575(王士湘)

出 租
广场北邻，2 万平米。急寻

宾馆、餐饮、娱乐、酒吧、会所、

俱乐部等项目招商。拟联合打
造临沂休闲娱乐新坐标。

财富热线：13953918728 杨先生

盛银投资
房产、分期房产、二手房产抵押，

商铺、汽车抵押
贷款简捷 下款迅速

贷款热线：8016656 理财热线：2028126
地 址：北园路城建时代广场

女裤加工放活
今有女裤产品长期对外加工放

活。要求：做工精细，出货速度快。

联系电话：15069989919

1、憋十，拖拉机，牌九，顶新
实用单人操作。2、拖拉机，普
通扑克，不限场地，根据需要
量身定做。3、卫星定位监听。

电话：15864811400

牌
具

恒源打火机
批发打火机散件设备专用工具：招打火机半成品组装
村级代理(另有返利)，免费送货，包教包会，现金回
收，成品日获利 80-120 元，手工费可日结，签合同(公
证处认证)报销往返路费。电话： 15263977023

注册号： 37132960018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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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务 信 息

酿酒+养猪=摇钱树
生态酿酒，百斤粮出百斤酒，同时产高蛋

白糖化饲料 200 斤，一人操作，7 — 12 天投
产见效益，全部技术，蒸酒设备，测酒度仪器
共计 7800 — 11800 元，一月收回投资。酿酒，
养猪，养牛，年利十万元，现款回收白酒，签
订法律合同。 琅琊王纯粮系列酒，国酒敢
比，名酒不换。诚招加盟商。山东蒙阴生料酿
酒厂 蒙阴县实验中学北 800 米
电话：0539 — 4832019 13385492119
网址：www.myslnj.com QQ：1015055297 1275155667

1500m2 酒店出租转让
繁华地段，院内可上烧烤 13082669563

求租仓库
独门独院仓库 3000-5000 平米，

水泥场 3000-6000 平米，全部面
积 20 亩左右，范围：兰山区、罗庄
区、河东区 电话：15846622206

厂房仓库出租
解放路与俄黄路交汇向北

一公里，新建钢结构大棚
2300 平方，有办公宿舍区(平
房 13 间) 13705399388

沿街楼出租
河东皇山路一沿街三层对外出

租，面积 800 平方左右，可做饭店、

办公。联系电话：13605393892

收 货 车

专收货车 1-30 吨各型
货车 131 0549 0008

高价收货车 1-15 吨平板
高栏箱货 132 9021 0001

现 金 收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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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收车各种轿车、面包
车、微型车。15905393111

债务代收
专业合法清理，债权债

务，成功收费，13953977345

废旧钢筋制钉，变废为宝赚大钱！
圆钉市场一直供不应求。我厂销售的废旧钢筋制钉设备
所生产的圆钉具有极高的市场竞争力。无风险的创业好项目。

临沂新耀五金制品厂。15253979272 2920246

汽车年审过户
新车上牌，全国车辆年审，驾证服务。www.LUQCar.com
15564222777

债务清欠
专业合法清欠各种债务；死帐、赖
帐、三角帐，成功收费。15053979002

临沂环保铅笔厂
利用废旧报纸生产环保铅笔提供机器技术和原料，诚招加工生产
签订合同，现金回收。0539-8463000 13188708866

高速路广告位招商
13210431290

扑克牌九
超前实用牌具，新到几种单人操作实用
牌具，玩拖拉机、憋十、牌九等各种玩法，

最新四口麻将程序机，隐形眼镜 50 元、
看扑克、麻将、牌九、各种绝门色子，各种
变牌道具(本部牌具最全价格最低)

地址：临沂小商品城西侧库房 电话：13792977795

牌具总汇
本部长期致力于实用牌具的开发和研究，扑克

麻将、牌九、色子、隐形眼镜千余种产品厂价直销。万
能程序机随心所欲。生产白光扑克、影子扑克可当天
交货。太空神膏边打边做，单人操作简练实用。欢迎
新老客户惠顾。13792415117

现金收车
高价收各种轿车、面包车
及货车。13853940111

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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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14 0 元，现金结算日结，无押金，另招乡村代理户。
15589035550王女士 地址：临西三路与解放路交汇 免费送货上门，现金回收

烧纸机 胶带机
胶带分切机、卫生纸复卷机、吹膜制袋机

0532-86813421 13792909127

手 工 制 作

◆市区有证诊所出租 3133468
◆繁华街道门面出租 13853943707
◆金兰物流院内饭店转让 15562900236
◆出租美澳别墅一套 13053980806

◆低价急售双月湖独院楼房（有证 220m2）15063293490

出租
出租已装修带空调，办公家俱办公室 4
间，2 个单间，一个套间可分租。通达路与
金一路交汇好停车 18669922201

临沂精品便民信息
家政保洁

◆喜临门保洁 18253911797

◆如意家政保姆月嫂保洁 7321765

◆利民保姆保洁月嫂 7321069

◆真情保姆，月嫂，保洁 8206889

◆诚信家政保姆保洁月嫂 3190977

◆润霖月嫂陪护、钟点工 13515396386

◆幸福之家家政保洁诚聘保姆月嫂 15168913505

◆广通家政保洁保姆月嫂 2022217 2021102

搬家服务
◆吉祥搬家 8332233

◆万家福搬家 8880586
◆天顺搬家移空调 8798282

◆兄弟搬家招工 8332708

精品装修
◆专业刮仿瓷 13869916067

◆专业家装立邦漆 13562910825

◆景琳装饰工程公司 13341281111

◆专业家装店装无框门 15853903386
◆恒辉装饰 13969913552

◆月亮装饰 13325070800
◆刮仿瓷 1 . 8元，夹板帐35元 15854922566

◆仿瓷立邦、液体壁纸 15254981118
◆刮瓷腻子吊顶杠 15964833155

◆家装店装刮仿瓷 15192966821

医药信息

◆ 50 块零 8 毛鼻炎包治好 8689959
◆ 24 天治前列腺炎 5668120

◆中医治癣愈后付款 13053791520
◆温派根治膝关节病增生变形 13954922667
◆专治顽固牛皮癣 15065987019
◆秘方治疗白癜风 13964936613

◆中药内外兼治妇女乳腺小叶增生

1-2 疗程，治愈率达 99 . 3% 8326509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一切旧货 15853990818
◆高价收旧货 15092930958
◆收废铁 8791828
◆旧货回收 13864949893

◆回收打印机旧电脑（件）15553944779

法律服务
◆三禾律师专业致胜 18905394999

◆交通事故、离婚、刑事 15192978588

◆交通事故律师 15192919566

◆专业婚姻家庭律师 18660923387

◆专业律师胜诉收费8033148

◆济南律师办理大案要案 13791079366

抵押贷款
◆车辆抵押贷款咨询8115888

◆专业贷款、助存、办卡 13953958888

◆房产贷款，银行助存 13280509955

◆个体企业信誉贷款 13864900037

◆快速办理高额信用卡 18653919061

◆公务员无抵押借款 8880222

◆小额贷款 18726332137
◆你炒股票期货我出钱 13905395344

金融服务

◆低价刷还 15864863050

◆刷卡 13355026326

◆大小额贷款、抵押担保 8997815
◆办卡刷还 7165466

◆刷还 0 . 7 18264929446

◆办卡办 pos 机 8999906

◆银行汇票贴现 8222093
◆刷还卡 15206844458

◆刷还 18764986037

◆罗庄、兰山刷还 15563232391
◆ 18769953798 刷还

◆低价刷还卡 18669988569

◆低价刷卡 15318231109

◆专办白金信用卡 5-30 万 13734390790
◆刷还积分 15564262864

◆还 刷 3071767
食用菌培训

◆蘑菇栽培，全程服务 13082656298

广告制作
◆广告设计、动画制作 13562962235

调查取证

◆诚信婚姻调查 13181485822
◆三合专业调查 15863910718
◆寻人定位调查取证 13013559007

下水道、水电暖

◆疏通下水道，清化粪池，水暖安装维修15863850900

◆设计安装地暖，韩国技术享用 70 年工程质检材料施工

安装维修水电暖防水，十年施工经验 13969990933

心理咨询

◆心之音心理咨询 15863912020

工商注册

◆大额验资、增资13176093888

◆低价验资注册15953972028

◆验资、增资、年检、环评 15866930105

◆工商验资，增资 15564919191

◆注册大额验增资过桥资金18660917877

◆工商注册年检：18653995333
◆注册验资年检办 POS 机8161690
◆专业验资、增资、注册 18753917888

◆验资增资刷卡 18605394088

开锁服务
◆开锁换锁 8888178

周易培训

◆六爻八字风水起名，实战教学 15163945778

精装修空调
◆精修空调移机回收 15966417202

◆专收空调（价高）15588130880
◆空调移机维修回收 15253917925

◆低价空调移修，高价回收 15054928336

婚介交友
◆曼丽莎婚介交友聘女士 15863851981

综合信息

◆购车享受团购价 8885507
◆收购三生御坊堂产品 18605419106

汽车租赁
◆兄弟汽车租赁 8352539

◆真诚租赁(新车)8152152
◆瑞风商务租车8109266
◆天顺汽车租赁 8175678

◆元和租车 3210058

◆赢时通新爱丽舍 98 一天 8121377
◆和顺汽车租赁 8165599
◆润迪汽车租赁 8337088
◆联众租车 2069696

楼宇修缮
◆楼顶防水、防漏、隔热保温 15020307826

招商加盟
◆日用品、保健食品招商 18953959889

◆小投入，高回报项目招商 15064925097

◆专利技术生产汽油，柴油，寻合作15553909515

隐形防护网
◆尚海·佳家安 8015110

◆振宇专业隐形防盗网纱窗 7209155

天下无蚊
◆隐形纱窗 8350822

电脑维修

◆电脑维修公司上门服务 8332216

安装监控

◆专业安装监控 13953971839

室内污染治理

◆室内除“甲醛”找奥因诚

招县区代理商 13864939917

免费出租
前大街四楼美食城商铺免费出租，有意
者电话联系：15863955789 18660939993

注塑机回收
专业回收 50-10000 克，进口、国产
注塑机，中介有酬 15868114668

专业承接临沂各大工地零活清
理楼基，地槽 15106490377

厂房出租出售
白沙埠工业园占地 60 亩厂房，

办公场所出租出售 15053998438

胶印机转让
北人 J2204、J2205、08 胶印机威海 1300
×920 模切机三台。13969905852

打火机组装总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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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 - 1 5 0 元，现金结算日结，无押金，另招乡村代理户。

13285492108何经理 地址：临西四路与解放路交汇 免费送货上门，现金回收

同顺打火机总部
招聘常年在家组装人员数名，本产品简单易学，日收

入 60-90 元，（可日结），量大上门送货，无需押金，签订
法律合同，另招村级独家代理户。电话：2028900

15005060708 18705060708 15806070809 15170012345
18277000006 18216000007 18216000009 13677900003
13627900003 18230500004 15107900006 15387901234
15387902345 15387903456 15970293456 13426675678
15083975678 15228152222 15182902222 15197018888
15197068888 15292035555 18781795555

联系电话：3200005

7892222 5797777 6608888 6688888 7988888
13905390030 13905390053 13905390094 13905395199
13562995666 13884900666 15318500003 13573900008
18753973777 13853922777 13853970777 13969938777
13853916888 15315077888 13869973999 13341279999
13280527777 15715398888 15563298888 18853978888
18705398888 18769966666 15*63988888 13675*99999
电话：18705398888（抵押借款）

18265911666 15065979888 13165276777
18265911999 15006599888 18253910888
18265919888 18265988666 18253920888
15168971888 18265495555 18253969888
15065992888 15554812345 18706442222

TEL：13969956555(高价收车、收号)

出 租 转 让
酒店转让

临西十一路南段营业中酒店转让，

客源稳定，接手即干。15505491888

科海网络
企业建站首选品牌

网站建设 网站推广
Google 百度 网站改版
电话： 13969991299 8120245
网址：www.chinakehai.com

网 站 建 设

收 轿 车

吉房出售
东关商业街沿街商铺三层出售
15910160360

出租转让
位于临西四路与金一路交汇处，

800 多平方米，20 多个房间，设备齐
全，接手即可营业 13853970036

创业好项目
一个适合个人创业的好项目，您

只需一个电话，年利 6 万元以上(本广

告长期有效) 电话：15589018456

出售纸箱生产设备
现有自用黄色纸箱生产设备一套，08 彩

印机压痕机，高速纸刀、晒版机各一台，单面瓦

楞机两台，对外出售。电话：15863991066

永上商务酒店招租
设备配套齐全 2000 平方米，可

立即营业，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兰山区义堂镇镇驻地西 1000 米

13969937677 李总

火山火机
常年招打火机、电子产品在家组装人员，可兼职，
无押金，另诚招各地代理，月收入万元以上。聘内
勤 2 名，充气工 20 名、安装工 50 名(工商正规注
册，八年诚信经营) 免费送货 上门回收
电话：2958057 地址：临西一路与金二路交会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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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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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临沂群兴置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君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1300000001377 ，经股东会
议决议解散注销，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
本公司发布之日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公告。

临沂群兴置业有限公司

买 卖 好 号

诚信佳美隐形纱窗
主营：制作铝、塑隐形纱窗型材

及配件批发。加工成品、承揽工程。

欢迎各届朋友携手合作。

李经理 13355011852 13343267218

商铺转让
临沂市铝材市场营

业中旺铺转让 3395936 街铺转让
新华一路北 80m2 黄金地

段店铺转让 15265114454

厂房出租
河东凤凰大街与外环路交汇处有多种厂房

（均独院）对外出租有变压器。13954936366

厂房转让
朱保工业园彩钢瓦大棚 2000m2，

占地 7 亩，变压器 1 台，宿舍办公室

共 13 间。13573908988 13953908618

专治牛皮癣、白癜风
祖传方法，专治牛皮癣、白癜风、纯中药绿色疗法，

治疗期间不忌口，愈后不复发。电话：13853964977
地址：临西五路与红旗路交汇西 500 米路南

●安邦保险有以下单证丢失：被保险
人王升龙，交强险标志流水号：
103251001286401 丢失，声明作废
● 郑 岚 予 身 份 证

372801196710243166 丢失，声明作
废
●华安保险公司，被保险人：门成清，
保单号 1120803602010007506 强志

保险贴丢失，车号鲁 Q0291H，声明
作废
● 汤 晓 敏 身 份 证
371302199002243423 丢失，声明作

废
●朱树珍，工商营业证副本注
册号 3713023025531，声明作
废

●孙春田身份证 372801193710200218 丢
失，声明作废
●临沂市奥翔运输有限公司鲁 Q0132B 保
单号：AJINQ50CTP11B009483Q 鲁
Q 1 5 5 A 挂 保 单 号 ：
AJINQ50CTP11B010426O 交强险标志丢
失，声明作废
●杜强营业执照注册号 3713013883414 丢
失，声明作废
●王宗文交通罚款单 371300100030578 、

371302100054980 丢失，声明作废

高薪诚聘业务员数名。

电话： 13754702333

系

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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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 张 立 清 驾 驶 证
370831198107012430 于 2011
年 3 月 8 日丢失，声明作废
●企业名称：新华旅馆(负责人
赵玉美)特种行业许可证(正
本)字号 709_17 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